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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市政服务大楼[厅]）住宅 

工程质量、违反强制性条文○4 、侵占绿化率违章建筑(卖不出成了私人

乱侵占)、无建筑节能○8 、无抗震安全○20、偷工减料、水质水压、工程

违法分解分包并借资或无资质、违法修改工程图纸违法不合格包庇隐

瞒“合法化”○5 、行政处罚详情违法不公开并不纠正 、公摊和分户住

宅面积测算（违法建筑面积计算我们的房价）○9 、不依合法工程图纸施工、不检测

不合格工程包庇隐瞒为“合格”、不合格工程并包庇隐瞒成“合法

化”、 违法违纪的综合验收备案不纠正、不合格工程未依法重新综合

验收备案 、违法违纪建设程序及行为行政管理包庇隐瞒“合法化”、

回复中工程造价费用是虚报或职务侵占 、违法违纪行为不执法执纪纠

正、消防及生活配套设施不全等违法违纪行为问题的行政监督○7 、稽查

○16 、监察、纪检○1 、行政主管不纠正反而包庇或渎职○21 等部门及个人作

风（责任互相推诿踢皮球、不作为、徇私枉法、失职渎职、玩忽职守、包庇袒护隐瞒违法违规

违纪行为成”合法化”、监督和行政违纪违法裁决包庇违法问题）等建设领域违法违纪行

为 

（包括纠正改正过程中）注：文字头标注数字为文后的简要的法律依据 

检举、投诉、举报、控告申诉附带 

行政复查复核○1 及行政人对信访人的诬告追责 

(不要以文字多不详阅,这是什么作风?并不负责现场调查证实落实,是不是在渎职滋养系统窝案腐败!败坏社

会正能量价值观!) 

第二十页为问题目录 

业主联名见委托书 
 (不要以文字多不详阅,这是什么作风?并不负责调查证实,是不是在渎职滋养腐败?! 败坏社会价值观!) 

2009 年 1 月开始逐级投诉,2019 年 11 月 10 日修改                  

                 受托拟搞人：涂聚文 

              (可见委托书及群体联名签名,有房子一直无法入住) 

                 对事实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如诬告担责 

(可见委托书,维护权益成本之高,违法违纪成本极低不担责,为什么这多投诉信件未见任何回复?纵容腐败！)  

对事实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如诬告行政相对人(或投诉人)承担法律责任！ 

投诉举报是事实而不落实,法律赋予的主体和责任人应担什么责任?否则是在纵容犯罪！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2 / 3277 页 

 

 

易炼红省长、刘奇省委书记、陈政高部长、赵乐际书记等各位领导：请依法赋予

的权利和责任行政公开公正核实落实解决民生投诉诉求 

----行政违法违规审批(违法违规修改规划和设计,不通过合法程序审批审查而违法“合法化”、

预售许可,不合格工程包庇隐瞒为“合格”，包庇成为”合法化”)、违法工程图纸包庇隐瞒”合法

化”、偷工减料、不依法施工（如无施工许可证,施工之前有无办理工程监督、监理、勘察、检测手

续等）、不依合法工程施工图及规范施工、违反建筑工程规范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分，房屋建筑

部分）、不依法检测验收、不检测不合格工程包庇隐瞒为”合格” 、 不合格工程未依法重新综合验

收备案、不依法现场勘察检测报告、相关单位无企业资质及个人无执业资格和无专业印章、回复中

工程违法肢解拆解、违法借资、外地施工单位无备案等违法违规（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纠正,包括

投诉之后纠正过程中包庇违法行为“合法化”）、工程造价是虚报或是职务侵占(永丰第二建筑公司是

国有单位,永丰规划建设局下属单位)等问题，请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政府或纪检监察部门

现场核实相关问题并让业主公开听证。业主并申请公开查阅相关工程图纸、管线综合规划图、行政

许可证明、规划绘制、勘察、造价咨询、测绘、各类检测报告、相关审批、审核、监督、验收备

案、现场调查结论、稽查报告、我们投诉之后的行政处罚详情(未公示告之,提出只有三家责任单位?

还有其他责任单位和个人呢?验收、检测、综合验收备案等单位和个人呢?这不是处罚不公吗？是在

徇私?还是玩忽职守?在 2013 年 11 月 25 日在县访信接待室和 2014 年 9 月 15 日县质监站会议室郭庆

峰站长说处罚了,就不应纠正.并在 2013 年 5 月 7 日质问两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于公

示不合法的图纸和违法方案避而不答.请看控告详情)、2010 年 7 月 29 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陈俊

卿厅长派工作人员的调查结论报告、对投诉处理答复过程依据等等及相关图纸、文件(因未公示和书

面告之)。 

举报类型:群众联名（见委托书）○19   投诉经历见县政府信箱和现场、县建设局现场、

市长信箱、市长热线、市建设局现场、省政府信箱网上、省信访局网上和现场、省长

手机、省建设厅现场、省委民声通道、国家信访局和现场、住建部现场和网上、省巡

视组、中央巡视组、中纪委网上和现场等部门,及多年来向各级部门信件投诉记录和现

场至各级部门记录. 

举报人姓名:涂聚文等人（见委托书）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36242519770214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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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38-2435-0518  电子邮件: geovindu@163.com   463588883@qq.com  

受托人工作联系地址 1:  深圳市罗湖区布心路 3008号水贝珠宝总部大厦(IBC)B座 14F六福珠宝(深

圳)有限公司                                                                          

受托人家庭联系地址 2: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 B座 1单元 701                         

涉及项目名称: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市政服务大楼[厅]） 

被申请单位：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国家信访局○18（我们逐级投诉都拖了九年了互相

推诿不作为不公开造成不落实的主因,造成不少业主的房子近八年未能入住的和未能装

修的.）依法申请并恳求国务院等主管部门行政核实违法违纪!并纠正落实，如果我们

诬告承担法律责任.并公开各部门负责人姓名和联系方式及处理方案文件等,并允许群

众监督[录像录音]以示公正公平，不能剥夺宪法赋予百姓或行政相对人或受害者监督

的权利,为谢！）(因法律条文和现场图片多,在此不详述,另详见对应问题法规依据及部分相片等证据：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二千一百多页,不断更新完善法规)   注：文字头标注数字为文后的简要的法律依据。人

民网微博部分现场照片：http://t.people.com.cn/topicsearchV3.action?searchType=0&topicId=1711 (2019年 10 月 31日停办) 

检举投诉以下单位: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7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稽查执法办公室○16、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纪检组○1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17、江西省委省政府信访局○12等监督监察考核不力、行政不作为、执法不力不公(搞选

择性执法)、违法不究、对申请不复查不复核不书面答复(投诉见第二、三部会及部分

视频链接,公示在江西建设监督网的投诉 2014年 11月建设部转省建设厅转办的至今未

落实(领导换届后网上公示被删除).公示的违法图纸和方案未有纠正,并在 2015年 10月

08日及 2017年 08月 15日建设部信访室现场告之投诉人转省信访局, 2017年 08月

18日下午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说当天只能投诉一个问题。而至今未见任何部门答复或过

问, 2015年 10月 08日现场国家信访局未接收投诉.),省信访局等在国家投诉处理办

公室网上回复中诬告投诉人”闹访”或“冒名信访”或”拒绝处理”.并不与正当程序落实投

诉.不现场调查不依法规程序受理.投诉人或信访人如有诬告承担法律责任. “封建社

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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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过去吗?”--《习近平自述：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被举报个人：郭庆峰(原吉安市常委郭庆亮之弟)、林葆卫、龚福根、吴凡(升职)、傅

仲生(已退休)、傅小春、操建民等(各属单位部门见下联系人表[第六部分])○2  (投诉见

第二、三部分及部分现场投诉视频链接,大部分领导人都离职升职换岗,换了几届新领导也是一样。) 

被投诉控告举报单位和企业: 吉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规划建设局）、吉安市信访局、吉安市建设

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站、吉安市建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永丰县第二建筑公司、永丰县房管局物

业管理中心、吉安市建设监理中心、吉安市建筑设计规划研究院、景德镇陶瓷工业设计研究院、永丰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规划建设局）、永丰县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站、永丰县房地产管理局、

永丰县信访局、永丰县人民政府、工程检测单位、工程测绘单位、造价咨询单位、检测试验单位、施

工图审查机构、勘察单位等与此项目相关(包括投诉受理过程中的)关系单位和执业个人（见下通讯录

中,许多未有执业证）及投诉 2010 年 4 月 6 日不合理不合法的(虽提出一些合理的,但包庇隐瞒许多严

重问题,以 2010 年 7 月 30 日的永建字[2010]40 号文件证实不合法,也未见过原件)专家组论证：黄素

平(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结构师)为组长、谭光炜(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结构师) 、 刘振安(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师) 、胡莽原(工程师,一级注册结构师) 、胡足莲(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肖坚(工程

师). （但未有看到任执业印证的认证正规文书） 投诉人如有诬告承担法律责任. 

今年来以几次 60 天内答复也是这样形式的无法律依据搪塞不处理？即便有实体受

理单中“反映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违法建设、违反

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不合格、建筑节能不合格、绿化率不合格、偷工减料、水质水

压不合格等问题”也不落实问题？而且永远是那个不作为式的形式接受或不接受处

理，也是派被投诉对象形式来解决而不解决问题？就这样无限期限的拖？现场都不看

看？即更看了也是形式一下？官本位思想。为什么对于现场存在的问题，有现场证据

有法律依据投诉就这样一拖十几年？问责追责成形式条文？信访条例的条文也是形

式？上级部门对基层不作为不必追责不问责吗？ 

2010 年 7 月 30 日永建字[2010]40 号文件叙说 2010 年 8 月份要请专家论证一直没

有请来论证!这是 2010 年 7 月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派调查组下来之后说的（从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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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4 月 6 日论证无效(为组成员隐瞒相关问题！并没有执业印章签章！原件也没见

着),从 2013 年 10 月 23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公示在小区的不合法的工程图纸,更证实论

证无效[论证谁请来的,县市级部门文件各说不一],也证实吉安市规划建设局等各级部门

隐瞒包庇更严重的问题）,而省建设厅调查组及省建设厅稽查执法办的结论也从未有依

据依法书面给予或告之我们投诉人或受害人○12 ).从 2013 年 11 月 25 日和 2014 年 9 月

12 日县政府信访接待室及 2013 年 10 月 23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公示在市政花园小区

的部分不合法并错误百出的工程图纸和不合法设计方案说明，证实永丰县规划建设

局、吉安规划建设局、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稽查执法办公室等各级部门的所有过程处理或文件中存在包庇或隐瞒(或不作为形成

的隐瞒)更多更严重问题,并向各政府部门投诉举报无人落实受理而推诿至被投诉人处

理。并在部分门窗、屋面纠正处理过程中隐瞒实质性应依法设计和法律法规规定应该

施工的，而不依法律不依规范施工。并在 2014 年 9 月 12 日永丰县人民政府刘治平县

长接访和 9 月 15 日郭庆峰站长还是隐瞒和包庇相关违法问题(可见后叙述及录音链接

或查县政府信访录像,涂聚文拿出委托书, 还以不是政府注册的业主委员会成员,无权代

表?○19原在向上级回复中徇私舞弊说业主代表同意?是谁呢?并当日上访的投诉材料不接

收,而监察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以自己不清楚和自己不专业来推诿)对于工程纠正过程中

违法违规行为包庇成”合法化”,向各级执法部门投诉，无单位无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纠正,

并对永丰县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站用违法违规的屋面方案强令业主接受否则不

纠正并且不肯公示落实,反而诬告业主“拒绝”或“不予配合”或“抹黑政府形象”，文

字无依据的描述上“圆谎”自己的渎职行为，对于质量问题以“因素多，原因复杂”

来推诿自己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不以科学论证的方法），或是以“业主对维修处理结

果均已签字确认认可”，而不以监理是否到位，施工是否依强制性规范科学，施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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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审批过的图纸施工，是否现场取材检测验收，质监责任是否到位等工程建设规范程

序，这种圆谎行为这是不是在执法犯法?还是因存在贪污受贿而这样包庇?对于在文件

承诺过要解决的问题而不解决，并对工程违法拆解！选择性的处理问题，严重损害百

姓业主的权益！对于违法建筑面积和公摊面积让群众买单，反而让违法乱纪者赚钱，

处罚成违法者赚钱的手段!（未见处罚证明，暗箱操作?还是腐败?）并对于处理过程中

花了多少钱可以随便他们说的?如何监督各级部门的依法行政？公平公正处理？保障群

众的合法权益？还是贪污受贿来保护并包庇违法问题?各纪检监察部门不应承担责任?

这种只”归口管理”、”属地管理”、”分级不负责”、”上级不负责”、”县官不如现管” 、不

相信投诉举报人、强令要投诉人找被投诉人等方式是滋养下级部门有法不依、执法犯

法、执法不严、选择性执法、违法不究、玩忽职守、行政不作为、徇私舞弊、窝案违

法乱纪、权力腐败的肥沃土壤！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损失无计算，但可以估计超过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因为这次我们投诉处罚都

达到了的五十多万元人民币(但未公示详情,另违法责任人和单位未处罚)），而永丰县人

民政府给吉安市人民政府的另叙述违建处罚的一十多万元人民币（本是先有停工通知

书，后又成了罚款？并罚了不纠正?）。加起来至七十多万元人民币。】、扰乱建设市场

秩序、造成建设工程安全无法保障！损坏法律法规和政府行政管理的严肃公正公开

性！破坏依法行政的公平公正公开！不逐级核实复查书面答复也造成投诉人不能依法

逐级上访而被投诉人逃避责任?或暗箱操作？让受害人或投诉人或行政相对人无法申诉

公正正当的权益和权利!                                                                                                                                                                          

被举报单位性质:政府部门和企业(互相勾结包庇隐瞒违法违规行为、不依法逐级复查复核)  

涉及项目所在行政区划: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 

举报违法违纪问题领域:城乡规划(规划修改,项目规划审批环节,项目开发建设环节,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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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处罚环节) 、标准定额(标准规划,工程造价,强制性条例○4 ) 、房地产市场(市场准

入,规划审批,房屋质量,交付与权属登记，预售许可) 、建筑市场(建设程序，勘察设

计,资质管理,建设监理,招标投标,个人执业,施工管理) 、城市建设(园林绿化,市政工

程,环卫设施,城镇减排) 、工程质量安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防震抗灾，消防设

施) 、建筑节能、各级部门投诉处理互相推诿(纪检,监督,监管,行政主管)而不协同合

作的责任个人和单位部门，及不以实事依据依法及时给予我们合法书面答复！在他们

选择部分问题处理过程中不公开不公正等等问题. 

举报简要:在 2014 年 4 月 8 日及 2013 年 11 月 26 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余处长和姚处

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稽查执法办梁卫明主任、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钱

勇局长，(现各位领导都已经离职换岗,原现场调查的工作人员也离职换岗)应根据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信访办和稽查执法的督办责任，请给予对我们的复查调查情况和处理情

况书面答复依法应给我们投诉人,便于我们逐级投诉，并请 2014年 09 月 11 日上午从

永丰县规划建设局永建信复字[2013]05 号(2014 年 9 月 10 日省信访局要求拿的,而当

时现场未接收我们的投诉材料,也不愿意现场给此文件答复或告之内容,硬要我们这样

跑来跑去,复查成了倒退回去)违反信访条例第三十三条，超过期限给予信访人，和对

公示在江西建设监督网上的永建信字[2014]32 号请复查其程序合法及真实性！并复查

在江西建设监督网上公示的内容的程序合法真实性,并监察督办公开处理 2014 年 3月

20 日建设部转省建设厅公开在江西建设监督网(领导换届后无落实但已删除不公示)上

投诉落实处理并公开!及吉安市规划建设局吉市建纪字[3]、[6]号文件的复核(也存在

包庇隐瞒，省级部门为什么不复核？并且 2013年 10月 23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公示的

违法工程图纸为什么不复查复核？).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市政服务大楼[厅]）住宅工程质量、行政违法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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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审批(违法违规修改规划和设计,不通过合法程序审批审查而违法“合法化”○5 、预

售许可○11 ,偷工减料、不依法施工（如无施工许可证○6 ,施工之前有无办理工程监督、

监理、勘察、检测手续等）、不合格工程包庇隐瞒为“合格”，包庇成为”合法化”)、

违法工程图纸包庇隐瞒”合法化” 、侵占绿化率违建(应拆除,造成卖不出去私人乱侵

占，而于 2018 年 12 月无证售卖) 、回复中工程造价是虚报或职务侵占、容积率、无

绿化率、自来水水质水压、公摊和住宅面积测算（包括违法处罚建筑面积和公摊面积

计算我们的房价，应退还给业主）、外地施工单位无备案无资质、无建筑节能、违反建

筑工程规范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分，房屋建筑部分）、无抗震安全、交付与权属登

记(分户面积测绘多计算业主房价、土地证办理把违章建筑也办证了）、相关单位无企

业资质及个人无执业资格和无专业印章、工程违法拆解、违法违规修改规划和设计而

行政管理违法违规口头审批“合法化”、不依合法工程施工图及规范施工、不合格工程

包庇隐瞒为“合格”工程、不检测不合格工程包庇隐瞒为”合格”、不合格工程未依法

重新综合验收备案、不依法现场勘察检测报告、工程质监等部门形同虚设、回复中工

程违法肢解拆解、违法借资或无资质、外地施工单位无备案等违法违规（而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不纠正,包括投诉之后纠正过程中包庇违法行为“合法化”）、工程造价是虚报

或是职务侵占(永丰第二建筑公司是永丰规划建设局下属单位)等建设领域违法违规问

题及对相关(包括投诉处理过程中的)各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执法单位、政府、

纪检、行政主管等部门及个人作风（不作为、徇私舞弊、选择性执法、失职渎职、玩

忽职守、包庇袒护和隐瞒违法违规违纪行为成”合法化”）的投诉、控告及申请复查。 

我们强烈建议：请认真的依《关于妥善处理永丰县市政花园工程质量投诉问题的实施

方案》永建字[2010]40 号文件及《关于涂聚文反映永丰县市政花园工程质量问题的督

办通知》吉市建建字[2010]6 号文件公开来执行!而不要模糊无依据而说或是出示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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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强令业主不接受或欺瞒业主接受处理？从而逃避法律赋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

督、执法的责任?！这不是渎职吗？请公正重新请有合法执业资格及执业印章的专家现

场勘察现场取材检测论证(永建字[2010]40 文件说 2010 年 8 月份要请专家论证一直没

有请来论证,从永建字[2010]40 号文件证实 4 月 6 日专家论证无效.此论证也无原文公

示)，并让业主公开听证的方式，把合法的工程图纸、现场勘察报告、工程竣工验收报

告、单位工程施工竣工验收报告、工程勘察质量检查报告、工程设计质量检查报告、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工程材料进场检测报告、规划测绘报告、总工程和分户测量报告

等工程报告、基础、主体、节能等分部验收记录（含节能验收报告）、稽查报告等文件

报告公示出来，按国家的建筑相关法律法规、工程标准规范、强制性规范及依据建设

领域投诉相关行政法规的合法程序过程来处理！不是一纸无依据的模糊叙述或是一纸

包庇袒护隐瞒违法违规违纪行为！而从不现场第三方取证依法依规检测论证结论！造

成问题一直没有依法依规落实,而一直在找各种不合法的藉口理由拖延时间(把保质期拖

了?都没有通过合法验收和备案合格,忽悠业主保质期过期?这是行政执法知法犯法).并请

依法依规对我们各方面（如装修、无电梯、纠正之后缺陷等）造成的损失依法赔偿！

并在处理过程请书面公示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负责人的姓名，联系方

式及一切过程,公开的不合法请及时纠正,以示公平公正(被投诉人应依法回避)！并允许

投诉人可以在各部门的办公场所和我们沟通之过程可以公开录音录像，以示公平公

正。（从投诉几年的经历,对各部门及工作人员的问责形同虚设？公共行政管理的信用、

监督、监察、纪检、检察体系何以建立？如何相信其执法公正?！地方没有任何单位和

各级负责人依正当程序依法公正公示及时处理!(或是互相踢皮球推诿,或是让施工单位

形式一下而不依正当程序依法依规落实,或是要找到上级部门催促,也是形式上接待而不

依法依规承担责任落实,有的反而违法违纪强令业主接受违法行为处理,可见证录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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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并不允许录音录像!没有违法违纪怕什么呢?怕就是有鬼!而在我们投诉过程的处理中

就存在违法违纪！如果诬告我们承担法律责任! 

我们的简要申请复查诉求： 

(1) 在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网上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 年 3 月 29 日、4 月 25 日不接

受处理,而 5 月 13 日、8 月 20 日又是简要原样回复，送达书上未有当事人签名也未有

行政责任单位的印章，在 4 月 4 日，涂聚文要求相关工作人员至现场看的情况在 5 月 13

日对上级部门书面回复中只字不提？（4 日的有录像为证，他们说国家是国家的法律政

策，县里是县里政策？各部门行政工作人员都是在强词夺理，包庇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投诉人要公示处理，就不敢公示？而在对上级书面回复中诬告投诉人不接受处理？），

而从 8 月 30 日内部文件提示涂聚文投诉的问题包案县领导是：李冬根（副县长），责任

人：县住建局局长：郭青禄，沿陂镇书记：罗龙源（这和沿陂镇书记有何关系？）。而现

场的实体各种质量问题越来越严重，安全隐患越来越明显！在 9 月就推诿不处理？而对

市政花园开发商的问题县长二个小时处理了？见报道：《开发商 5 多月跑 20 次办不到不

动产证 永丰副县长开现场办公会两小时解决》、《合法分割销售房产遇波折》、《副县长

现场办公，两小时解决问题》。（而在以前向上级的书面答复是以开发商不在永丰为由不

落实）而永丰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在实体受理单中“反映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

住宅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违法建设、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不合格、建筑节能不合

格、绿化率不合格、偷工减料、水质水压不合格等问题”也不落实问题？？而书面诬告

业主不接受处理？2019 年 4 月 4 日（有录像为证）永丰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领导张国平

带领县城管局、质监站、自来水公司、永丰县第二建筑公司等工作人员（未有出示工作

证等证明材料，我们未知具体什么人员，每次都这样，不依行政程序、不正当不公开不

公示）查看现场，还是不依照省建设厅的要求公开公示书面处理。对于问题，也无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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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厅的要求请专家认证。也没有公示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名单来现场勘察。我们说三楼

平台的储物间是违章建筑，工作人员说谁叫你们买？而不是他们应去执法？业主要求公

示公开处理,工作人员就说我们没有诚意？这是什么逻辑？一定要听他们口头说的咱样

就咱样（他们就好对上级的书面答复咱样措词都可以了）？而不是以正当程序为处理？

或是说这么多年未处理？（意思要听他们的，而不是依正当程序公开公正的），更有的

说，中央是中央的政策，永丰有永丰的条例？（永丰县啥条例可以不公示独行天下？永

丰县不是在中国境内？中国的法律不适合永丰县？行政者可以口头咱样就咱样的？没

有书面的成文？），质监站的领导说，涂聚文在家里指出的问题可以处理，如门窗，防护

栏，屋面等等都可能处理，而涂聚文说要统一公开公示处理，依审核过的图纸来处理，

领导就说是涂聚文没有诚意？公示公开处理是无诚意？要不他们就说“这么多年未处理，

你们投诉到哪里还不是最终要他们处理（意思就是要听他们要怎样就怎样处理）”。另有

业主郑乃智家没有修多久又漏水了，而质监站的领导说，“你家修过了，不用再说了”?

领导这种办事方式，这是什么态度？在回复而以各种无依据的藉口说辞，就是一种地方

特色个人行为而不是正当程序行政裁定？是违法违规的施工单位（再说施工单位是城建

局的下属单位）和行政单位一起强制业主听他们的？（而把省建设厅的公开公示的要求

不当回事？而在对上级的回复文件中则说的是依照省建设厅的要求公开公示了）并且只

找业主投诉的行为上是否有破绽是否存在不合法不合规？而对自己的行为和被投诉单

位或个人的行为是否正当是否合法合规不当回事吗？现场负责人说答应邮件沟通，当离

开现场就以不会用电子邮件拒绝，可以见证短信记录。2013 年 2 月 23 日至今年加 1 次

才为 33 次的转办单? 2019 年 1 月 16 日回复才开始 34 次？而 2019 年 8 月 20 日又以是

33 次转办单?县住建局并书面说“永丰县第二建筑公司一贯承诺，如用户同意维修，公

司将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做好维修工作，让用户满意。”？现场是这样说的？并且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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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范处理了？口头说的和书面答复各为一套？明显县住建局故意包庇违法违规者！

曾经现场当面说没有落实问题，建设单位不可以卖房？现在 2018 年 12 月全卖了并且无

合法证明? 

(2)从 2019 年 1 月 16 日的永建信字【2019】1 号，永丰规划建设局、永丰县建设工程

安全质量监督管理站用违法违规的屋面方案强令业主接受否则不纠正并且不肯公示落

实,无依据诬告业主“拒绝”或“不予配合”或“抹黑政府形象”，文字无依据的叙述上“圆谎”自

己的渎职行为，对于质量问题以“因素多，原因复杂”来推诿自己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

不以科学论证的方法），或是以“业主对维修处理结果均已签字确认认可”，而不以监理是

否到位，施工是否依强制性规范科学，施工是否按审批过的图纸施工，是否现场取材检

测验收，质量监督单位责任是否到位等工程建设规范程序，明明是许多业主家有质量相

关问题投诉，回复描述中只有一两家？这种圆谎行为这是不是在执法犯法?还是因存在

贪污受贿而这样包庇?对于在文件承诺过要解决的问题而不解决，并对工程违法拆解！

选择性的处理问题，严重损害百姓业主的权益！几次出的主体无资质或借资的修维方案，

不是业主不接收，而是业主几次投诉到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见原公示在江西建设

监督网，后换领导之后不公示）后，不停的换无资质的公司，业主要求把原合法工程图

纸、方案等公开公示统一解决投诉的问题，要求不可拆解，也不可要求业主只投诉个人

质量问题也应投诉主体工程质量问题。而是地方建设主管部门一起包庇，反而诬告业主

无依据的“不配合”“不支持”来圆谎并推诿责任。对于违法多建一层及储物间，还有后来

投诉几年中的违建也是这样，从简单的无依据的描述中，就是在包庇违建行为，在渎职！

就从维修的造价来说，都是县规划建设局单方无依据的自说一通，从 2013 年 4 月 12 日

永建信字【2013】35 号和 2013 年 10 月 22 日永丰县人民政府办给市长直通办的文件中

描述的“截止 2013 年 10 月，我县二建垫资了 54 万”元？在 2013 年维修张遵国和王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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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花了 14 万多元？因在现场质问过被投诉人怎么修了两家用了 14 万多元？而后来回

复中修了几次就才 4 万元？可以见投诉的附件中可以证实。对于向相关单位的处罚至今

也未有依法公示(个人倒是没有追责，有些责任单位也没有追责，选择性处罚)，对于处

罚的问题至今也没有依行政处罚法纠正落实。对于开工建设和纠正建设过程中的没有检

测验合格的分体或整体工程何来谈保质期过期？没有检测验收合格的工程，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或质监部门单方的何来定义有保质期？2019 年 1 月 15 日 11:10 电话

07962206209,2206658 说是根据国家信访局投诉受理，涂聚文要求公开公示处理，电话

对方自称是姓陈，县城建局的，对我的要求要向领导反映，而在 1 月 16 日 08:50 就连收

到江西信访信息系统的短信 1069154847795933 提示已经办结？2018 年 10 月份的几个

答复文件同公文号而不同日期？2013 年 2 月 23 日至今每次都是 33 次的转办单?而至

2019 年 1 月 16 日的回复是 34 次，近六年来就是这样形式回复？开发商的人员 2018 年

年低都在卖业主占用的三楼违章建筑储物间及一、二楼，怎么说开发商不来呢？这不是

明显的形式主义渎职？走”流水账”? 口头说的和书面答复各行一套？曾经说没有解决问

题，开放商不可以卖房？为什么现在(2018 年 11 月份)卖了？李克强总理说：不作为的

“懒政”也是腐败，对于投诉问题类型的失职渎职、玩忽职守、工作作风等问题，而未

有依法依责任处理反而是被投诉人以“相同问题不处理”答复？要不就是不正当不正式

无证据的自编“自圆”其说，地方工作人员转达错误则说“文不对题”，要不就是“涂聚

文借他人信息投诉”等等方式诬告信访人或行政相对人的藉口而不落实（见 2017 年 6

月 23 日等日期的回复，并不是正当合法合理程序的信访回复），要不就是滥用警力司法

权力来警示不让信访等，这种诬告行为请上级部门核实纠正并落实！2018 年 1 月 5 日

业主拍的现场图片上显示门窗都因风倒蹋,阳台和上人屋面的护栏都自然倒蹋了（有照片

可证实），2018 年 05 月 05 日发现整栋各层业主业主的房间不同程度漏的不堪入目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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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青苔，因墙体和排水管裂缝渗水造成的。2018 年 04 月 05 日至 06 日自称是县城管局

的工作人员带领县建局和施工单位的人员来调查，也是形式的走个过场。而可以看在国

家信访局永丰县城建局提交的成文（2018 年 04 月 04 日）和回复文件（2018 年 04 月 08

日，文件中提示公开处理，实际公开在哪里呢？）的时间，明显是一种形式走一下。涂

聚文按他们的要求发了 16 篇投诉文档和证据证明至 yfxcgj2588308@163.com（在此不详说，各部门门

前标语宣传“担当实干，马上就办”给谁看的？）。国家信访局网上显示时间 2017 年 4 月 01 日、

2016 年 9 月 26 日吉安市信访局的答复还是永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城建局）不实

不负责的答复,（江西省信访局也曾用县级部门的答复）并且存在工程建设的投诉搞成县

级部门的答复，并且市信访局也是用县级教育答复工程建设领域的投诉（可见网上经历）。

2018 年 1 月 5 日用 2016 年 12 月 28 日个人回复文件（永建信复字[2016]18 号）回复？

次次如此不负行政责任的重复形式上不实不负责的答复.2016 年 9 月 27 日 永丰县规划

建设局贴出拆除小区自行车棚告示，这是公权力滥用并选择性执法或是一种行政利用公

权力报复行为。自行车车棚，我们业主投诉后，是 2010 年开发商建设的，并告知了城

建局和质监站。并永丰县城建局向上级部的答复也叙述中在我们投诉之后建设了车棚.

再者小区的路道属于小区业主的公摊面积,未有占用国家公共路道（违法修改上的图纸

上说是“欧阳修大道”，简直是乱画一通，与实体根本不符）。如果说是“违建”请公示

原有的合法设计图纸等来证实(是违法违纪行政行为弄出来的图纸或文字就是”合法”).

而我们投诉的违章建筑到反而没有通知拆除（从 2019 年 1 月份得知，车棚上上盖的塑

料，为了统一车棚颜色，还让业主花钱给车棚披一层颜色？形式上好看？）.我们群体投

诉相关问题从 2014、2015、2016、2017、2018 年至今也没有公示告知业主统一如何落

实处理反而是违法拆解或不处理.而只是对上级采取拖延或敷衍或诬告投诉人或形式上

答复的这种公权力私用的行政行为，公正何在?问责何在？再看永丰县规划建设局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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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单位的永丰县一建借资赚钱的引发的案件江西省永丰县第一建筑公司、周冬梅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bd57eb4d-5df8-4854-b2c9-

a8e80035b49c 违法借资行为也未有得到处罚担责！ 

(3)2016 年 5 月 16 日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网上吉安市信访局诬告其中一位信访人吴颖”

闹访”(而我们是群体信访投诉,违法拆解),上次江西省信访局诬告涂聚文和家人”闹访”.这

是诬告!这种行政行为是什么工作态度?现场都未去过,信访人都未见过,被说成”闹访”?这

是就是信访结案率?而 2016 年 6 月 20 日吉安信访局在网上几个字就是不受理了?2016

年 7 月 6 日 11:44 永丰县二建公司戴经理来电,因受托人在和广州的同事和兄弟公司 OA

培训,第二天早上涂聚文给回电,告之要按正当程序公开处理.按工程图纸纠正就可以.而

对方则以要按他们不合法不合规范处理,听说按程序处理,就把电话挂了一句也不多和涂

聚文沟通.(因这三年(2013,2014,2015 年)来每年处理的两家业主就是不按工程图纸整修

的[市政花园小区楼道还有 2013 年永丰县城建局公布的现场不合法证明],并请无资质证

明的公司,并且其他问题不处理.而相关行政部门不承担应有的责任,因为他们知道受托人

涂聚文有录音录像设备,一般都不想和受托人涂聚文沟通.并且强制要求受托人不能用录

音录像设备.在地方,并且要求涂聚文讲方言).受托人父亲教育问题投诉的回复两次(永丰

县信访局 2016 年 01 月 20 日和吉安市信访局 2016 年 07 月 5 日)都转交永丰城建局,答

复的几句话也是建设投诉的简单回复(在 2016 年 07 月 09 日涂聚文看到附件文件,但不

是教育部门投诉回复).2016 年 07 月 09 日在国家信访局网上看到的吉安市信访局 07 月

04、05、06 日的回复永建信字[1] 、[3] 、[5] 、[6] 、[7]号(我们是群体投诉,而回复的

是个人,其中内容的行政裁量不合理不合法),是被投诉单位永丰县规划建设局 07月 02日

回复附件文件, 2016 年 5 月 15 日的回复也才看到?这是在玩什么把戏玩弄信访人?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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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信访局在国家信访局网上答复办理时间 2016 年 7 月 15 日. 答复为被投诉人或单位-

---永丰县规划建设局的答复.这是什么工作态度?省信访局谁负责的? 我们未知.为什么

我们群体性受托申请复查为什么上级部门不复查?都是地方的回复?地方回复的是否合

法性及是否正当程序性?还有诬告信访人的行为,请上级部门领导复查追究责任.如果我

们有诬告也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不处理受理.这是在纵容地方行政腐败!纵容选择性和违

法执法行为及包庇违法违纪的行政行为!群体投诉从 2009 年 1 月投诉以来,我们许多业

主的房间因为各种质量问题,影响我们使用并造成有的业主的房间几年来不能入住(包括

受托人的房子也是不能入住)，生活用水都没有，生命财产安全等.公示违法的工程图纸

(至今未有部门纠正和责任人未依法承担应有的责任,监管形同虚设，原设计为 6 层可以

见附件中房屋所有权证证明层数共六层,我们在城建档案室查阅拍照片也是六层并未有

储物间,而答复中则不是.而实体是八层.)上有要施工的处理中也未施工,而我们至现场各

部门投诉未人受理.而被投诉人则说不可能,只能按他们违规违法的方式的处理他们才会

落实部分投诉的(但也不能按法规的工程设计上的要求).而被投诉人在国家信访局网上

回复中诬告我们不正面处理.2016年 2 月 2日江西省信访局都还有提示有问题没有解决,

并处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这个花钱都是他们自已随意说多少就是多少?未有按建设

工程造价等规范程序证实这个造价,可以无合法依据随便忽悠上级主管部门?),在叙述中,

存在包庇基层违法违纪行为,选择性执法!也未有公开行政处罚详情.根据行政处罚法第

四条要公开 !○13 未公开的不能作处罚说明 . 江西省建设工程质量诚信信息系统

http://117.40.130.23:8080/six/honesty/ 和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电子政务大厅

http://59.52.254.78/jxjsw/webSite/appInfo/entcredit.aspx 都未查到处罚信息.并轻描

淡写描述把问题化了,把责任主体的责任推给”原因复杂”.而没有实质性的至基层现场了

解并采用科学和依法行政的态度落实.也没有按建筑法律法规要求检测验收和监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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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反而把责任推给投诉者不接受处理而未解决.明显官商勾结并故意有意包庇违法违

规行为(可以见后文中视频链接中我们现场的录像证实).而在 2016 年 3 月 10 日的回复

成了”闹访”.这是在诬告投诉人.被投诉人反而一点事都没有（未有承担行政的责任及问

责）.对被投诉人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反而未证实.这是在纵容腐败!从 2009 年投诉以来,

永丰各建设工程也不断的存在我们投诉的相关问题(如永丰天诚一号建设项目” 规划变

更规划，监管形同虚设，里面肯定存在猫腻”等, 

( 注 : 1.2014 年 8 月 2 日  江 西 网 络 广 播 电 视 台 58 分 55 秒 处 报 道

http://v.jxntv.cn/2014/0802/3588474.shtml   

2.2016 年 7 月 7 日又来主曝光江西省永丰县君天御景湾是豆腐渣工程

http://r.xiumi.us/board/v5/2rXrl/17433137?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不一一举例).这是官商勾结！住房建设工程系统腐败并行政不作为。地方各级政府不作

为!(可以看我们后文的投诉经历和控告内容.)而一直要求投诉人找被投诉人(他们是在规

避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变成双方像是“私了”,公正何在?),也造成被投诉人说的,你们投诉

到哪里都是他们处理.也造成他们不依法依程序处理.为了形式解决而欺上瞒下,违法违规

违纪操作!(也造成豆腐工程越来越多)如果不听从地方行政部门的违法违规的处理,投诉

人的问题就不处理.或是以回复”相同问题不处理”而不受理投诉人的问题了,而未去现场

处理,就可以找一个”相同问题不处理”的借口来提高信访解决率吗？提高行政效能吗？

对于我们投诉的问题,有法不依,有法不执,他们是同系统的熟人关系圈群体,也是系统腐

败的源头!请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复核复查被投诉人诬告投诉人(信访人)的真实性!及相关

投诉的问题落实到位.谢谢.如果不落实的这些严重的问题,是间接的故意在纵容群体性系

统性腐败、把违法违规违纪合法合理化!隐性或显性的败坏整体社会价值体系. 

（4）在 2015 年 10 月 8 日国家信访局接待处因无省级答复文件,不接收处理.而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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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办工作人员告之转至省信访局而至今未见任何工作人联系当事人或行政相对人或

投诉人及书面答复情况.2015 年 9 月 29 日和 2016 年 1 月 21 日在国家信访局网上吉安

市信访局的复查和原地方部门一样的答复,并且也没有实地现场去核实复查.网上还是告

之信访人要向上一级复查.对我们的现场问题,都不落实复查处理.而在省政府信箱上

2015 年 10 月 12 日建设厅要我们找市建设局去解决.我们几年来至各级部门来回奔走,都

是这样互相推诿踢皮球,而不能逐级上访.申请上级部门复查都是以”归口管理”为借口,

不接受复查复核.并不给予任何书面的答复.申请公开不公开,造成所有问题实质不能解

决落实.造成问题越来越严重。 

（5）在 2014 年 4 月 8 日及 2013 年 11 月 26 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陈平厅派出余处长

和姚处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稽查执法办梁卫明主任、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

局钱勇局长，应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访办的督办责任，请给予对我们的调查情况和

处理情况书面答复依法应给我们投诉人○12。并应至永丰县实体现场核实调查取证以示公

正！或把稽查报告公开或告之我们受害人或行政相对人.依法依程序不应该地方被投诉

人处理.应逐级至省级以上部门复查核实处理. 

（6）中央纪委监察部通过网络电子信件转办江西省纪委监察厅的办理情况及书面答复

请给予我们业主、原我们向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纪检组也未给我们书面答复!省委

民声通道也是推诿不受理。 

（7）2013 年 10 月 09 日违法违规行为举报 http://59.52.254.107:8101/Tipoff.aspx 网站

举报、信件举报无人答复。省厅稽查执法办徐先生转给了梁卫明主任.至今无书面答复!

及 无 告 之 稽 查 报 告 详 情 . ○16  , 江 西 建 设 监 督 网 上 公 示 的 投 诉 未 有 落 实 . 

http://zlgl.jxazjd.com/content.aspx?cid=CA0146D9-440B-4C9E-88B4-67FF170F8CD0 (换届后被删除不公示) 至 2015 年

3 月 27 日之后都未公示，并想把案件抹去而不督办落实？还是拖延换届后不用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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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市政服务大楼[厅]）建设项目相关工程图纸、审批

过程、行政许可、工程各类检测报告、投诉之后行政处罚(为什么不提示检测、勘察、监

督责任单位及执业个人处罚?)详细情况公开○13 、造成行政主管单位和个人在改正过中

的公开隐性的违法违纪,请上级部门和领导进行纠正！ 

（9）并对 2013 年 10 月 23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公示的违法工程图纸现场执法纠正!(向

各级部门投诉,至今无任何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落实纠正而是采取包庇隐瞒)及各类建设

过程报告、文件、工程图纸、设计文件等查阅,审批的程序是否合法并对论证相关问题公

开听证. 2013 年 05 月 07 日在永丰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会议室包括二三十多位业主在场(录像录音为

证)，涂聚文就向市建设局的工作人员都质问了工程图纸的合法性，无人应答。并不断投诉,无单位无工

作人员纠正. 

（10）请给予开一份单位介绍信或公示给予我们查看相关市政花园项目相关的一切过程

行政许可文件、项目工程相关图纸文件报告等或全部公示在江西建设监督网上也可(该

网也公示过其他案件)！而不要只是拿出违法违纪的工程图纸、不合法不合规范的建设

程序的纠正方案、或是违法处理一个来应付对上级部门的答复而不先进行现场检测勘察

证实确认所有问题来欺骗不专业的业主和欺瞒政府！而向上级部门投诉而互相推诿,并

不依法依规先确定我们的所有问题,而逃避问题处理解决!请一切处理过程公示在江西

建设监督网上!便于许多在外地工作或个别在外国的业主了解情况!便于即时公正公开

解决问题.而不是我们不正面解决问题!可见证录音录像! 

（11）2010 年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关于对永丰县市政花园工程质量问题的调查处

理意见函》请公示！吉安市规划建设局的文件说到施工单位没有按工程图纸施工，2013

年 10 月 23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公示(谢谢承担了这份合理的责任)的部分图纸文件（大

部分为违法图纸文件并错误百出,因沒有设计时间、沒有设计师签名、沒有执业印章、沒

有图审印章等,这此图纸和方案是何时造假设计和说明的?为何也错误百出?）更证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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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通过审批的工程图纸施工并偷工减料、违法违规修改规划和设计、违反强制性条文

等、从而证实一直以来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包庇隐瞒相关违法问题并互相推诿让我们受害

人不知情,这种工作态度如何能秉公处理?怎么能这样损害群众利益处理民生问题?这是

什么工作作风和态度?还是贪污受贿而包庇违法违纪工作人员?还是渎职? 

（1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督办函件应该告之我们投诉人，办理投诉的责任人是谁？联系

方式？书面答复给予投诉人，以便于互相监督。否则行政效能监察监督考核真实性在哪？

依信访条例也应在一定工作日告知投诉人.而不是投诉人找地方被投诉人. 

（13）对纠正过程中的工程造价款请审计其真实性！肯定存在造假！如是造假,那就是职

务侵占工程款!否则公开实际造价！不合法的工程图纸包庇隐瞒”合法化”.从 2010 年至

2014 年 9 月 15 日登记不知多少次了,并不充许我们反映公共的质量问题,并都未有请有

资质的工作人员出示勘察报告,现场取材检测报告,对所有问题未有依法依规公正确认.对

原有的设计单位、勘察单位、检测机构、各综合验收备案单位、监督单位及执业的个人

存在的责任为什么无问责或处罚?对执法处罚的问题为什么不纠正解决？为什么对我们

投诉的责任人不证实?我们是否存在诬告?如不存在诬告,为何不监察执法执纪?对于

2013 年如何证实他们修两家屋面工程花了 14 万多元?并且两家屋面工程不依法依规偷

工减料处理的.现也还是有渗漏,并且防水卷材起壳了.如果上级部门不监督,不作为,不考

核如何影响下级部门的工作作风问题?还是上级部门存在一起腐败? 

（14）请依法依规纠正所有问题之后，请按《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及《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重新组织综合验收备案！ 

（15）2014 年 6 月省委第六巡视组组长郭家代表巡视组，向吉安市委书记王萍和市委领

导班子进行了反馈。吉安市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土地征用、工程建设等领域和个别

单位存在腐败问题，对政府性投资项目和财政专项资金的监管存在薄弱环节，部分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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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亲属插手、承揽工程建设项目；工作中兼顾地方实际不够，文风会风没有根本转变；

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养还比较薄弱，对党外干部和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使用和管理

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不够完善。为什么存在问题还一直是这样的工作作风? 

（16）我们在 2013 年中央巡视组进入江西巡视时,并打了电话,并写了两封投诉举报信.

未见答复.2013 年 09 月 09 日 15：24 郭庆峰站长来电说：代表中央巡视组信访来回访

涂聚文，他们处理的是否满意？涂聚文说都没有处理还问满意？2013 年 09 月 16 日，涂

聚文等 5 位业主，提前和吉安市规划建设局李厚生约定去查看工程图纸。而到其办公室

没有给看。说他们正好调换岗位。新来的黄小兵纪检组领导。叫来李厚生和肖坚，他们

答应要求当地公示处理方案。我们以书面的回复。涂聚文向李厚生、黄小兵、肖坚说了

郭庆峰站长早些时间电话涂聚文的事情，肖坚说他属于个人行为！2013 年 9 月 25 日

09:21 郭庆峰站长电话叫我们去省里投诉去.而省建设厅在政府信箱推诿给违法违纪的

地方部门去处理!这不是推诿?不作为?渎职?我们申请上级部门复查复核无部门受理? 

 （17）为什么一直以来投诉,都是投诉人与被投诉人沟通？而被投诉人一直强令业主按

他们的违法违规要求部分处理？多数的问题不处理.说自己修？怎么修？解决什么问题

都未有确定？从而逃避其他所有问题不处理？从他们的答复是我们业主无理不修？实

事呢？你们去听听我们的录音录像可以证实违法强令行为!执法犯法!至今未有现场检

测相关材料,和出示合法合理的现场勘察及检测报告等!对公示违法的图纸不给予纠正,

违法的处理方案未有纠正!而都是想逃避自身的责任!好向上级答复说是我们签字确认

处理的?这是不作为表象解决?逃避法律赋予的责任○17 ,李克强总理说的“不作为、懒政

是种腐败行为!”而不依法依规确定我们投诉的问题,并统一公开公正处理.都是这样徇

私舞弊,对上级以隐瞒问题而答复!造假成业主都满意!骗说建设单位(开发商)不在永丰

等借口,并隐瞒其他更严重问题!或无处理也说处理了.而对业主当面说的是保质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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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懂法还是执法犯法？上级部门发一张张督办单,只是形式,而无人监督无人落实,

责任人不用承担责任?无法律规定时间限制落实? 

（18）从未对我们的投诉或信访问题未依法及时和现场核实或第三方勘察检测报告并进

行书面确认答复，向其索求，都不去实行或都未给或不给合法正式件！我们逐级上访为

什么省级部门不正式的接访?这是不是在袒护违法行为并采取地方保护?让我们难以依

法逐级上访或逐级投诉?只让我们投诉人来来回回找被投诉人.我们的投诉都是早己公

开化的.依法被投诉人应回避!是不是推诿或拒绝式的地方官僚保护? 

(19)2014 年 9 月 12 日刘治平县长接访涂聚文拿出委托书他们说没有到永丰县房管局注

册业主委员会代表,没有权利代表,根据刘县长要求 9 月 15 日至永丰县建设工程安全质

量监督站进行登记,郭庆峰站长不依法依规处理,依私权强令违法违纪答复处理,不依法

依建设工程规范行政裁决处理.2014 年 10 月 4 日开始,又不依法依规处理问题.还是一

直不公开不依正当程序并不依法依规处理.都是逃避我们投诉的所有问题(一直是这样

在于好借口说保质期过了,都未有合法的验收备案合格还谈保质期?并在信访文件回复

诬告信访人拒绝处理.信访人要公开公示统一处理.).而只拿纠正一个屋面工程问题,而

屋面工程问题,还是徇私舞弊,违法拆解工程处理.不依法不依程序不公开处理.并不按

上级建设主管部门要求的公开公正处理.采取私下不依法不依规不公开处理!可以至现

场见证.就如换门窗也是这样.不依程序处理.不验收,不检测!这不是执法犯法并违法不

究吗？这不是想逃避行政管理监督者责任玩忽职守?这是违法违纪渎职行为!建筑法律

法规有这样规定的吗？而 2014年 9月 15日的投诉过程为什么不公开在江西建设监督网

上? 

(20) 建设单位规划申请书、建设单位验收、行政综合验收、规划证书等文件存在严重

问题,及在江西建设监督网上公开的情况:2008 年江西工程质量监管状况完全证实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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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结的问题存在. 2014 年江西工程质量监管状况 去看看（十）吉安市建设工程质量监

管情况的 2014 年度永丰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管情况,投诉起数 1 件,处理完毕的投诉起数

1 件,这种造假,上级部门就是这样玩忽职守? 

(21).我们人去多了,说什么闹事或说人去多违法,人去少了,说我们都满意.没有问题.

材料写多了,说我们写得太多,要一条一条例举(我们都一条条例举了),如果写少了,说

我们实事不清.这叫我们维权如何是好?说要逐级上访,市局的部门的答复有违法违纪,

我们要省级复查复核,说什么”归口管理,分级负责”而实际是只归口管理,上级不负责.

要我们找地方.不管我们有什么实事证明.都不相信我们投诉,也不看我们的投诉料材.

就一直这样要我们反反复复,跑来跑去,跑了几年了.各部门这样互相推诿,踢皮球,叫我

们如何是好?因为大多数业主一直在外面打工.要不断的请假来跑来跑去?被他们踢得团

团转? 

（22）2015年 3月 27日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在江西建设监督网不公示，

也不落实处理?两次向江西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领导小组投诉也不处理落实? 

(23) 在 2013 年 11 月 25 日在县访信接待室和 2014 年 9 月 15 日永丰县建设工程安全

质量监督站会议室郭庆峰站长说处罚了,就不应纠正.并在 2013 年 5 月 7 日质问两级建

设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于公示不合法的图纸和违法方案避而不答.请看控告详

情)而对处罚不落实纠正、2010 年 7 月 29 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陈俊卿厅长派工作

人员的调查结论报告、对投诉处理答复过程依据等等及相关图纸、文件(因未公示和书

面告之是为了暗箱操作?). 

《关于建设系统依法行政的实施意见》（建法[2001]69 号  2001 年 03 月 27 日）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任意设定管理相对人的义务，不得设定审批、发证、登记、备案等各类行政许可。 

要公开管理职权、公开办事依据、公开办事程序、公开办事时限、公开办事权益、公开办事结果，提高行政机关的工

作透明度和公众知情度，方便基层和群众，更好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三、加强建设执法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行为  

  严肃查处违反基本建设程序，降低建设工程质量的违法行为；坚决纠正建设工程发包承包中的不正之风，规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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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有形建筑市场的建设；强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严肃查处建设单位逃避招标、假招标行为；严肃查处施工图

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就施工等违法行为。  

  集中治理施工企业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集中治理无证设计、借证设计、超越资质等级设计以及虚报资

质、资格等违法行为。  

严格城乡规划编制、审批、修改、变更程序和制度。要进一步强化和健全城乡规划管理制度；坚决纠正随意更改

经批准的城市规划；严肃查处违反城乡规划违法用地的违法行为；坚决制止和查处严重破坏城市布局和环境，损害社

会公众利益，危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违法建设行为。 

广东纪委书记：不查案是失职 查案不治本是不称职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先耀称，各级党委(党组)要履行好主体责任，坚持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硬”，

牢牢树立“不查案是失职，查案不治本是不称职”的观念，把预防和治本要求融入日常业务、改革发展和队伍建设中。 

2014 年 09 月 03 日 16:05   来源：中国新闻网 

李克强：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宪法是我们根本的活动

准则，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要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所有行政行为都要于法有

据，任何政府部门都不得法外设权。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快推进综合执法，全面落实

行政执法责任制。一切违法违规的行为都要追究，一切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都必须纠正。2015-03-05 来源： 新华社 

“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李克强总理在 8 日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指出。

“有‘勤’无‘廉’，政失之于公，有‘廉’无‘勤’，政失之于慵。‘廉’和‘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做不到‘廉’

是腐败，做不到‘勤’也是变相腐败。”他语重心长地说。 

来源：李克强：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 http://www.gov.cn/xinwen/2014-10/09/content_2761524.htm  

李克强：一切违法违规的行为都要追究，一切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都必须纠正。 

来源：李克强：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3/05/content_2826471.htm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 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

《荀子·宥坐》  

君者，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如今在朝中为官，坦诚待人被讥为天真，不谋机心被视为幼稚，风气若此，

何人之过？ 君明臣直，方为社稷之幸……《琅琊榜》 

 

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网上举报 

http://219.142.101.149/web/Tipoff.aspx  

 

《习近平自述：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214/c1001-26567403.html  

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

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

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 

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得过去吗? 

行政者，非徒以维持法规之秩序为目的也，凡因国家及国民之利益，依法规所定，或于法规之范围内，所行之国家作

用皆属之。国家，乃人之集合体，离乎国民，即无所谓国家。国民之利益，乃国家之唯一目的。故国家之行动，首在

保护国民之利益，而除其危害并须积极而图增进其幸福，皆国家职分内之事也。顾国家欲保护国民之利益，必先维持

一己之生存发达。《钟赓言行政法讲义》钟赓言著，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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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局规划科公开出来的文件相差远。2013 年公开的没有设计单位的公章、没有图审章、无设计师的签名、

执业印章等。只有永丰县规划建设局规划科的章。这是执法者违法乱纪！ ................................................ 3048 

9.20 此照为 2010 年 5 月 24 日我们在永丰城建档案馆拍到通过审批的图纸 ................................................ 3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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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没有图审章、无设计师的签名、执业印章等。只有永丰县规划建设局规划科的章。这是执法者违法乱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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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或砂浆标号有误。铝窗框安装在墙体上固定，照片上却安装在粉刷外，窗台离窗框下方五公分没有设防水

层态 ....................................................................................................................................................................... 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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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上人屋面工程就是这样整改？是专业施工?资质在哪里?监督在哪里?农民自建房都不会这样态，裂成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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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2014-04-10 拍摄，门窗因刮大风，自然脱落，窗框都散架，玻璃散落一地，还好是向内倒的，否则压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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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城乡规划（规划修改、项目规划审批环节、项目开发建设环节、监

督处罚环节） 

1.0．1 三楼储物间违建，是后来违法修改图纸，未有图审印章，未有设计师执业印章和设计时间等. 

   二楼楼顶或是三楼楼面平台上的违规建设储物间(不合法文件(说其不合法因为没有任何合法程序文件的执业印

章证明)描述：380 平米，未实际测算,当时也没有公开听证,应让业主知情,2007 年 3 月最早预售销售时也没有听到有

储物间,希望要以图纸文件的时间顺序和合法行政程序的考证!不要只听从被投诉人没有事实合法依据证明的模糊叙

述!而从不听取投诉人的证据证明？)、私人违规建设(没有测算)等违章违规建筑侵占绿化率必须拆除,应按照《城市规

划法》,《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分) 》( <关于发布《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分）的通

知建标[2000]179 号>)应拆除.建设为绿化面积!在综合验收报告中就提示院内存在多建，绿化率(设计要求达到 25%实

际无人测算)不到位！有违建停工通知书,为什么不执法?现七八楼没有办法拆除（楼层层数违建怎么可以颁发其预售

许可证？其违法建筑面积不能公摊给我们业主出钱！）.必须公开请专家论证其安全可靠性，但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违法

乱纪了不纠正.造成社会是什么影响？如何维护各地方建设市场秩序？不能投诉之后以罚代建，以罚代改！至今各上

级部门借措词不给结果。对于他们现场勘察及复查不给我们任何结论式的合法依据书面答复（得了结论是不是怕打

了自己的“嘴巴”？）。《关于开展<城市规划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1995 年 8 月 26 日在江西省第八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4.执法力度不够,’以罚代法’,’以罚代建’的作法,客观上鼓励了违法建设活动的不断产生.”. 

(摘录于江西省人大信息网). 《关于对永丰县市政花园工程质量问题的调查处理意见函》之前有文件中提到此函，如

给国家投诉处理办公室回复的文件永建信字[2013]6 号有提到，可我们要求索取公示给我们，可是无人给予。对于几

次县、市、省级部门现场调查的工作人员，从没有人告之我们有合理依据合法结果,并以有依据的合法文件方式回复

给我们。而都是以几句话概括叙述?而不以建设工程规范的程序合理的提供事实证明有依据答复!反而包庇袒护违法

违纪行为!不给现场勘察或调查结论是不是存在隐瞒更多问题？对于行政处罚没有任何部门公开处罚内容，至今没有

任何工作人员详情告之。并对于行政处罚问题也不见纠正。而从 2013 年 11 月 25 日在永丰县人民政府现场，各工作

人员答复都是不必纠正，罚款代改。拿出的工程图纸都不是通过合法程序审查的材料,而以他们违法口头审批把违法

违规”合法化”就合法了?这是执法犯法，知法犯法！违法行政!违法更改规划和设计!上级部门还是一直”归口管理”

由他们来处理,还是要我们投诉人找被投诉人？造成投诉人和被投诉人情绪化,如何依法公正处理？并找各种理由来

搪塞敷衍实质存在的问题！造成时间一直拖！客观上在保护违法乱纪行为！袒护玩忽职守！扰乱建筑市场秩序!损害

公众利益.造成行政管理窝案腐败违法久治不安! 

1.0．2 违法多建八层,就建筑面积在投诉过中和综合验收备案及建设单验收中各说法互相矛盾.从

而证实行政部门包庇隐瞒,并把公摊面积多算我们的房价,并把违法建筑包庇”合法”出卖.需在纠正

之后,依法应重新验收备案 

  基本情况介绍都存在违法违纪，各文件说法不一（包括 2010 年 04 月 06 日论证也是一样，没有依法认真实事求是

的陈述合法依据，许多违法违规问题都没有陈述），多建问题只字不提，偷工减料不提，不依合法工程图纸施工不提、

违法修改规划、设计施工图无依法审查不提等等违法违规问题只字不提。是谁在包庇违法乱纪之单位或个人？只提

了相关施工材料未现场进场检验,但在纠正过程中无依法依规处理!投诉违法无人执法,无人依法纠正!从《责令停止违

法（章）行为通知书》永建停字[2007]第 0006）号，执法人：陶支平，聂志刚，签收人周枳林，签收时间 2007 年 03

月 14 日，提示“你在欧阳修广场旁审批六层而建设七层，违反了《城市规划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2006（018）号上都有提到多建设一层,违建 1944.13 平方米，原批建设规模 16513.12 平方米,

为什么最后是让他们违建?而在 2013 年 04 月 03 日公示《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上面盖的是永丰县城乡建设档案室的

公章）是建筑面积 16502 平方米，违建、偷工减料等没有提及（而在我们交房时，是增加了我们的面积，这是不是在

违法计算我们的面积加价钱？）。《关于永丰县市政花园业主涂聚文来信来访投诉工程质量问题的公示》陈述建筑面

积 18281 平方米（上面盖章是永丰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关于市政花园三楼平台储物间违建问题》介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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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面积是 18281.8 平方米（盖的公章是永丰县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股的章）.而在验收备案审查纪要县建备字[2008]12

号上就没有说多建设一层，说是八层,建筑面积 18442.64 平方米, “审查中存在以下问题：绿化不够，院内排水井盖

不符合要求，电梯配置不到位，内院积水要整改，存在少批多建现象”而在此没有指明详细。院内二楼楼顶平台存储

物间违建。国家信访局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回复的永建信字[2013]6 号提到的是建筑面积 14000 平米。2010 年 04 月

06 日《永丰县市政服务大楼业主投诉质量问题专家论证意见》陈述建筑面积约是 14000 平方米，框架混结构 6+1 层，

而现场实际呢？江西建设监督网公示的《关于对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涂聚文房屋工程质量投诉事件处理回复》吉

市建纪字[2013]3 号（文件时间：2013 年 03 月 11 日，但其中许多问题都被截掉了）中陈述的是 14000 平方米（盖的

是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局的公章）。2013 年 01 月 25 日永丰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中国社会焦点网新闻调查送达函反

映永丰县市政花园有关情况的回复》叙述建筑面积 14000 平方米。施工图设计为六层。《关于欧阳修广场北侧国有土

地使用公开挂牌出让方案的批复》该土地规划用途为公益性和商住综合楼,建设楼群 7 层,其中一二层为公益性项目楼,

三四层为自选项目,五,六,七为商住楼.建筑限高 25 米,(7 层);绿地率≥25%建筑密度≤40%;容积率≤2.8;《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2006 永建字第 0182 号上提示:建设项目名称:开发建设市政厅及商住楼,建设规模:16513.12 平方米.从 2013 年

04 月 03 日永丰县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股公示的图纸，只有规划股的章（我们也电话向省厅稽查执法办公室，省厅纪

检组，市规划建设局纪检组都反映过），这是违法的工程图纸！并且总平面图位置和现实体位置不相符。2013 年 05

月 07 日在永丰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会议室，涂聚文就向市建设局的工作人员都质问了工程图纸的合法性，无人应答。

并说公示的方案存在不合法的公司公章、外地建筑公司需备案等相关问题。他们叫我们不要纠缠细节上的问题？这

是重要问题吗？这也难怪建设工程就这样让他们自行操作建设,无人监管？规避行政责任。2013 年 07 月 16 日吉安市

规划建设局吉市建纪字[2013]6 号文件，对于三楼违建”2F”，”3F”问题，其城建档案室的总平面图图纸没有问题，

因为城违档案室的图纸上没有违章建筑储物间，当然就没有”3F”楼层的标识。而涂聚文等人在 2010 年 5 月 2 日在

永丰县城建档案室拍到的合法审批(因为有相关图审印章,设计都的印章等)的图纸上根本没有储物间,而图纸显示还有

水池,停车位等.而吉安市规划建设局的文件说的有”3F”，因为有违章建筑储物间，而这个总平面图纸，当时 2013 年

5 月 7 日在永丰县规划建局会议室涂聚文都质问了拿出来没有任何设计单位印章和图审印章的图纸的合法性，无人

应答。而确在文件中提出来？这不是在包庇违法乱纪行为？纪检工作人员并自身违法乱纪！2013 年 10 月 23 日公布

了不合法的工程图纸没有合法印章，提到许多设计的都没有按设计施工，如外墙有保温系统、屋面有隔热保温、无需

抗震建设等。根据《城市规划法》第四十三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发[2003]18 号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相关工作人依法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

七条,我们有权益公开听证! 

1.0．3  小道消息,说原设计工程图应有地下停车库,请公开公示所有工程图纸证实是否谣传. 

从 2010 年 5 月,涂聚文在城建档案室拍的图纸就有停车位,绿化水池等的设计.而因郭庆峰站长不让拍,不让看,造成

没有看到所有工程图纸.从而也成了他们暗箱操作包庇违法行为.侵犯百姓的权益! 

 

1.1 强制性条文 

 二楼楼顶或是三楼地面平台上的违建储物间等违章违法建筑物必拆除,应按照《城市规划法》,《工程建设标准

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分) 》( <关于发布《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分）的通知建标[2000]179 号>)

应拆除.建设绿化面积!七、八楼没有办法拆除.但各行政主管部违法乱纪了.造成社会是什么影响？如何维护地方的

建筑秩序？ 

 

 1.1.1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 

7.0.1 居住区内绿地，应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配套公建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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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3 绿地率：新区建设不应低于 30%。  

7.0.4.1 中心公共绿地的设置应符合 下列规定： 

（5）组团绿地的设置应满足有不少于 1/3 的绿地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要求，并便于设置儿童游

戏设施和适于成人游憩活动。  

7.0.5 居住区内公共绿地的总指标，应根据居住人口规模分别达到：组团不少于 0.5 平方米/人，小区(含组团)

不少于 1 平方米/人，居住区( 含小区与组团)不少于 1.5 平方米/人，并应根据居住区规划组织结构类型统一安排、

灵活使用。旧区改造可酌情降低，但不得低于相应指标的 50%。 

1.2 标准定额 

1.2.1 《城市居住区划划设计规范》GB50180-93 （2002） 

1.0.5  居住区的规划设计，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0.5.1  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1.0.5.2  符合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 

  1.0.5.3  综合考虑所在城市的性质、社会经济、气候、民族、习俗和传统风貌等地方特点和规划用地周围的环境

条件，充分利用规划用地内有保留价值的河湖水域、地形地物、植被、道路、建筑物与构筑物等，并将其纳入规

划； 

  1.0.5.4  适应居民的活动规律，综合考虑日照、采光、通风、防灾、配建设施及管理要求，创造安全、卫生、方

便、舒适和优美的居住生活环境； 

  1.0.5.5  为老年人、残疾人的生活和社会活动提供条件； 

  1.0.5.6  为工业化生产、机械化施工和建筑群体、空间环境多样化创造条件； 

  1.0.5.7  为商品化经营、社会化管理及分期实施创造条件； 

  1.0.5.8  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的综合效益。 

  1.0.6  居住区规划设计除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2.0.12 公共绿地(R04) 

  满足规定的日照要求、适合于安排游憩活动设施的、供居民共享的集中绿地，应包括居住区公园、小游园和组团

绿地及其它块状带状绿地等。 

2.0.13 配建设施 

  与人口规模或与住宅规模相对应配套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道路和公共绿地的总称。 

2.0.22 中高层住宅（7～9 层）比例 

  中高层住宅总建筑面积与住宅总建筑面积的比率（%）。 

2.0.31 建筑密度 

  居住区用地内，各类建筑的基底总面积与居住区用地面积的比率（%）。 

2.0.32 绿地率 

  居住区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面积的总和占居住区用地面积的比率（%）。 

  绿地应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公共服务设施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即道路红线内的绿地），其中包括满足

当地植树绿化覆土要求、方便居民出入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的屋顶绿地，不应包括屋顶、晒台的人工绿地。 

4.0.1 居住区的规划布局，应综合考虑周边环境、路网结构、公建与住宅布局、群体组合、绿地系统及空间环境等

的内在联系，构成一个完善的、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并应遵循下列原则： 

4.0.1.1 方便居民生活，有利安全防卫和物业管理：  

4.0.1.2 组织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的公共活动中心，方便经营、使用和社会化服务；  

4.0.1.3 合理组织人流、车流和车辆停放，创造安全、安静、方便的居住环境； 

4.0.1.4（取消该款） 

4.0.2  居住区的空间与环境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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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1 规划布局和建筑应体现地方特色，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4.0.2.2 合理设置公共服务设施，避免烟、气（味）、尘及嗓场对居民的污染和干扰；  

4.0.2.3 精心设置建筑小品，丰富与美化环境；  

4.0.2.4 注重景观和空间的完整性，市政公用站点等宜与住宅或公建结合安排；供电、电讯、路灯等管线宜地下埋

设；  

4.0.2.5 公共活动空间的环境设计，应处理好建筑、道路、广场、院落、绿地和建筑小品之间及其与人的活动之间的

相互关系. 

4.0.3 便于寻访、识别和街道命名。 

5.0.1 住宅建筑的规划设计，应综合考虑用地条件、选型、朝向、间距、绿地、层数与密度、布置方式、群体组

合、空间环境和不同使用者的需要等因素确定。 

5.0. 1A 宜安排一定比例的老年人居住建筑。 

5.0.2 住宅间距，应以满足日照要求为基础，综合考虑采光、通风、消防、防灾、管线埋设、视觉卫生等要求确

定。 

5.0.3  住宅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5.0.3.1  选用环境条件优越的地段布置住宅，其布置应合理紧凑； 

5.0.3.2  面街布置的住宅，其出入口应避免直接开向城市道路和居住区级道路； 

5.0.3.3  在 I、II、IV、VII 建筑气候区，主要应利于住宅冬季的日照、防寒、保温与防风沙的侵袭；在 III、IV 建筑气

候区，主要应考虑住宅夏季防热和组织自然通风、导风入室的要求； 

5.0.3.4  在丘陵和山区，除考虑住宅布置与主导风向的关系外，尚应重视因地形变化而产生的地方风对住宅建筑防

寒、保温或自然通风的影响； 

5.0.3.5 老年人居住建筑宜靠近相关服务设施和公共绿地。  

5.0.4 住宅的设计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99 的规定，宜采用多种户型和多种面积标

准。 

5.0.5 住宅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5.0.5.1 根据城市规划要求和综合经济效益，确定经济的住宅层数与合理的层数结构； 

5.0.5.2 无电梯住宅不应超过六层。在地形起伏较大的地区，当住宅分层入口时，可按进入住宅后的单程上或下的层

数计算。 

6.0.1 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也称配套公建），应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服务、金融邮电、社区服

务、市政公用和行政管理及其它八类设施。 

6.0.2  居住区配套公建的配建水平，必须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并应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和同时投入使

用。 

7.0.1  居住区内绿地，应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配套公建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其中包括了满足当地植树绿化

覆土要求，方便居民出入的地上或半地下建筑的屋顶绿地。 

7.0.2 居住区内绿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7.0.2.1 一切可绿化的用地均应绿化，并宜发展垂直绿化；  

7.0.2.2 宅间绿地应精心规划与设计；宅间绿地面积计算办法应符合本规范第 11 章中有关规定；  

7.0.2.3 绿地率：新区建设不应低于 30％；旧区改建不宜低于 25％。  

7.0.3 居住区内的绿地规划，应根据居住区的规划布局形式、环境特点及用地的具体条件，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

合，点、线、面相结合的绿地系统。并宜保留和利用规划范围内的已有树木和绿地。  

7.0.4 居住区内的公共绿地，应根据居住区不同的规划布局形式，设置相应的中心绿地，以及老年人、儿童活动场

地和其它的块状、带状公共绿地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见原文) 

11.0.2.4  绿地面积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宅旁(宅间)绿地面积计算的起止界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 第 A.0.2 条的规定：绿地边界对宅间路、组团路和小

区路算到路边，当小区路设有人行便道时算到便道边，沿居住区路、城市道路则算到红线；距房屋墙脚 1.5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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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围墙、院墙算到墙脚； 

     (2)道路绿地面积计算，以道路红线内规划的绿地面积为准进行计算； 

     (3)院落式组团绿地面积计算起止界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 第 A.0.3 条的规定：绿地边界距宅间路、组团路和小区

路路边 1ｍ；当小区路有人行便道时，算到人行便道边；临城市道路、居住区级道路时算到道路红线；距房屋墙脚

1.5ｍ； 

     (4)开敞型院落组团绿地，应符合本规范表 7.0.4—2 要求；至少有一个面面向小区路，或向建筑控制线宽度不

小于 10ｍ的组团级主路敞开，并向其开设绿地的主要出入口和满足本规范附录 A 第 A.0.4 条的规定； 

     (5)其它块状、带状公共绿地面积计算的起止界同院落式组团绿地。沿居住区（级）道路、城市道路的公共

绿地算到红线。 

1.2.2 《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GB/T50362-2005 

1．0．1 为了提高住宅性能，促进住宅产业现代化，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统一住宅性能评定指标与方法，制定本

标准。 

1．0．4 本标准将住宅性能划分适用性能、环境性能、经济性能、安全性能和耐久性能五个方面。每个性能按重

要性和内容多少规定分值，按得分分值多少评定住宅性能。 

http://www.mohurd.gov.cn/jsbfld/200611/t20061101_165381.html  

1.2.3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712/t20171221_234466.html 

10.1.1 应制定并实施节能、节水、节材、绿化管理制度。  

10.1.2 应制定垃圾管理制度，合理规划垃圾物流，对生活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垃圾容器设置规范。 

10.1.3 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污水等污染物应达标排放。  

10.1.4 节能、节水设施应工作正常，且符合设计要求。  

10.1.5 供暖、通风、空调、照明等设备的自动监控系统应工作正常，且运行记录完整。 

 

1.3 法律法规依据 

请不要请那些没有资质和不按国家标准规范施工，监理，监督，检测的单位解决，或不认真负责的人负责。如果

心中没有鬼，是不怕公开，公正的！！ 

1.3.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89 年 12 月 26 日主席令第 23 号） 

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申请用地的，必须持国家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

主管部门申请定点，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其用地位置和界限，提供规划设计条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拨土地。 

第三十二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

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件。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方可申请办理开工手续。 

第四十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

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

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

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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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 10 月 28 日主席令第 74 号）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并进行复制； 

    （二）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监督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并根据需要进入现场进行勘测； 

    （三）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有关城乡规划的法律、法规的行为。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履行前款规定的监督检查职责，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人

员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第五十四条 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应当依法公开，供公众查阅和监督。 

  第五十五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查处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时，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

分的，应当向其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处分建议。 

  第五十六条 依照本法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有关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给予行政处罚的，上级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建议有关人民政府责令其给予行政处罚。 

  第五十七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违反本法规定作出行政许可的，上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

撤销或者直接撤销该行政许可。因撤销行政许可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六十三条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取得资质证书后，不再符合相应的资质条件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四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

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

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1.3.3）《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2001 年 1 月 23 日建设部令第 84 号）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的管理，规范城市规划编制工作，保证城市规划编制质量，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从事城市规划编制的单位，应当取得《城市规划编制资质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应当在《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内承担城市规划编制业务。  

  第三条 委托编制规划，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城市规划编制单位。  

  第四条 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的资质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的资质管理工作。 

    第二十九条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超越《资质证书》范围承接规划编制任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由发证部门公告《资质证书》作废，收回《资质证书》。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于所提交的规划编制成果不符合要求的城

市规划编制单位，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由发证部门公告《资质证书》作废，收回《资质证书》。  

  第三十三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4）《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2012 年 8 月 1 日建设部令第 12 号，2016 年 1 月 11 日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令第 28 号）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207/t20120711_210603.html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602/t20160204_226591.html  

    第三十八条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3 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未按照本规定要求提供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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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许可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许可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1.3.5）《关于开展<城市规划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1995 年 8 月 26 日在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4.执法力度不够,’以罚代法’,’以罚代建’的作法,客观上鼓励了违法建设活动的不断产生.”. (摘录于江西省

人大信息网). 

1.3.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 年 8 月 27 日主席令第 27 号） 

第一条为了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

活动的行为。 

第三条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 

第四十七条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

政机关应当在二十日内组织听证。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 

第四十八条听证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行政机关应当于举行听证的七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必要时予以

公告； 

   （二）听证应当公开举行； 

   （三）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

认为主持人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四）举行听证时，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供审查意见的证据、理由，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可以提出证据，并进行申辩和质证； 

   （五）听证应当制作笔录，听证笔录应当交听证参加人确认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

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三）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四）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五）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四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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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招标、拍卖或者考试，

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第七十五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

机关责令退还非法收取的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的，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

偿。 

第七十七条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

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八条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

许可，并给予警告；行政许可申请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

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第七十九条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取得的行政

许可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条被许可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 

   （二）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的； 

   （三）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

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八十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 月 17 日 主席令第 63 号）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四条 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第五条 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 

第十七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

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

罚。 

  第十九条 受委托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 

  （二）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 

  （三）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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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

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六条 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

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可以进行检查。 

  第三十八条 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四）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第三十九条 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

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印章。 

第六十一条 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纠正；拒不纠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徇私舞弊、包庇纵容违

法行为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017 年 9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 18 号 

第五条  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第二十九条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条  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  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

代替刑罚，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纠正；拒不纠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徇私舞弊、

包庇纵容违法行为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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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规定》（2004 年 10 月 15 日 建设部令 135 号） 

http://www.sz.gov.cn/jzgws/zcfggfxwj/zh/201304/t20130426_2132297_5065.htm  (2011 年修订)  

http://www.hunanjs.gov.cn/zjtmh/15/338/568/content_135454.html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109/t20110926_206399.html 

 

1.3.9）《建设部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工作规程》（2004 年 6 月 30 日建法[2004]111 号） 

第三条 部机关主管有关行政许可事项的各业务司局（以下简称主管司局），应当在办公场所、建设部网站公示

以下内容： 

（一）行政许可事项的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 

（二）申请行政许可需要提交的全部资料目录； 

（三）申请书示范文本；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主管司局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1.3.10）《建设行政许可听证工作规定》（2004 年 6 月 30 日 建法[2004]108 号） 

  第一条 为规范建设行政管理行为，促进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下简称主管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组

织听证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主管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

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主管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第四条 主管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审查该许可事项是否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

直接涉及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必要时可发布公告。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或公告发布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主管机关应当在二十日内组

织听证。  

  第五条 主管机关对第三条规定的事项举行听证的，应当在举行听证会三十日前，向社会公告听证会的时

间、地点、内容、听证会代表产生办法、申请参加听证会须知。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行政许可法和本规定，不履行法定告知听证义务、不举行依法或依申请应当举行的听证，

以及组织听证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依照法律法规和行政许可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1.3.11）《建设部机关对被许可人监督检查的规定》（2004 年 6 月 30 日建法[2004]110 号） 

 第一条 为加强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制止和纠正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

动，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部机关工作实际，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建设部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  

   第三条 部机关直接承办行政许可事项的司局和部稽查特派员办公室（以下简称承办司局）负责对被许可人的

监督检查，并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会同有关部门处理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四条 承办司局应当主要通过书面检查，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资料，履行监

督检查职责。  

   通过书面检查方式尚不能满足监督检查要求，或者根据对具体事项监督检查的实际需要，承办司局可以依

法进行抽样检查、检验、检测或实地检查。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http://www.sz.gov.cn/jzgws/zcfggfxwj/zh/201304/t20130426_2132297_5065.htm
http://www.hunanjs.gov.cn/zjtmh/15/338/568/content_135454.html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109/t20110926_206399.html
http://www.mohurd.gov.cn/wbdt/xgfgwjjptzd/wsbsdtptzd/200804/t20080426_166009.html
http://www.jyjs.gov.cn/cache/article/3102.html
http://www.mohurd.gov.cn/wbdt/xgfgwjjptzd/wsbsdtptzd/200804/t20080426_166004.html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69 / 3277 页 

 

1.3.12）《建设部机关行政许可责任追究办法》（2004 年 6 月 30 日 建法[2004]109 号） 

 第一条 为加强对建设部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管理和监督，保证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正、廉洁、高效地实施行政

许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部机关的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部机关国家公务员和法律、行政法规授权实施建设行政许可组织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部机关党委、人事司受理对部机关国家公务员和部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行政许可的违法违纪行为

的举报和投诉。  

   举报和投诉的受理电话、电子信箱应当公开。  

   第四条 部机关党委、人事司负责对有关举报、投诉的调查，根据对举报、投诉的查实结果，依照本办法提出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意见，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行政处分审批权限的

规定，实施责任追究。  

 

1.3.13）《建设部行政复议工作规程》（2003 年 10 月 9 日 建法[2003]201 号）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603/t20160311_226884.html (失效) 

第一条 建设部受理行政复议工作应当执行《行政复议法》及国务院有关规定，并依照本规程规定的程序进行。 

  第二条 建设部政策法规司是建设部负责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审查和提出意见的机构。 

  第三条 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申请人提出口头申请的，政策法规司工作人员应

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时间，经申请人核对或者向申请人

宣读并确认无误后，由申请人签名。 

 

1.3.14）《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工作的若干意见》（2009 年 12 月 23 日 建法〔2009〕

297 号） 

一、畅通行政复议渠道，积极受理行政复议案件 

   要进一步畅通行政复议渠道，热情接待申请人，积极受理行政复议案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行政复议请

求权。 

   凡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都必须依法受理。以下情况的复议申请都应当依法受理：经审查不

能证明申请人已经超过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不能判断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的；申请人不服请求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法定职责的投诉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的。 

   对依法确实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或者应当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事项，要耐心解答申请人的诉求和疑惑，告

知其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对信访处理意见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依照《信访条例》的规定申请复查、复核； 

   （二）对举报、控告处理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按照举报、控告的相关规定表达诉求； 

   （三）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四）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应当告知其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具有相应

职责的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 

   （五）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以批准机关为被申请人申请

行政复议。 

   加强与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沟通和联系。不同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行

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要依法受理，并及时与相关的行政复议机关沟通协调。人民法院已受理同一申请人就同一事

项提起的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机关不得再受理其行政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已受理不同申请人就同一事项提起的行

政诉讼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中止行政复议，待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再恢复审理。 

二、提高行政复议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努力做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 

   在案件办理中，要始终把是否有效化解矛盾作为衡量行政复议办案质量的重要标准，不断提高办案质量，

努力做到政治上维护大局、法律上无懈可击、维护群众权益合法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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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制定和完善行政复议工作规程，规范案件受理、

审查、决定等程序，完善案件集体讨论、征求专家意见、听证等制度，进一步提高案件办理的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

偏听偏信，保证案件受理有据、审理有序、裁决合法。行政复议机构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审

查决定是否受理。被申请人收到提出答复通知书 10 日内应当提交答复意见。除依法延长审理期限外，行政复议机关

要在 60 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在案件办理中，对行政复议机关确认被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正确而相对人不理解等情况，应当主动宣传法

律法规，耐心解释说明，力争使当事人理解接受。 

   严格依照法定职责、法定程序受理、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尽可能方便当事人，提高办案效率，提供优质服

务。要建立激励机制，充分激发和调动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行政复议工作信息化

水平，为保证行政复议办案质量和效率提供技术支持。 

   三、创新行政复议工作机制，增强行政复议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要根据行政复议的客观规律，以提高行政复议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为目标，不断完善和创新行政复议工作机

制。 

   要灵活运用书面审理、实地调查、公开听证等多样化审理方式。区别行政争议案件的繁简程度，对事实清

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可以书面审理为主；对事实不清、争议较大的案件，要认真核实情况，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

充分听取专家和有关各方意见；对案情复杂、社会关注的重要案件，还要采取当面审理、公开听证等方式。 

   对符合《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有可能达成和解的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机构收到行政复议申请

后，可以主动与当事人沟通，引导当事人达成和解；案件受理后达成和解的，由行政复议机关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撤回

行政复议申请或者和解协议，终止行政复议。 

   对符合《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有调解可能的案件，行政复议机构要坚持自愿、合法的原则，及时

提出调解方案，认真做好解释和说服工作，引导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达成一致意见，并依法制作调解书结案。要加大对

城市房屋拆迁、城乡规划等类型行政复议案件的调解力度，积极与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协商，尽可能通过调解

化解矛盾，解决争议。 

   要通过行政复议意见书和建议书，及时提出改进工作、规范执法、纠正错误、加强管理的意见建议，有关

行政机关要将落实情况及时向行政复议机关报告。行政复议机构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或有突

发事件苗头的，应当督促被申请人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报告。 

   四、加强行政复议能力建设，为做好行政复议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要积极创造条件，健全行政复议工作机构，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切实保障行政复议工作顺利开展。 

   要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和实际工作需要，为行政复议机构充实和调剂专职行政复议人员，

切实保证一般案件至少有 2 人承办、重大复杂案件有 3 人承办，保证行政复议机构的办案能力与工作任务相适应。 

   要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将行政复议活动所需经费列入机关预算，保障行政复议工作的经费支出。

要根据行政复议工作中接待群众、调查取证、现场勘验，以及举行当面审理、公开听证的客观需要，为行政复议机构

提供接待场所，配备必要设备。 

   要采取切实措施，不断提高行政复议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强化其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加强学习，不仅要学习《行政复议法》，还要重视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准确地适用法律；不断加强行政复议人

员的作风建设，树立求真务实、团结协作、严谨细致、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 

   五、加强行政复议指导、监督和宣传工作，确保行政复议工作整体推进、协调发展 

   要通过工作座谈会、经验交流会等方式，总结交流工作经验，研究行政复议工作中的共性问题；定期组织

对行政复议人员的培训；宣传表彰在行政复议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上级行政复议机关要依法对下级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执行行政复议决定、落实行政复议意见书等

情况进行监督，必要时组织行政复议工作检查。 

   要落实重大行政复议决定报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备案制度，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群体性行政复议案件

和审理中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的案件，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15 日内报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备案。 

   要按照《关于建立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复议和应诉案件统计报告制度的通知》要求，定期报送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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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应诉案件统计报表和行政复议案件分析报告。 

   要充分运用报刊、网络、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宣传行政复议法律制度的基本知识以及行政复议的成效和

作用，使更多的人选择行政复议渠道表达利益诉求。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提高认识，加强对行政复议工作的领导，把行政复议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经常

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积极支持和督促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认真研究解决行政复议工作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切实做好行政复议工作。 

 

1.3.15）《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工作的意见》 （2013 年 07 月 30 日 建法[2013]115

号） 

索 引 号：000013338/2013-00563 主题信息：其他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2013

年 07 月 30 日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工作的意见有 效 期：文  号：

建法[2013]115 号主 题 词：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建交委）及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

复议工作，提高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工作水平，根据《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加强

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复议工作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国法复函[2011]628

号），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领导要高度重视行政复议工作，把行政复议工作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定期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重大问题，部署相关工作，统筹解决各类实际困难和问题；对依法行政工作薄弱、行

政复议问题突出的地方，要约谈相关人员和督促解决问题；对本部门作为被复议机关的案件，要组织研究答复意见。 

  （二）完善工作机制。复议机关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完善办案工作机制。对复杂疑难案件、群体性案件、

可能作出确认违法或撤销等决定的案件，要经集体审议作出决定。集体审议要由复议机关分管领导主持，法制部门和

相关业务部门负责同志共同参加。要健全法制部门和业务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业务部门要积极参与行政复议

各个阶段工作，在案件办理中要认真研究提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意见；对可以调解和解的案件，要主动协调各方力

量，推动案件调解和解；对复议中发现被复议机关依法行政方面的问题，要主动履行监督指导职责；对复议中发现有

关政策和立法方面的问题，要提出修改建议。 

  （三）加强工作保障。切实落实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机构。要结合

本机关案件数量及工作需要，配备、充实、调剂专职复议工作人员，保证一般案件由 2 人承办，重大复杂案件由 3 人

承办。要把行政复议工作经费列入本机关财政预算，确保案件办理、办案设备、宣传指导等各项复议工作经费足额到

位；要结合本机关实际，设立行政复议办公、接待和档案场所，为行政复议机构现场调查、调解纠纷配备必要的办案

设备。 

  二、运用和解调解，有效化解矛盾 

  （四）规范开展和解调解。要充分运用和解调解方式解决行政争议，努力实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要

坚持自愿、合法的原则，在查明事实、明确是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依法开展和解调解工作，不得以和解调解方式规

避对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的纠正，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利益。 

  （五）被复议机关要增强和解的主动性。被复议机关要积极运用和解方式解决行政争议。被复议具体行政行

为确有不当的，被复议机关要耐心听取申请人诉求，主动纠正不当行为，争取实现和解；对于行政不作为的案件，要

主动履行职责，积极化解矛盾；对于因理解偏差引起的行政争议，被复议机关要做好沟通解释工作，避免矛盾激化。 

  （六）复议机关要提高调解工作水平。复议机关要结合实际，把调解贯穿于行政复议全过程。对符合调解条

件、双方当事人都有调解意愿的复议案件，复议机关要创造条件，运用调解方式化解争议。对行政行为确实存在问题

和瑕疵的，复议机关要及时向被复议机关指出，促其主动纠错，实现和解。对因行政裁量权产生争议的案件，复议机

关要积极提出双方都可接受的调解方案。 

  三、树立宗旨意识，提高办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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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坚持复议为民、公开公正。复议机关要恪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服务群众、联系群众。要坚持复

议公平，保障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权，不搞暗箱操作、偏听偏信；坚持复议公开，公开复议机构联系方式、行政复议申

请程序等内容，有条件的可以实行公开审理；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明晰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规

定作出复议决定。 

  （八）畅通行政复议案件受理。复议机关要按照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积极受理行政复议案件。对行政

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内容；对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

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复议机关提出；对确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理由和依据并尽量做

好解释工作。 

  （九）做好行政复议答复工作。被复议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法定时限进行答复，并按照规定提交当初作出具体

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行政复议答复要做到事实清楚、观点鲜明、于法有据、形式规范，在证

明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合理的同时，针对申请人的特定诉求作出解释、说明。复议机关对未依法提出书面答复、提

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依法撤销该具体行

政行为，建议被复议机关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相关责任。 

  （十）加强实地调查取证。复议机关对经书面审理发现案件存在事实不清、证据材料相互矛盾、双方争议较

大的案件，可以通过实地调查等方式查明事实、核实证据。实地调查时，行政复议人员不得少于 2 人，重大、复杂或

者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可以邀请有关专家、技术人员参与调查，必要时复议机关领导亲自参加。被复议机关应当积极

配合调查工作。实地调查要深入基层，既要查清事实，又要摸清原因。 

  （十一）依法公正做出行政复议决定。复议机关对涉及到的重大法律和事实问题，要多方面听取意见，必要

时通过邀请外部专业人士参与调查、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请示上级部门等方式，认真开展法律论证和办案效果风险

评估，确保法律适用正确，矛盾得到化解或缓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对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行

政行为，要坚决依法予以撤销、变更或确认违法。行政复议决定应当依法告知当事人后续的法律救济权利并及时送达

当事人。 

  四、坚持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 

  （十二）推动制度完善。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重视通过个案发现行政管理中的普遍性问题，不断加强制

度建设。发现规范性文件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

要及时纠正或者反馈给相关部门。建立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继续有效、废止和失效的规范性文

件目录。 

  （十三）规范执法行为。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切实规范执法行为，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既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又要遵守法定程序。要细化执法流程，明确执法环节和步骤。做好规范行

政执法裁量权工作，依法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权，对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加强行政执法队伍教育和培训，不

断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 

  （十四）改进行政管理工作。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切实加强和改进行政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

争议。认真做好本部门的政府信息梳理和档案管理，明确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的事项和程序，依法公开政府信息，

加强沟通解释。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前启动的拆迁项目

的遗留问题，要全面深入调查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加强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耐心做好

群众工作，积极化解矛盾。认真落实城乡规划法律法规，完善城乡规划政务公开、公众参与和监督制度，做好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实施管理等工作。 

  五、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水平      

  （十五）加强层级监督。复议机关在案件办理中发现相关行政行为违法或者需要做好善后工作的，应当下达

行政复议意见书。被复议机关应当将纠正相关行政违法行为情况或者相关意见落实情况报告复议机关，对不按照规

定及时报告情况的，要予以通报。 

  （十六）做好交流、统计和分析。要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会、经验交流会、专题研讨会、情况简报等方式，总

结工作经验，提高工作针对性。严格按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和应诉案件统计报表制度》（建法[2010]46 号）的

要求，进一步重视和做好行政复议统计分析工作，保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做好行政复议案件的研究分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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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形成年中和年度分析研究报告并按要求上报，为本部门和上级机关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十七）提高行政复议人员素质。行政复议培训工作要制度化、经常化、多样化，专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每

年参加培训的时间不少于 20 学时。部门领导要关心行政复议工作人员成长，加强法制部门和业务部门的人员交流，

把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有较高法律素养的干部充实到行政复议岗位上来。要对行政复议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给予表彰和奖励。有条件的部门，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可以比照信访工作人员享受相应的岗位津贴。 

  （十八）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要把行政复议工作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运用报刊、网络、

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宣传行政复议的基本知识、特点、成效，在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本意见下发后，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贯彻落实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报我部法规

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 年 7 月 30 日 

 

1.3.16）《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办法》（2015 年 09 月 07 日 建设部令第 25 号）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509/t20150916_224936.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15-00235 主题信息：其他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2015

年 09 月 07 日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办法有 效 期：2015 年 11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5 号主 题 词：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办法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办法》已经第 24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2015 年 9 月 7 日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工作，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申请人）依法向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住房

城乡建设行政复议机关（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机关）开展行政复议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认真履行行政复议职责，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有错

必纠，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正确实施。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依照有关规定配备专职行政复议人员，为行政复议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和经费保障。 

  第四条 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作为行政复议机构，办理行政复议有关事项，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二）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文件和资料，组织行政复议听证； 

  （三）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四）主持行政复议调解，审查行政复议和解协议； 

  （五）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提出处理建议，拟订行政复议决定；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根据行政复议工作的需要，设立行政复议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行政复议工作的规则、程序； 

  （二）对重大、复杂、疑难的行政复议案件提出处理意见； 

  （三）对行政复议涉及的有权处理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四）其他需要决定的重大行政复议事项。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509/t20150916_224936.html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509/t20150916_224936.html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74 / 3277 页 

 

  第六条 专职行政复议人员应当具备与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相适应的品行、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定期参加

业务培训。 

  第七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工作进行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工作进行指导。 

  第八条 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定期总结行政复议工作，对在行政复议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行政复议申请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可以依法向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一）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违法建筑物、

构筑物和其他设施，责令停业整顿，责令停止执业，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吊销执业资格证书和其他许可证、

执照等行政处罚的； 

  （二）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和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

设施以及其他住房城乡建设相关行政强制行为的； 

  （三）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以及行政许可的变更、延续、中

止、撤销、撤回和注销决定的； 

  （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法定职责，但认为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没有依法履行的； 

  （五）认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六）认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 

  （一）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分、人事任免有关决定，或者认为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履行但未依法履行有关行政处分、人事任免职责的； 

  （二）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有权处理的信访事项，根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

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的； 

  （三）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以及作出的行政调解行为、行政和

解行为、行政复议决定的； 

  （四）以行政复议申请名义，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批评、意见、建议、控告、检举、投诉，以及其他信访请

求的； 

  （五）申请人已就同一事项先向其他有权受理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或者人民法院已就该事

项立案登记的； 

  （六）被复议的行政行为已为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所羁束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应纳入行政复议范围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申请人书面申请行政复议的，可以采取当面递交、邮寄等方式，向行政复议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

请书及有关材料；书面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行政复议机关记入笔录，经由申请人核实后签名或者盖章

确认。有条件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提供行政复议网上申请的有关服务。 

  申请人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作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行政行为的，应当分别提出行

政复议申请。 

  第十二条 申请人以书面方式申请行政复议的，应当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正本副本各一份。复议申请书应

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被申请人的名称、地址； 

  （三）行政复议请求； 

  （四）主要事实和理由（包括知道行政行为的时间）； 

  （五）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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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议申请书应当由申请人或者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或者盖章，并附有必要的证据。申请人为自然人的，

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有效营业执照或者其他有效证件的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等。申请人授权委托人代为申请的，应当提交申请人与委托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 

  第十三条 申请人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 60 日内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 60 日的除外。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

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申请人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可以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按照前款规定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履行期限的，可以自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满 60 日后，按照前款规定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 

  对涉及不动产的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 20 年、其他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 5 年申请行政复议的，

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一）认为被申请人行政不作为的，应当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 

  （二）行政复议申请超出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应当提供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

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证明材料； 

  （三）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应当提供受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的证明材料；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需要申请人提供证明材料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经行政复议机关

审查同意，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必要时，也可以通知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第三人

参加行政复议。 

  第三人不参加行政复议的，不影响行政复议审查。 

  第十六条 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一至两人作为复议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复议代理

人： 

  （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二）申请人、第三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 

  （三）申请人、第三人所在社区、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行政复议的，应当向行政复议机关提交由委托人签字或者盖章的

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和具体权限；解除或者变更委托的，应当书面通知行政复议机关。 

第三章 行政复议受理 

  第十七条 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 5 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

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

政复议机关提出。 

  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十八条 行政复议机关对符合下列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予以受理： 

  （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 

  （二）申请人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五）属于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六）属于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职责范围； 

  （七）申请人尚未就同一事项向其他有权受理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尚未就申请人同

一事项立案登记的； 

  （八）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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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行政复议机构可以自收到该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

5 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补正。补正通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行政复议申请书中需要补充、说明、修改的具体内容； 

  （二）需要补正的材料、证据； 

  （三）合理的补正期限； 

  （四）逾期未补正的法律后果。 

  申请人应当按照补正通知书要求提交补正材料。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放弃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超过补正通知书载明的补正期限补正，或者补正材料不符合补正通知书要求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不予受理

其行政复议申请。 

  补正申请材料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 

  第二十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 7 日内，向被申请人发出答复通知书，并将行政

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答复通知书之日起 10 日内，提出

书面答复。 

  第二十一条 被申请人的书面答复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二）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和相关情况； 

  （三）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和有关证据材料； 

  （四）对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进行答辩； 

  （五）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六）作出答复的时间。 

第四章 行政复议审查 

  第二十二条 行政复议案件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必要，或者申请人提出听证要

求经行政复议机关同意的，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查。听证所需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 

  行政复议机关决定举行听证的，应当于举行听证 5 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具体要求等事项，通知申

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申请人超过 5 人的，应当推选 1 至 5 名代表参加听证。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听证或

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出听证的，视为自动放弃听证权利，听证程序终止；第三人不参加听证的，不影响听证的举行；被

申请人必须参加听证。 

  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必要的，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被调查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第二十三条 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复议申请人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作出的一个行政

行为或者基本相同的多个行政行为，向行政复议机关分别提起多件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合并审理。 

  第二十四条 在行政复议中，被申请人应当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

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 

  第二十五条 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行政复议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定案证据应当具有合

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 

  第二十六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下列事项进行审查： 

  （一）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 

  （二）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 

  （三）适用依据是否正确； 

  （四）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五）是否超越或者滥用职权； 

  （六）是否存在明显不当。 

  第二十七条 行政复议机关对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案件，应当审查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是否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二）被申请人是否具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明确规定的具体法定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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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被申请人是否明确表示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 

  （四）是否超过法定履行期限； 

  （五）被申请人提出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或者不能及时履行的理由是否正当。 

  第二十八条 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申请人可以撤回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申请人能够证明撤回行政

复议申请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 

  第二十九条 行政复议机关中止、恢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或者终止行政复议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被申请人和第三人。 

第五章 行政复议决定 

  第三十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

决定维持。 

  第三十一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撤销： 

  （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依据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 

  （五）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第三十二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决定变更该行政行为： 

  （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但是明显不当或者适用依据错误的； 

  （二）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行政复议程序审理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 

  （一）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后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

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属于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或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三）被复议的行政行为，已为人民法院或者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所羁束的；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 

  （一）属于被申请人的法定职责，被申请人明确表示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二）属于被申请人的法定职责，并有法定履行期限，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履行或者未予答复的； 

  （三）属于被申请人的法定职责，没有履行期限规定，被申请人自收到申请满 60 日起无正当理由未履行或

者未予答复的。 

  前款规定的法定职责，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明确规定，

在接到申请人的履责申请后应当履行的职责。 

  第三十五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确认违法，但不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或者变更，但撤销或者变更该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

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申请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三）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令履行没有意义的； 

  （四）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变更内容的；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六条 被申请人在复议期间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应当书面告知行政复议机关。 

  被申请人改变原行政行为，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准予撤回的，行政复议终止；申请人

不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经审查认为原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行政复议决定；认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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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行为合法的，应当驳回行政复议申请。 

  第三十七条 行政复议机关决定撤销行政行为，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重新

作出行政行为的期限自《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之日起最长不超过 60 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行政复议机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申请人对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八条 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

但利害关系人同为申请人，且行政复议请求相反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依法自愿达成和解的，由申请人按照本办法规定

向行政复议机关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和解内容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一）申请人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 

  （二）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制作行政复议调解书。行政复议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即具有法

律效力。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四十一条 行政复议文书有笔误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对笔误进行更正。 

  第四十二条 申请人、第三人在行政复议期间以及行政复议决定作出之日起 90 日内，可以向行政复议机关

申请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

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查阅应当依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第三人应当至少提前 5 日向行政复议机关预约时间； 

  （二）查阅时，申请人、第三人应当出示身份证件，行政复议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在场； 

  （三）申请人、第三人不得涂改、毁损、拆换、取走、增添查阅材料；未经复议机关同意，不得进行复印、

翻拍、翻录。 

  申请人、第三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申请公开被申请人提出的

书面答复、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可以告知申请人、第

三人按照前款规定申请查阅。 

  申请人、第三人以外的其他人，或者申请人、第三人超过规定期限申请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

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不予提供查阅。 

  第四十三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推进信息化建设，研究开发行政复议信息系统，逐步实现行政复议办公自

动化和行政复议档案电子化。 

  第四十四条 行政复议案件审查结束后，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及时将案卷进行整理归档。 

第六章 行政复议监督 

  第四十五条 被申请人应当履行行政复议决定。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

作出复议决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责令其在规定期限内履行。 

  第四十六条 被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

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但因违反法定程序被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除外。 

  第四十七条 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关发现被申请人或者其他下级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制

作行政复议意见书；有关机关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意见书之日起 60 日内将纠正相关行政违法行为或者做好善后工作

的情况报告行政复议机关： 

  （一）具体行政行为有违法或者不当情形，导致被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的； 

  （二）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存在不作为的； 

  （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瑕疵或者其他问题的； 

  （四）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存在问题的； 

  （五）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存在问题和制度漏洞的； 

  （六）行政机关需要做好相关善后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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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需要制作行政复议意见书的。 

  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构发现法律、法规、规章实施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可以制作行政复议建议书，

向有关机关提出完善制度和改进行政执法的建议。 

  第四十八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行政复

议工作和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定期检查、抽查等方式，对本行政区域内行政

复议工作和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或者在收到行政复议意见书之日起 60 日内未将纠正相关行政违法行为的情况报告行

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通报批评。 

  第四十九条 行政复议工作、行政复议决定的执行情况纳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依法行政的考核范围。 

  第五十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建立行政复议案件统计制度，并按规定向上级行政复议主管部门报送本行政

区的行政复议情况。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涉及不动产的行政行为”，是指直接发生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效

力的行政行为。 

  第五十二条 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使用行政复议专用章。行政复议专用章用于办理行政复议事项，与行政复

议机关印章具有同等效力。 

  第五十三条 行政复议文书直接送达的，复议申请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行政复议文书

邮寄送达的，邮寄地址为复议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写明的地址，送达日期为复议申请人收到邮件的日期。因复

议申请人自己提供的地址不准确、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行政复议机关、复议申请人本人或者其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

收以及逾期签收，导致行政复议文书被国家邮政机构退回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行政复议文书送达第三人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五十四条 期间开始之日不计算在期间内。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

间届满的日期。 

  本办法关于行政复议期间有关“5 日”、“7 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节假日和当日。 

  第五十五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参照适用

本办法。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未规定事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

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 

 

  第二部分 标准定额(标准规范、工程造价、强制性条例) 

2.1 强制条例 

 (以下都是此工程违反的强制性条文,可见<建设部关于发布 2002 年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

分）的通知)建标[2002]219 号及《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实施导则》（2003）) 

2.1.1 排水管、给水管未进场检测,未验收,存在漏水渗水.有造成渗水至房内无法入住。

整改过中加的一点给水管也未检测.质监站包庇其”合法化” 

一楼排水,原有永建信字[2009]33 号文件要解决排水到市政管道及安装增设增压泵.现场还有动工的迹象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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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没有处理(本是和路面一起维修的,好安装装下水管和把车棚加固的). 而县质监站还在包庇其行为”合法化”.

对于加装的给水管也是材质都未检测,都有几户业主的水管漏水! 

排水管和给水管：材质也存在质量问题，原建设就没有现场进场检测,说现场取样检测，也一直没有检测！如

果检测不合格，应全部换成经现场取样检测合格管材。现已经造成从七楼至三楼的住户渗水至房内，造成无法入

住，及造成可能性漏电安全隐患 。排水管至楼底路面的排水没有引入市政排水系统。造成路面积水严重,造成夏季

生虫易于传染疾病。进行整改也没有整改.留下了动工的痕迹.. 

2.1.1.1《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37-87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37-87    

 3.3.2 地面排水  

      一、基地内应有排除地面及路面雨水至城市排水系统的设施. 

2.1.2 楼道宽度、高度和楼道护扶栏生锈、三楼平台防护栏安全问题,楼道墙体还在裂

开,以裂开的进度证实墙体结构安全性担忧.及楼道台阶没有防滑贴砖!楼道入口没有安

全保护设施! 

楼道宽度、高度和楼道护扶栏生锈等问题,楼道墙体还在裂开,以裂开的进度证实墙体结构安全性担忧.及楼道台

阶没有防滑贴砖!楼道入口没有安全保护设施!三楼平台周围防护栏已经摇摇晃晃松动,造成小孩攀爬安全隐患. 

2.1.2.1《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37-87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37-87    

4.2.1 楼梯 

五、楼梯平台上部及下部过道处的净高不应小于 2m。梯段净高不应小于 2.20m 

     【技术要点说明】 

      三、楼梯休息平台宽度是影响搬运家具和病人担驾通行的主要因素，平台扶手处最小宽度不应小于楼梯

净宽 1.1M,再增加 0.1M 的空隙,平台净宽不应小于 1.2M. 

      五、楼梯平台上部、下部净高由于楼梯做法设计各层高不一定与各层楼净高一致,因此平台板底或平台梁

底的最低处不应小于 2m 净高，使人行进时不会碰撞、不感到压抑的最小尺寸。楼梯段净高一般应满足人在楼梯上伸

直手臂向上旋升时手指刚触及上方梯段板底突出物下缘为限， 

2.1.2.2《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37-87 

2.1.2.3《住宅性评定标技术标准》GB/T 50362-2005 

 

2.1.3 窗台的防护栏杆至今还没有安装,阳台的防护栏,说加高,一直没有纠正.牢固性

很差.都生锈烂了.已经倒蹋了。向西晒阳台、窗台强制性要求防水防雨罩设施,及围护

栏结构的节能未施工等 

阳台的防护栏,说加高,一直没有纠正.牢固性很差.都生锈烂了.向西晒阳台、窗台强制性要求防水防雨罩设施,

及围护栏结构的节能未施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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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台的防护栏：所有窗台均没有安装，发现原设计图纸有铝合金设计要求(注:当时要想看图纸,被郭庆峰站长不

让看而制止,才拍到一点图纸,业主强烈要求公开所有原设计图纸和整改过程的所有工程文件、图纸等!)，但为什么

不安装？空调放置台栅栏也是铝合金为什么不装?现有 B 座 3 单元 7 楼、A 座 3 单元 6 楼的一家空调栅栏将要掉下来

了，2013 年 5 月 7 日吉安市规划建设局的工作人员也看到了.许多栅栏都不同程度掉落了。面朝广场的三楼阳台虽然

有安全防护栏，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楼道扶梯不适用于老年人和小孩子的搀扶使用.强制性规范也有硬性要求的无

障碍设施，为什么不遵守！ 

阳台及上人屋面露台的防护栅栏不坚固不安全，防锈漆也是假的全部已生锈腐烂，高度也不符合强制性规范（楼

层高度不同要求不同），说整改也一直没有整改。七层、八层阳台的防阳防雨罩设施也没有. 强制性规范也有硬性要

求，为什么不遵守！各级建设行政主部门应依法行政执法落实! 

2.1.3.1《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37-87 

    4.2.4 栏杆 

     凡阳台、外廊、室内回廊、内天井、上人屋面及室外楼梯等临空处应设置防护栏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栏杆应以坚固、耐久的材料制作,并能承受荷载规范规定的水平荷载; 

二、 栏杆高度不应小于 1.05M,高层建筑的栏杆高度应再适当提高,但不宜超过 1.20M; 

三、 栏杆离楼面或屋面 0.10M 高度内不应留空; 

四、 有儿童活动的场所,栏杆应采用不易攀登的构造. 

     【技术要点说明】 

     阳台、外廊、女儿墙等高空处栏杆高度应超过人体重心高度,才能避免人体靠近栏杆时因重心外移而坠落

的危险. 

4.5.2 窗 

     四、窗台低于 0.80M 时,应采取防护措施. 

4.7.1 建筑物内的公用厕所、盥洗室、浴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上述用房不应布置在餐厅、食品加工、食品贮存、配电及变电等有严格卫生要求或防潮要求用房的直接上

层； 

四、楼地面、楼地面沟槽，管道穿楼板及楼板接墙面处应严密防水、防渗漏。 

【技术要点说明】 

建筑物内的公用厕所、盥洗室、浴室等卫生用房及住宅卫生间用水多,管道多易发生漏水现象.本条规定对于保

证其相邻用房的使用功能和卫生条件,必须严格执行.跃层住宅中充许自家卫生间可布置在本套内的卧室、起居室(厅)

或厨房的上层,这类用房要求楼地面严密防水、防渗,卫生间的楼面地面沟槽、管道穿楼板接墙处均应严密防水、防

渗漏、卫生设备的配置因各类建筑使用性质不同,应按单项建筑设计规范的规定执行. 

  

2.1.3.2《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2003） 

   3.7.2 阳台栏杆设计应防止儿童攀登,栏杆的垂直杆件间净距不应大于 0.11M;放置花盆外必须采取防坠落措

施. 

3.7.3 低层、多层住宅的阳台栏杆净高不低于 1.05M,中高层、高层住宅的阳台栏杆净高不低于 1.10M. 

3.9.1 外窗窗台距楼面、地面净高低于 0.90M 时,应有防护设施. 

4.2.1 外廊、内天井及上人屋面等临空处栏杆净高，低层、多层住宅不应低于 1.05M,中高层、高层住宅不应低

于 1.10M,栏杆设计应防止儿童攀登,垂直杆件间净空不大于 0.11M. 

4.2.3 住宅的公共出入口位于阳台,外廊及开敞楼梯平台的下部时,应采取设置雨罩等防止物体坠落伤人的安全措

施. 

4.5.4 住宅与附建公共用房的出入口应分开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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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与检查的控制】 

对住宅设计的强制性执行原则是维护公众利益,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居住条件.具体体现以下方面: 

第 3.1.1 条、第 3.6.2 条、第 3.6.3 条、第 4.1.6 条等规定,主要强调保证基本居住水平.以上 4 条在实施过程中的

争议在于,是否要对市场化的商品住宅保证最低标准,列为强制性条文后,对保证国家基本居住质量的底线,起重要作用. 

第 3.7.2 条、第 3.7.3 条、第 3.9.1 条、第 4.1.2 条、第 4.1.3 条、第 4.1.5 条、第 4.2.1 条、第 4.2.3 条等条文主要

强调保证居住者安全.以上 9 条防止住宅意外事故及事故处理方面起重要作用,特别是对窗台和栏杆的防护高度要求,

住宅设计规范比一般建筑基本规定更加严格,执行中因重视程度不够被处理的实例较多. 

第 3.3.2 条、第 3.3.3 条、第 3.4.3 条、第 4.4.1 条、第 4.5.1 条、第 4.5.4 条等条文,主要从提高室内环境质量和保

护居住环境的目的出发,对隔声、防潮、防爆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是保证安全卫生的重要措施.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2001 

1.0.8 建筑结构设计时,应根据结构破坏可能产生的后查(危及人的生命、造成经济损失、产生社会影响)的严重

性,采用不同的安全等级.建筑结构安全等级的划分应符合表 1.0.8 的要求. 

2.1.4  外墙墙体、阳台柱、上人屋面、不上人屋面都已裂开,也一直没有安规范要求

进行纠正（因为没有按施工图施工）,并要考虑节能保温,特别是东西向的墙体,不上人

屋面的防水及裂缝等 

从未见过砌体、水泥板、钢筋等检测报告,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包庇违法违纪,在整改过程中也包庇违法的维

修方案”合法化”! 也一直没有按强制性规范要求进行纠正(因为设计有节能隔热保温,而没有按施工图施工),特别

是东西向的墙体,不上人屋面的防水及裂缝、许多业住室内房间、厅等墙体都有不同程度的裂缝等, 2013 年 10 月

23 日公示出来的方案说明中屋面有隔热保温，外墙有保温系统!根据国家颁发的强制性条文必须有保温节能措施!各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包庇违法行为!而不执法法律赋予的责任! 

上人屋面和不上人屋面工程质量问题：裂缝、渗漏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的住户渗漏更为严重

的，都不能入住了,有的不能装修。因为屋面工程偷工减料没有做隔热保温层，造成安装空调无用,夏天如烤炉.这工

程节能为什么不监督?防水层也没保证，雨天如淋雨等，许多业主家的房内的内墙也都裂迹迹斑斑,阳台柱断裂状态,

有现场见证,不一一举例.请遵守国家强制性规范和标准规范要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法纠正！可以现场取样进行

混凝土强度等级检测,砌体检测为证。2013 年 3 月份贴出的屋面解决方案、公司公章、资质、施工图、外地建筑企

业需备案等问题向吉安市规划建设局反映纠正,一直都不纠正!市规划建设局的工作人员说永丰县规划建设局行政不

作为！省质监局的钱勇局长也这样说，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市规划建设局的工作人员叫我们不要纠结这些细节问

题?工程规范和建筑法律条文是这样规定的吗?在文件中,吉安规划建设局说的是深圳公司,县城乡规划建设局说的是

北京公司.2013 年 11 月 25 日拿到的 2013 年 10 月 22 日永丰县人民政府给市长直通办的回复是南昌公司，可是我们

没有见到任何相应于深圳或北京公司的合法印章在上面，也没有任何书面证明其有资质的合法性。2013 年 07 月 27

日吉安市规划建设局吉市建纪字[2013]6 号文件回复上说了.屋面工程没有按施工图纸上施工.李厚生纪委副书记在电

话中也说设计图纸上人屋面有贴砖.三楼储物间李厚生也说应拆除.(有录音记录),2010 年 05 月 02 日我们在永丰县城

建档案室拍的没有三楼储物间，2013 年 04 月 03 日公示在市政花园保安室旁的墙上图纸，没有任何单位的印章,没

有设计时间，只有永丰县规划建设局规划股的章，并且总平面图与现实存在不相符。2013 年 10 月 23 日公示出来的

方案说明中屋面有隔热保温，外墙有保温系统，工程图纸不清晰，并且都是没有印章的工程图纸,没有设计时间,处

罚的楼层数图纸上也有(根据停工通知书不符合逻辑,有停工通知收,为什么不执法阻止?)。方案说明有屋面工程有隔

热保温系统，外墙有保温系统。相关建筑法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明确

要求有一套图审程序和相关执业资格的个人执业印章、单位印章、审核人、相关时间等。而他们公示图纸上什么都

没有!2013 年 4 月维修的两户业主现裂开并漏水渗水。这是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执法犯法、违法违规审批”合法化”.纪

检工作人中包庇违法违纪行为!为什么各级部门一直隐瞒违法行为“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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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1《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93 

3.0.3 居住建筑通过采用增强建筑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和提高采暖、空调设备能效比的节能措施,在保证相同

的室内热环境指标的前提下,与未采取节能措施前相比,采暖、空调能耗应节约 50%. 

3.2.5 外墙、屋顶、直接接触外空气的楼板和不采暖楼梯间的隔墙等围护结构,应进行保温验算,其传热阻应大于

或等于建筑物所在地区要求的最小传热阻. 

 

2.1.4.2《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2004 

3.0.3 屋面工程施工前应通过图纸会审,掌握施工图中的细部构造及有关技术要求;施工单位应编制屋面工程的施

工方案或技术措施. 

3.0.4 在屋面工程施工中,应进行过程控制和质量检查,并有完整的检查记录. 

3.0.5 屋面防水工程应由相应资质的专业队伍进行施工,作业人员应持有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上岗证. 

3.0.6 屋面工程所采用的防水,保温隔热材料应有产品合格证书和性能检测报告,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

现行国家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技术要点说明】 

为确保屋面工程质量,工程上使用防水、保温隔热材料应有质量证明文件,并经具体相应资质的试验检测单位进

行检测.材料进场后,施工单位应抽样复验;抽样数量、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附录 B 的规定. 

      材料进场后,应按规定抽样复验,提出试验报告,严禁在工程中使用不合格的材料. 

【实施与检查的控制】 

1 检查进场防水,保温隔热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和试验检测单位认证证书. 

  质量证明文件通常指材料的质量合格证和性能检测报告.由于屋面工程质量的重要性,施工单位除了认真检查

所用材料的产品合格和性能检测报告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外,该材料还必须经具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管理部门和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审查认可的试验检测单位检验认证. 

 2 针对目前建筑材料市场尚不规范的情况,对进场防水,保温隔热材料应进行抽样复验,防止质量证明文件造假,

严格控制材料质量.进场防水,保温隔热材料经抽样复验不合,应责令其清退出场,绝不能使用到工程上. 

 3 对进场防水材料抽样复验,本规范附录 A 和附录 B 是依据有关防水材料的产品标准,并结合了屋面工程要求作

出具体规定.施工现场取样的方法和数量,应按照上述规定随机抽取.为了使取得试样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真实性,应当

按建设部”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规定”对防水材料实行监理工程师见证取

样. 

检查: 

1. 质量检验报告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有材料试验检测单位的计量合格标志; 

2 有检验(试验) 、审核、(技术)负责人三级人员签字 

3 产品出厂检验项目齐全,结论明确,并注明产品执行技术标准号、产品注删号、生产许可证号; 

4 其他内容: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制造厂、生产日期、产品有效期、出厂编号、代表数量、检验（测）值、

标准值、质量等级等。 

2. 现场抽样复验告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有材料试验检测单位的计量合格标志 

2 有检验（试验）、审核、（技术）负责人三级人员签字。 

3 填写现行的材料检验（测）标准和产品标准；检验项目齐全，结论明确； 

4 材料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质量等级与现场材料相符。 

3. 对建筑防水工程材料的质量检测,应执行见证取样送样的规定.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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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水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需对设计文件作变更的材料,应及时会同设计

单位办理变更手续. 

2 进场料材的见证取样复验应提前进行,试验检测合格后方可施工. 

3 建设(监理)单位见证人员和施工单位现场取样人,应对试样的代表性和真实性负有法定责任.未注明见证单位和

见证人的材料性能检测报告,不得作为质量控制资料和竣工验收材料,应由质量监督部门指定法定试验检测单位对该

材料重新检测. 

 4 屋面工程中不合格的材料不得在屋面工程中使用,对使用不合格材料造成屋面工程施工质量问题的,应按情节

轻重责成有关单位进行返工,返修处理. 

4.1.4 屋面防水设计采用多种材料复合时,耐老化,耐穿刺的防水层应放在最上面,相邻材料之间应具相容性. 

4.1.8 屋面(含天沟、檐沟)找平层的排水坡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4.2.9 保温层的含水率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4.3.16 卷材防水层不得有渗漏或积水现象. 

6.1.8 细石混凝土防水不得有渗漏或积水现象. 

 

2.1.5  窗户、门还在漏水,隔声性差,隔热问题,材质曝裂之状.密封性都没有施工.窗

台周围墙体裂开等,门、窗和空调栅栏的材料材质厚度应是不一样的.请纠正过来!根据

强制性条文需要隔声、隔热、保温措施。 

纠正过程中未对材质检测,质监站未尽责施行监督的责任,明显是对其放纵,并对上级部门造假答复业主满意,明

显是执法犯法,不承担依法赋予的监督责任.还是贪污受贿? 

门窗：换的是劣质铝合金材料，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曝裂现象,密封性、隔声性、坚固性极差，造成使用功能缺陷

并下雨时还是有漏水、渗水，密封性不好(窗外缘根本没有做施工,应按规范密封性施工)，门窗的厚度不足请换取合格

厚度、质量合格的材质的。也提供不了设计图纸、计算书、材质的现场检测报告、建筑许可、资质审查、验收报告、

质量监督报告等证明。现场可以看到没有做密封性的施工.可以现场检测材质不合格,全部重新换装现场检测合格的材

质,2013 年 05 月 07 日在永丰县规划建设局会议室县市两级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场,郭庆峰站长也承认门窗的材质没有

检测,整改也没有验收.从 2013-04-02《关于永丰县市政花园业主涂聚文来信来访投诉工程质量问题的公示》中得知永

丰县建筑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站是在袒护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才造成相关责任单位拖延、不依法依规

或不处理问题。2013 年 6 月 B 座 3 单元郑老师家的门玻璃要脱落了。2014 年 5 月 18 日发现 B 座 4 单元 702 两层的

门窗早就因刮风倒并烂了.有现场照片.每户的门窗都曝裂,早在 2012 年 5 月 2 日在永丰县规划建设局投诉，并在永丰

县建筑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站会议室，郭成峰站长接待了我们十几位业主，并各自写了自家的问题包括门窗暴裂

问题，而没有进行受理处理。各家门窗都不有同程度曝开。2013 年 10 月 23 日公示出来的设计说明，玻璃是用中空

玻璃，外墙有保温系统，屋面有隔热保温。依《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

建设部令第 80 号第八条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房屋建筑工程保修期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

算.我们的验收是违法的，将不合格工程验收为”合格”,没有事实求是的验收结论,应按法律法规重新组织综合验收备

案!《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143 号(2005)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建筑节能强

制性标准行为的，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2.1.5.1《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01 

4.4.4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窗户的气密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冬季室外平均风速大于或等于 3.0m/s 的地区,对于 1-6 层建筑,不应低于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的Ⅲ级

水平;对于 7-30 层建筑,不应低于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的Ⅱ级水平. 

    二,在冬季室外平均风速小于 3.0m/s 的地区,对于 1-6 层建筑,不应低于建筑外窗空气渗性能的Ⅳ级水平;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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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 层建筑,不应低于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的Ⅲ级水平. 

5.1.1 在房间自然通风情况下,建筑物的屋顶和东、西外墙的内表面最高温度,应满足下式要求:                      

【技术要点说明】 

夏季,建筑物的屋顶和东西外墙受到强烈的太阳辐射,如果屋顶和外墙结构比较轻薄,就容易出现内表面温度过高

的现象.屋顶或外墙内表面温度过高,室内的人会有受到”烘烤”的感觉,会感到不舒服,情况严重的甚至会影响人的正

常工作和生活. 

从保护居住者的身体健康和保持室内起码的舒适性出发,本条文规定屋顶和东西外墙内表面最高温度不得大于室

外空气的最高温度.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01 

4.0.7 建筑物 1～6 屋的外窗及阳台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分级及其检测

方法》GB 7107 规定的Ⅲ级;7 层及 7 层以上的外窗及阳台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标准规定的Ⅱ级. 

【技术要点说明】 

冬季室外的冷风过多地渗入室内,夏季室外的热风过多地渗入室内,一方面会造成室内不舒适,另一方面也会加大

采暖或空调系统的负荷,增加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因此要求外窗及阳台门必须具有良好的气密性,能够在采暖或空调季

节,将通过关闭的窗户渗入室内的室外空气质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实施与检查的控制】 

    窗户的气密性是窗户的一项重要性能指标，应有窗户的生产厂商提供。如果窗户的产品说明书中不包括空

气渗透性能分级，应要求生产厂商提供具有资质的实验室提供的空气渗透性能分级检测报告。 

《民用建筑隔气设计规范》GBJ 118-88 

3.1.1 住宅内卧室、书房与起居室的充许噪声级，应符合表 3.1.1 的规定. 

4.2.1 不同房间围护结构的空气隔声标准,应符合表 4.2.1 的规定. 

6.2.1 客房围护结构空气隔声标准,应符合表 6.2.1 的规定. 

【实施与检查的控制】 

     设计人员应根据各房间的室内充许噪声级、对房间有影响的外界噪声源的情况,选择房间围护结构的空气

声隔声标准,确保房间晚上的噪声传至室内后低于室内允许的噪声级. 

      主管部门应审查设计中是否包含声学设计,设计中所采用的声学材料、构件、部件、构造等是否有国家授

权检测机构的声学性能检验报告,声学设计是否合理、能否满足使用要求. 

     工程建成后,应由国家授权的检测机构对其进行现场声学检测,了解工程是否达到声学设计指标、工程声学

质量如何.应将建筑的声学质量作为工程竣工验收的内容之一. 

 

2.1.5.2《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7106～7108 –2002 

 

2.1.5.3《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8484—2002，BG/T 16729—1997 

 

2.1.5.4《建筑门窗空声隔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16730—1997，GB/T 8485—2002 

 

2.1.5.5《建筑用窗承受机械力的检测方法》BG 91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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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空调栅栏,早已经坏了.并有一个快要掉下来了,本身他们就没有按工程图纸上

采用铝合金的材质 

 2013 年 05 月 07 日吉安规划建设局的工作人员现场也看到了,到时造成人员伤害谁承担? 

2.1.6.1《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93 

4.0.8 围护结构各部分的传热系数和热惰性指标应符合表 4.0.8 的规定.其中外墙的传热系数应考虑结构性冷桥的

影响,取平均传热系数,其计算方法应符合本标准规定附录 A 规定. 

 

2.1.7 卫生间等的防水问题: 因为防水层没有做好，许多业主家的卫生间的墙渗水，造

成卧室的墙渗水，造成家具腐蚀或墙壁脱落。 

因为防水没有做好,许多业主家的卫生间的墙渗水,造成卧室的墙渗透水,造成家具或墙壁脱落.(原来的论证专家说

是受潮.为何他们不在下雨天来现场见证?或现现场取样砌体检测?) 

2.1.7.1《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2003） 

3.4.3 卫生间不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厅)和厨房的上层.并均应有防水、隔声、和便于检修的措

施. 

 

2.1.8 在综合验收备案报告就提到没有配置电梯、院内存在违建及相关问题,从我们投诉问题以来,依法原综合验

收备案无法律效力!请纠正相关问题之后依法重新综合验收备案。 

2.1.8.1《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2003） 

4.1.6 七层及以上住宅或住户入口层楼面距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超过 16 米以上的住宅必须设电梯. 

【技术要点说明】 

     本条特别针对当前房地产开发商中追求短期利益，牺牲居住者利益的常用处理手法，严格规定了住宅电梯

的层数要求。本条中 4 款注释进一步说明确实施时应注意的情况。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2001 

7.7.1 在公共建筑中配备电梯时,必须设无障碍电梯. 

 

2.1.9  二层楼楼顶或是说三层楼平台裂迹累累、八层楼上人屋面和不上人屋面、九层

角楼等都开裂,又渗漏水.外墙也龟裂脱落,特别是西晒墙体.没有按图纸施工,墙体和屋

面工程没有隔热保温节能施工。 

外墙龟裂严重，也渗水，特别是西晒墙体，没有按图纸施工。没有隔热保温节能施工。二楼楼顶也是三楼平台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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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累累.八楼上人屋面等都裂,又漏水.外墙也裂,又漏水.特别是西晒墙体. 

外墙龟裂严重：2010 年 4 月 6 日专家论证上(此论证没有合法的单位印章、个人执业资格印章)也提到过(而永建

字[2010]40 号文件的专家论证没有做,其方案也没有执行)，但一直没有维修过（尤其是突出的凸窗窗台更严重）。也

造成下雨天雨水渗入房内，造成许多室内装修损坏。按国家强性规范和标准规范对向西晒墙体也有硬性要求隔热保

温等.给业主造成的装修损坏应赔偿!各专家、执法者难道不知道吗?2013 年 10 月 23 日公示的图纸方案说明证实隐

瞒. 

2.1.9.1《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01 

3.1.2 建筑结构设计时,对不同荷载应采用不同的代表值. 

4.1.1 民用建筑楼面均布活荷载的标准值及其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值系数,应按表 4.1.1 的规定采用. 

4.3.1 房屋建筑的屋面,其水平投影上的屋面均布活荷载,应按表 4.3.1 采用. 

4.5.2 楼梯、看台、阳台和上人屋面等的栏杆顶部水平荷载,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住宅、宿舍、办公楼、旅馆、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应采取 0.5KN/M; 

2.1.9.2《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 

3.1.8 未经技术鉴定或设计许可,不得改变结构的用途和使用环境. 

【实施与检查的控制】 

 当建筑物改变结构的用途以及使用环境时,有可能引起结构上荷载和作用效应的增加(结构内力增加和变形的增

加),或使用环境变化有可能引起结构的耐久性降低,应防止因此而产生的安全度问题.建筑物产权单位应请有资质的单

位签定,或请设计单位进行设计核算,采取必要的措施. 

    检查有关的技术签定文件或设计文件,如无这些必要的文件而擅自改变结构用途和使用环境,则为违反强制

性条文. 

4.1.3 混凝土轴心抗压、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fck、ftk 應按表 4.1.3 采用. 

4.2.2 钢筋的强度标准值应具有不小于 95%的保证率. 

2.1.9.3《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03-2001 

3.1.1 块体和砂浆的强度等级,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烧结普通砖、烧结多孔砖等的强度等级:MU30、MU25、MU20、MU15 和 MU10; 

     2 蒸压灰砂砖、蒸压粉煤灰砖的强度等级:MU25、MU20、MU15 和 MU10; 

     3 砌块的强度等级:MU20、MU15、MU7.5、M5 和 M2.5; 

     4 石材的强度等级:MU100、MU80、MU60、MU50、MU40、MU30 和 MU20; 

     5 砂浆的强度等级:MU15、MU10、MU7.5、M5 和 M2.5. 

6.2.1 五层及五层以上的房屋的墙,以及受振或层高大于 6M 的墙、柱所用材料的最低强度等级,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砖采用 MU10; 

     2 砌块采用 MU7.5; 

     3 石材采用 MU30; 

     4 砂浆采用 M5. 

6.2.2 地面以下或防潮层以下的砌体,潮湿房间的墙,所用材料的最底强度等级应符合表 6.2.2 的要求. 

6.1.1 墙柱的高厚比应按下式验算: 

    

式中   H0—墙、柱的计算高度 

       h—墙厚或矩形柱与 H0 相对应的边长 

       μ1—自承重墙允许高厚比的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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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2—有门窗洞口允许高厚比的修正系数 

[β]—墙、柱允许高厚比. 

6.2.1 五层及五层以上房屋的墙,以及受振动或层高于 6m 的墙,柱所用材料的最低强度等级,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砖采用 MU10; 

    2 砌块采用 MU7.5 

    3 石材采用 MU30; 

    4 砂浆采用 MU5. 

7.3.12 墙梁应符合下列构造要求: 

    1 材料    

1) 托梁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于 C30 

2) 纵向钢筋应采用 HRB335,HRB400 或 RRB400 级钢筋 

3) 承重墙梁的块体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10,计算高度范围内墙体的砂浆强度的等级不应低于 M10 

    2 墙体 

1) 框支墙梁的上部砌体房屋,以及设有承重的筒支墙梁或连续墙梁的房屋,应满足刚性方案房屋的要求. 

2) 承重墙梁洞口上方应设置混凝土过梁,其支承长度不应小于 240mm;洞口范围内不应施加集中荷载;. 

3) 承重墙梁的支座处应设置落地翼墙,翼墙宽度不应小于墙体厚度的 3 倍,并应与墙梁体同时砌筑.当不能设置

翼墙时,应设置落地且上,下贯通的构造柱; 

4) 当墙梁墙体在靠近支座 1/3 跨度范围内开洞时,支座处应设置落地且上,下贯通的构造柱,并应与每层圈梁连

接. 

    3 托梁 

1) 有墙梁的房屋的托梁两边各一个开间及相邻开间处应采用现浇混凝土楼盖,楼板厚度不应小于 120mm,当楼

板厚度大于 150mm,应采用双层双向钢筋网,楼板上应少开洞,洞口尺寸大于 800mm 时应设洞口边梁. 

2) 托梁每跨底部的纵向受力钢筋应通长设置,不得在跨中段变起或截断.钢筋接长应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 

3) 墙梁的托梁跨中截面纵向受力钢筋总配筋率不应小于 0.6%; 

4) 托梁距边支座边 L0/4 范围内,上部纵向钢筋总配筋面积不应小于跨中下部纵向钢筋面积的 1/3,连续墙梁或多

跨框支墙梁的托梁梁中支座上部附加纵向钢筋从支座边算起每边延伸不应小于 L0/4; 

 

 

2.1.10  我们的工程从裂迹的墙体、阳台柱,漏水的墙体，如何有抗震设计？ 

检测报告呢?我们检测的是抗震几级?安全性几级?节能几级？根据<我国主要城镇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

加速度和设计地震分组>我们需要设计. 

墙体及阳台梁柱裂缝：公共楼道及许多业主的卧室内的墙体都出现长长的、深深的裂缝，还有最顶的角楼的墙体

整面墙体出现裂缝，各家支撑阳台的主梁柱裂缝等。可以现场取样，做砌体检测为安全几级为证！外墙的粉刷用的水

泥沙浆也是很假,易于脱落.在 2010 年 4 月的专家论证上也有要整改,可未见有任何整改迹象. 2013 年 3 月份只做了公

共楼道的裂缝施工,没有过多少天裂缝又出来了.投诉了都只做一点点的重复无效的工作！好答复上级部门，说做过了?

并说其他的是业主不接受处理？不依法依规处理?要我们接受违法行为?2013 年 05 月 07 日吉安市规划建设局工作人

员也看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裂缝裂的进度变大，何以证实工程能安全？后果谁来承担？而 2013 年 10 月 23 日公

示的设计方案抗震无需设计？这种违法违规行为行政把它”合法化”就”合法”了?法律尊严严肃性在哪里? 

2.1.10.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1 

3.1.1 建筑应根据其使用功能的重要性分为甲类、乙类、丙类、丁类四个抗震设防类别.甲类建筑应属于重大建

筑工程和地震时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筑,乙类建筑应属于地震时使用功能不能中断或需尽快恢复的建筑,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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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属于除甲、乙、丁类以外的一般建筑,丁类建筑应属于抗震次要建筑. 

3.1.3 各抗震设防类别的建筑的抗震设防标准,应符合下列要求: 

3.4.1 建筑设计应符合抗震概念设计要求,不应采用严重不规则的设计方案.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1999 

4.2.1 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安全鉴定,应按承载能力、构造以及不适于继续承载的位移(或变形)和裂缝等四个检查项

目,分别评定每一受检构件的等级,并取其中最较低一级作为该构件的安全性等级. 

4.2.2.当砌体结构的安全性按承载能力评定时,应分别评定每一验算项目的等级,然后取其中最低一级作为该构件

承载能力的安全性等级. 

4.2.5 当混凝土结构构件出现表 4.2.5 所列的受力裂缝时,应视为不适于继续承载的裂缝,并应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定为

cu 级或 du 级. 

混凝土构件不适于继续承载的裂缝宽度的评定 

检查项目 环境 构件类型  cu 级或 du 级 

受力主筋处的

弯曲 (含一般弯剪 )

裂缝和轴拉裂缝宽

度(mm) 

正常湿度环境 钢筋混凝土 主要构件 >0.50 

一般构件 >0.70 

预应力混凝土 主要构件 >0.20(0.30) 

一般构件 >0.30(0.50) 

高湿度环境 钢筋混凝土 任何构件 >0.40 

预应力混凝土 >0.10(0.20) 

剪切裂缝(mm) 任何湿度环境 钢筋混凝土或预应力混凝土 出现裂缝 

 

4.4.5 当砌体结构的承重构件出现以下列受力裂缝时,应视为不适于继续承载的裂缝,并应根据其严重程度评为 Cu 级

Du 级: 

    1 桁架,主梁支座下的墙,柱的端部或中部,出现沿块材断裂(贯通)的竖向裂缝. 

    2 空旷房屋承重外墙的变截面处,出现水平裂缝或斜向裂缝. 

    3 砌体过梁的跨中或支座出现裂缝;或虽未出现肉眼可见的裂缝,但发现其跨度范围内有集中荷载. 

    4 筒拱,双曲筒拱,扁壳等的拱面,壳面,出现沿拱顶母线或对角线的裂缝. 

    5 拱,壳支座附近或支承的墙体上出现沿块材断裂的斜裂缝. 

    6 其他明显的受压,受弯或受剪裂缝. 

4.4.6 当砌体结构、件出现下列非受力裂缝时,应视为不适于继续承载的裂缝,并应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评为 Cu 级 Du

级: 

    1 纵横墙连接处出现通长的坚向裂缝. 

    2 墙身裂缝严重,且最大裂缝宽度已大于 5mm. 

    3 柱已出现宽度大于 1.5mm 的裂缝,或有断裂、错位迹象 

    4 其他显著影响结构整体性的裂缝. 

   注:非受力裂缝指由温度,收缩,变形或地基不均匀沉降等引起的裂缝. 

 

2.1.10.2《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1995 

3.0.1 现有建筑的抗震鉴定应包括下列内容及要求: 

3.0.1.1 搜集建筑的勘探报告,施工图纸,竣工图纸和工程验收文件等原始资料;当资料不全时,应进行必要的补充实

测. 

3.0.1.2 调查建筑现状与原始资料相符合的程度,施工质量和维护状况,发现相关的非抗震缺陷. 

3.0.1.3 根据各类建筑结构的特点,结构布置,构造和抗震承载能力等因素,采用相应的逐级鉴定方法,进行综合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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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分析. 

3.0.1.4 对现有建筑整体抗震性能做评价,对不符合抗震鉴定要求的建筑提出相应的抗震减灾和处理意见. 

7.2.1 现有房屋的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7.2.1.1 抗震横墙的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7.2.1 的规定,超过时应采取相应措施. 

 

2.1.10.3《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 

3.0.3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应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1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本标准和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2 建筑工程施工应符合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要求. 

     3 参加工程施工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规定的资格. 

     4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自行检查评定的基础上进行. 

     5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相单位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验收文件. 

     6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检测. 

     7 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8 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重要部分工程应进行抽样检测. 

     9 承担见证取样检测及有关结构安全检测的单位应具有相应的资质. 

     10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并应共同确认. 

(一)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本标准和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二) 建筑工程施工应符合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要求. 

【实施与检查的控制】 

 实施措施要做的三点: 

 1 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落实质量责任制,按图施工是施工企业的重要原则,必须先做好自身的工作,尽

到自己的责任. 

 2 制订有修改设计文件的制度和程序,施工中不得随意改变设计文件.如必须改时,应按程序由原设计单位进行修

改,并出正式手续. 

 3 在制订施工组织设计时,必须首先阅读工程勘察报告,根据其对施工现场提供的地质评价和建议,对工程现场环

境有全面了解,进行施工现场的总平面设计,制订地基开挖措施等有关技术措施,以保证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 

(三) 参加工程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规定的资格. 

(四) 工程质量的验收均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查评定的基础上进行. 

(五)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并形成验收文件. 

(六)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相关资料,应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检测. 

(七) 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八) 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重要分部工程应进行抽样检测. 

(九) 承担见证取样检测及有关结构安全检测的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 

(十)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并应共同确认. 

5.0.4 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位(子单位)工程所含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 质量控制资料完整. 

    3 单位(子单位)工程所含分部工程有关安全和功能的检测资料应完整. 

    4 主要功能项目的抽查结果应符合相关专业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 

    5 观感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 

6.0.4 建设单位收到工程验收报告后,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含分包单位)、设计、监理等单位(项目)

负责人进行单位(子单位)工程验收.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91 / 3277 页 

 

6.0.7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将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文件,报建设行政管理部门

备案. 

 

2.1.10.4《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2002 

5.1.1 当钢筋的品种、级别或规格需作变更时,应办理设计变更文件. 

7.2.1 水泥进场时应对其品种、级别、包装或散装仓号、出厂日期等进行检查,并应对其强度、安定性及其他必要

的性能指标进行复验,其质量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GB 175 等的规定. 

7.4.1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必须符合设计要求.用于检查结构构件混土强度的试件,应在混凝土的浇筑地点随机抽取.

取样与试件留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2.1.10.5《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2000 

7.1.4 进行抗渗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尚应增加抗渗性能试验. 

2.1.10.6《普通混凝土用砂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JGJ 52-1992 

3.0.7 对重要工程混凝土使用砂,应采用化学法和砂浆长度法进行骨料的碱活性检验. 

2.1.10.7《普通混凝土用碎石和卵石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JGJ 53-1992 

3.0.7 对重要工程混凝土所使用碎石或卵石应进行碱活性检验. 

2.1.10.8《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2002 

 4.0.1 水泥进场使用前,应分批对其强度,安定性进行复验.检验批应以同一生厂家,同一编号为一批. 

     不同品种的水泥,不得混合使用. 

5.2.1 砖和砂浆的强度等级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实施与检查的控制】 

        检查: 

            1 砖强度试验报告单 

            2 砂浆试验报告单 

            3 砂浆强度试验报告单. 

2.1.10.9《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2002 

 

3.0.6 屋面工程所采用的防水,保温隔热材料应有产品合格证和性能检测报告,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现行

国家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4.9.3 有防水要求的建筑地面工程,铺设前必须对立管,套管和地漏与楼板节点之间进行密封处理;排水坡度应符合

设计要求. 

4.10.8 厕浴间和有防水要求的建筑地面必须设置防水隔离层.楼层结构必须采用现浇混凝土或整块预制混凝土板,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C20;楼板四周除门洞外,应做混凝土翻边,其高度不应小于 120mm.施工时结构层标高和预留

孔洞位置准确,严禁乱凿洞. 

4.10.10 防水隔离层严禁渗漏,坡向应正确,排水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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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94（2000 年局部修订） 

3.3.5 二类防雷建筑物利用建筑物的钢筋作为防雷装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三.敷设在混凝土中作为防雷装置的钢

筋或圆钢,当仅一根时,其直径不应小于 10mm.被利用作为防雷装的混凝土构件内有箍筋连接的钢筋,其截面积总和不

应小于一根直径为 10mm 钢筋的截面积. 

2.1.10.11《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98-2000 

4.0.3 砌筑砂浆稠度,分层度,试配抗压强度必须同时符合要求. 

 

2.1.11 排水管(包污水卫生间排水管,雨水排水管等管道)和给水管材质差,未进场检测.

依法依规纠正. 

安装配置不合理不规范，材质也存在质量问题，原本身确定没有进场现场检测,说现场取样检测，也一直没有检

测！如果检测不合格，应全部换成经现场取样检测合格管材。给水水压影响生活水质影响身体健康。排水管至楼底路

面的排水没有引入市政排水系统。造成路面积水严重,造成夏季生虫易于传染疾病。进行整改也没有整改.留下了动工

的痕迹而不落实.请公开管网综合规划图。现场有许多可以证实已经烂了的管材. 

2.1.11.1《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02 

4.1.2 给水管必须采取与管材相适应的管件.生活给水系统所涉及的材料必须达到饮用水卫生标准. 

   【实施与检查的控制】 

 进场的给水系统管材，管件应按设计要求选用，具有企业标准和产品合格证。进场验收记录，应记录有关技

术指标，企业标准代号，厂家名称或商标，生产批号，出厂日期及检验代号。 

    管材，管件和生活给水系统所涉及的材料都应检查，登记，责任人应签字，不合格的管材，管件和材料不能

放库，更不能安装，若有疑议可以进行见证取样检测。 

     对照标准检查管材和管件，不符合要求得不得使用，生活给水所涉及的材料见证取样检测不合格不得使用。 

4.2.3 生活给水系统管道在交付使用前必须冲洗和消毒,并经有关部门取样检验,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 10.2.1 

排水管道的坡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严禁无坡或倒坡. 

2.1.11.2《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 

3.2.1 生活给水系统的水质,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标准的要求>. 

4.8.4 化粪池距离离地下水取水沟构筑物不得小 30M. 

 

2.1.12 四周路面破烂不堪，一直没有维修！说重新用水泥铺设也没有做,污水的窨井盖

也请纠正落实! 

四周路面破烂不堪，一直没有维修！说重新用水泥铺设也没有做.(2010 年开发商给县质监站的回复说双抢之后维

修也没有维修,有原件还在我们的文件堆里) 2011 年永丰县第二建筑公司说维修也没有修,配套设施不周全.自行车停

车棚也没有,应在另一边建设自行车停车棚.消防设施也不周全.业主强烈要求,请公开原有工程设计图纸!永丰县质监站

公开文件说找房管局真是包庇袒护相关责任单位。他们如何能公正的依法依规监督？2013 年 11月 25 日,至吉安市规

划建设局,林葆卫站长答应给予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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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1《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 

1.0.3 各项工程建设在设计和施工之前,必须按基本建设程序进行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勘察应按工程建设各勘

察阶段的要求,正确反映工程地质条件,查明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精神勘察,精心分析,提出资料完整,评价正确的

勘察报告. 

2.1.12.2《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 

  5.3.10 在同一整体大面积基础上建有多栋高层和低层建筑,应该按照上部结构,基础与地基的共同作用进行变

形计算. 

2.1.12.3《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9-2002 

4.9.3 有防水要求的建筑地面工程,铺设前必须对立管,套管和地漏与楼板节点之间进行密封处理;排水坡度应符合

设计要求 

4.10.8 厕浴间和有防水要求的建筑地面必须设置防水隔离层.楼层结构必须采用现浇混凝土或整块预制混凝土板,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C20;楼板四周除门洞外,应做混凝土翻边,其高度不应小于 120mm.施工时结构层标高和预留

孔洞位置准确,严禁乱凿洞. 

4.10.10 防水隔离层严禁渗漏,坡向应正确,排水通畅. 

 

2.1.13 三楼或二楼平台储物间、私人等违法违规建筑侵占绿化面积应拆除而应给我们

绿化!执法者包庇违法”合法化”.行政行为存在侵权行为! 

  按法理应该拆除，七、八层楼违建是无法拆除?（按建筑法等法规是不允许,并有违建停工通知书,为何可以放纵?加

层需要从原设计单位和专家论证安全才可以加层,请论证其安全性,超高也必需配置电梯和自来水增压设备.从各文件

中，证实市政服务大楼的楼层数都说法不一），三楼平台违建的储物间、个人违建等应拆除！(原经过图审的设计图纸

上没有设计)三楼平台是以侵占我们的公摊面积建设,(公摊面积的测算我们业主也存在异议!可以现场测算验证！)可谓

执法不究？我们请求省厅安小姐督促下,从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复印的草稿计算资料也可以看出绿化率,建筑密度,容积

率是违规的! 从永丰县建设工程综合竣工验收备案审查领导小组（县建备审字[2008]12 号）叙述到：“院内存在多建、

绿化率不足、楼高需配置建设电梯、沙井盖不合格”等问题.为什么各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人到了现场却视而不见、走

马观花?为什么不认真的根据合法设计图纸来审查、勘察、现场进行检测!这不是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作为、渎职

吗?还为违法乱纪者争辩？而不以事实依据为证!对于吉安市规划建设局吉市建纪字[2013]6 号文件叙说档案室工作没

有做好？其实根本没有。因为档案室的总平面图纸因为没有三楼的储物间，当然就不会有“3F“的标志而是”2F“标

志，而没有通过审查的图纸有”3F“标志是显示储物间的楼面层数，而没有”2F“标志。这是吉安市规划建设局纪检

科在包庇三楼储物间违法乱纪建设行为！ 

 

2.1.13.1《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 

(可见: <关于发布《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分）的通知建标[2000]179 号> 

7.0.1 居住区内绿地，应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配套公建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等。  

7.0.2.3 绿地率：新区建设不应低于 30%。  

7.0.4.1 中心公共绿地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5）组团绿地的设置应满足有不少于 1/3 的绿地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要求，并便于设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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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游戏设施和适于成人游憩活动。  

7.0.5 居住区内公共绿地的总指标，应根据居住人口规模分别达到：组团不少于 0.5 平方米/人，小区(含组团)不少

于 1 平方米/人，居住区( 含小区与组团)不少于 1.5 平方米/人，并应根据居住区规划组织结构类型统一安排、灵活使

用。旧区改造可酌情降低，但不得低于相应指标的 50%。 

 

2.1.14 消防设施不齐全不到位。水都没有。有没验收？无人知晓 

2.1.14.1《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 GB/T 50362-2005 

 

2.1.15 靠马路边噪声太多.门窗等没有做隔音隔热措施.造成业主失眠 

 

2.1.16 各种网线网管布置不规范 

2.1.16.1《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 GB/T 50362-2005 

2.1.16.2《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 50319-2000 

 

2.1.17 小区配套设施不完善.如自行车停车棚,垃圾回收站或筒,电梯等 

 

2.1.18 房屋面积的测算数字予以公布 

从购房起就没见有监测单位进行测量过，我们的房屋面积只是开发商的一面之词。我们对此面积都存怀疑！其中

包括公摊面积。我们希望这些数字的测算予以公示，以及计算方法。我们需要的是由资质的监管、勘测、检测单位测

定的“占地面积、分户的房屋建筑面积、公摊面积”。请依法(《房产测绘管理办法》（建设部  国家测绘局令第 83 号  

2000 年 10 月 8 日）房管局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明应公正公开重新测算我们各方面的建筑面积.并公开总体和分户测绘

报告。以示公正 

2.1.18.1《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BG/T 50353-2005 

 

2.1.19 申请公开听证并查阅相关工程图纸 

2.1.19.1《建设工程文件归档管理规范》GB/T 50328-2001 

2.1.19.2《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范》JGJ/T  18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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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 自来水压不足，给水管材差，设计安装不规范。 

2.1.20.1《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 GB/T 50362-2005 

 

2.1.21《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143 号(2005)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在竣

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行为的，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

有关规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2.1.22 根据<关于涂聚文反映永丰县市政花园房屋质量等相问题的答复>永建信字

[2009]33 号责成开发增设增压泵,一楼三楼排水畅,责成开发商重新修筑排水沟,小区

路面要求开发商重新返工重做!至今无落实. 

2.1.23关于吉安市规划建设局的吉市建纪字[2013]6号文件提到总平面图三楼平台的”

3F”，”2F”问题 

  吉安规划建设局说的有”3F”，是有违建的三楼平台储物间，而这份图纸是没有设计单位和设计师的印章，也

没有图审章，也没有设计时间，在 2013 年 5 月 7 日在永丰县规划建设局涂聚文在会议室也向县市级两部门的工作人

质问了其合法性，无人应答。而在城建档案室的总平面图纸是没有三楼储物间，所以标记为”2F” ，城建档案室的

图纸有相关印章。这是没有错的。而是吉安市规划建设局纪检科在袒护三楼储物间违法乱纪行为！对于这样各部门这

样袒护违法违规行为！百姓的权益如何能受到保护和公正维护？这三楼平台储物间侵占绿化面积，违法行政批建的

时间是多少？大多数业主记得在 2007 年 3 月底前都没有听说有储物间卖。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竣工验

收报告》上就更证实了城建档案的图纸相符，并不存在储物间。而综合验收报告中就证实在包庇违法行为！有文件中

叙述了处罚了违建一层，何又有与实体相符的工程图纸？与实体相符的违法工程图纸，证实是其后造假修改设计的。

违法行为掩耳盗铃！ 

2.1.23.1《建设工程文件归档管理规范》GB/T 50328-2001 

2.1.23.2《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范》JGJ/T  185-2009 

2.1.23.3《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 50319-2000 

 

 

2.2 工程造价 

在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在纠正违规建设工程中,就是的工程价,都各说法不一.施工单位投入资金 40 多万元？请问

如何计算的？(就这个报价各说法不一,都出自永丰县规划建设局的文件,这如何相信这是合法的花费?2013年 1月 25

日说的是 34.5 万元,网上公示是 39.39 万元)可以进行审计以示公正。在我们 2013 年 1 月公开投诉之前的文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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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说有预算，现在在此文件如何提出？要求见施工图等都不肯给予。永丰县振丰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

司何以证明花了这么工程款?此单位有何资质证明?从 2013 年 11 月 25 日拿到的 2013 年 10 月 22 日永丰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文件给市长直通办的文件，至 2013 年 10 月，永丰县二建垫资 54万元？而只做了两家的屋面工程（屋面工程

合计每家 7万多元？并没有依工程设计依法依规纠正施工），这个价格从何而来？何以证明？只是书面这样模糊描述？

是造假还是贪污?请审计核实. 

 

2.3 标准规范 

2.3.1 化粪池的沙井盖及屋面排水问题 

化粪池的沙井盖及屋面排水问题：一直没有更换符合质量保证的窨井盖。原说有合格证，那是渎职。自制水泥盖

能有合格证？从永丰县建设工程综合竣工验收备案审查领导小组县建备审字[2008]12 号（[2008 年五月二十日]都有

说到.（照片原有提供），说屋面排水加管道也还没有加！许多原有文件说施工的都没有纠正。 

2.3.1.1《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BG50015-2003 

3.3.1 居住小区的室外给水系统,其水量应满足小区内全部用水的要求. 

居住小区的室外给水系统,应尽量利用城市市政给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当市政给水管网的水压,水量不足时,应

设置贮水调节和加压装置. 

3..5.7 室内给水管道不应穿越变配电房,电梯机房,通信机房,大中型计算机房,计算机网络中心,音像房等遇水会损

坏设备和引发事故的房间,并应避免在生产设备上方通过. 

室内给水管道的布置,不得妨碍生产操作,交通运输和建筑物的使用. 

3.5.12 塑料给水管道在室内宜暗设.明设时立管应布置在不易受撞击处,如不能避免时,应在管外加保护措施. 

4.9.14 屋面排水系统应设置雨水斗.不同设计排水流态,排水特征的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应选用相应的雨水斗. 

4.9.27 建筑屋面各汇水范围内,雨水排水立管不宜少于 2 根. 

4.8.4 化粪池距离地下水取水构筑物不得小于 30m. 

4.8.5 化粪池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化粪池宜设置在接户管的下游端,便于机动车清掏的位置. 

    2 化粪池池外壁距建筑物外墙不宜小于 5m,并不得影响建筑物基础. 

4.8.7 化粪池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7 化粪池顶板上应设有人孔和盖板. 

4.9.14 屋面排水系统应设置雨水斗.不同设计排水流态,排水特征的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应选用相应的雨水斗. 

4.9.27 建筑屋面各汇水范围内,雨水排水立管不宜少于 2 根. 

 

2.3.1.2《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02 

3.2.1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成品,半成品,配件,器具和设备必须具有中文质量合格证明文

件,规格,型号及性能检测报告应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或设计要求.进场时应做检查验收,并经监理工程师核查确认. 

3.3.1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与相关各专业之间,应进行交接质量检难验,并形成记录. 

3.3.2 隐蔽工程应在隐蔽前经验收各方检验合格后,才能隐蔽,并形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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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供电线路等管线安装配套,不能和给水管安装一起. 

给水管和电表线路安装在一起.；劣质电表箱早也破烂不堪且安装不合理；有线电视线盒劣质早也破烂，且安装

混乱；还有电信线路、宽带布线不规范不合理，乱七八糟的，并影响各业主楼道的安全使用,如果以后造成了生命危

险,谁来赔偿?A 座 1 单元的电表已经发生过火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强制性规范,标准规范,执法者为什么不贯

彻执行? 

2.3.2.1《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BG50015-2003 

3..5.7 室内给水管道不应穿越变配电房,电梯机房,通信机房,大中型计算机房,计算机网络中心,音像房等遇水会损

坏设备和引发事故的房间,并应避免在生产设备上方通过. 

室内给水管道的布置,不得妨碍生产操作,交通运输和建筑物的使用. 

 

2.3.2.2《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2005 

8.5.3 当应急照明在采用节能自熄开关控制时,必须采取应急时自动点亮措施. 

9.1.5 住宅建筑设备的设置和管线敷设应满足防火安全要求. 

2.3.2.3《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BG50015-2003 

3.5.7 室内给水管道不应穿越变配电房,电梯机房,通信机房,大中型计算机房,计算机网络中心,音像房等遇水会损

坏设备和引发事故的房间,并应避免在生产设备上方通过. 

 

2.3.3 给水问题：水压不足，水质差，排水管材等一直没有解决！ 

 给水问题：水压不足，排水管材等一直没有解决！管材一直没有进场检测!(吉安市规划建设局的督办通知,安小

姐督促复印的永丰县规划建设局的文件也提到要求增设增压泵,也直没有解决!文件出了许多而没有作为!并且对有些

问题为什么隐瞒?而不实事求是的叙述!并且不按法律法规贯彻执行,这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执法?)造成业主需要用

水的电器产品，因为水压问题一直不能使用! 

2.3.3.1《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BG50015-2003 

3.3.1 居住小区的室外给水系统,其水量应满足小区内全部用水的要求. 

居住小区的室外给水系统,应尽量利用城市市政给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当市政给水管网的水压,水量不足时,应

设置贮水调节和加压装置. 

2.3.3.2《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02 

3.2.1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成品,半成品,配件,器具和设备必须具有中文质量合格证明文

件,规格,型号及性能检测报告应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或设计要求.进场时应做检查验收,并经监理工程师核查确认. 

3.3.1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与相关各专业之间,应进行交接质量检难验,并形成记录. 

3.3.2 隐蔽工程应在隐蔽前经验收各方检验合格后,才能隐蔽,并形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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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下面一楼酒店违建排油烟机 

 下面一楼酒店违建排油烟机，把油烟排到下水排污管道，油烟从下水排污管道向上排往居民家中，严重影响居

民的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并会导致下水排污管道堵塞！以保证小区的安全,私家住宅可以增加建设围墙. 

2.3.4.1《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2005 

11.0.5 对公共门厅,共公走廊,公共楼梯间,外墙面,屋面等住宅的共用部位,用户不得自行拆改或占用. 

 

2.3.5 相关物料资料及工程资料没有交给我们业主. 并且我们还没有见到系统的合法

工程图纸等 

2.3.5.1《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2005 

11.0.1 住宅应满足下列条件,方可交付用户使用: 

    1 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工程竣工验收,确认合格,取得当地规划,消防,人防等

有关部门的认可文件或准许使用文件;在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备案; 

11.0.2 住宅推行社会化,专业化的物业管理模式,建设单位应在住宅交付使用时,将完整的物业档案移交给物业管

理企业,内容包括: 

     1 竣工总平面图,单体建筑,结构,设备竣工图,配套设施和地下管网工程竣工图,以及相关的其他竣工验收材

料; 

     2 设施设备的安装,使用和维护保养等技术资料; 

     3 工程质量保修文件和物业使用说明文件; 

     4 物业管理所必需的其他资料. 

  物业管理企业在服务合同终止时,应将物业档案移交给业主委员会. 

 

2.3.6 窗台遮阳遮雨设施没有安装,特别是向南和向西的阳台，七层,八层也应配套。 

 

2.3.6.1《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2003） 

3.7.4 阳台应设置晾,晒衣物的设施;顶层阳台应设雨罩.各套住宅间毗连的阳台应设分户隔板. 

3.7.5 阳台,雨罩均应做有组织的排水,雨罩应做防水,阳台宜做防水. 

5.2.3 寒冷,夏热冬暖地区,住宅建筑的西向居住空间朝西外窗均采取遮阳措施;屋顶和西向外墙应采取隔热措施. 

   

2.3.6.2《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 

3.3.1 建筑气候分区对建筑的基本要求应符合表 3.3.1 规定,中国建筑气候区划图见附录 A. （我们属于夏热冬冷地

区）,1.建筑物必须满足夏季防热,遮阳,通风降温要求,冬季应兼顾防寒 2.建筑物应防雨,防潮,防洪,防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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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绿化严重不足,有违建占用我们的绿化面积和公摊面积 

请公示勘察设计报告及测量数据报告，并重新公正测量。 

2.3.7.1《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2003） 

4.4.1 新区绿地率不应低于 30%. 

4.4.2.公共绿地总指标不应少于 1 平米/人. 

《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2005 

3.1.3 住宅应具有与其居住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公共服务设施,道路和公共绿地. 

4..4.1 新区绿地率不应低于 30%. 

4.4.2.公共绿地总指标不应少于 1 平米/人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6（2002 年版） 

7.0.2.3 绿地率:新区建设不应低于 30%;旧区改建不宜低于 25%. 

7.0.1 居住区内绿地，应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配套公建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其中包括了满足当地植树绿

化覆土要求，方便居民出入的地上或半地下建筑的屋顶绿地。 

7.0.2 居住区内绿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7.0.2.1 一切可绿化的用地均应绿化，并宜发展垂直绿化； 

7.0.2.2 宅间绿地应精心规划与设计；宅间绿地面积计算办法应符合本规范第 11 章中有关规定； 

7.0.2.3 绿地率：新区建设不应低于 30％；旧区改建不宜低于 25％。 

7.0.3 居住区内的绿地规划，应根据居住区的规划布局形式、环境特点及用地的具体条件，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

合，点、线、面相结合的绿地系统。并宜保留和利用规划范围内的已有树木和绿地。 

7.0.4 居住区内的公共绿地，应根据居住区不同的规划布局形式，设置相应的中心绿地，以及老年人、儿童活动

场地和其它的块状、带状公共绿地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7.0.4.1 中心绿地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符合表 7.0.4-1 规定，表内“设置内容”可视具体条件选用； 

(2)至少应有一个边与相应级别的道路相邻； 

(3)绿化面积（含水面）不宜小于 70%； 

(4)便于居民休憩、散步和交往之用，宜采用开敞式，以绿篱或其它通透式隔墙栏杆作分隔； 

(5)组团绿地的设置应满足有不少于 1/3 的绿地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要求，并便于设置儿童

游戏设施和适于成人游憩活动。其中院落式组团绿地的设置还应同时满足表 7.0.4-2 中的各项要求，其面积计算起止

界应符合本规范第 11 章中有关规定； 

7.0.4.2 其它块状带状公共绿地应同时满足宽度不小于 8ｍ、面积不小于 400m2 和本条第 1 款(2)、(3)、(4)项及第

(5)项中的日照环境要求； 

7.0.4.3 公共绿地的位置和规模，应根据规划用地周围的城市级公共绿地的布局综合确定。 

7.0.5 居住区内公共绿地的总指标，应根据居住人口规模分别达到：组团不少于 0.5m2/人，小区（含组团）不少

于 1m2/人，居住区（含小区与组团）不少于 1.5m2/人，并应根据居住区规划布局形式统一安排、灵活使用。 

旧区改建可酌情降低，但不得低于相应指标的 70％。 

 

2.3.8 屋面工程:楼顶各排水槽，斗，沟没有规划防水,都早己破烂不堪 

楼顶各排水槽，斗，沟没有规划防水。上人屋面和不上人屋面的防水，隔热保温根本没有规范施工,国务院都三

令五申颁发各项节能减排的法律法规,为什么不遵守?不监管?2013 年 10 月 23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公示的设计说明也

有屋面隔热保温系统，外墙有保温系统。2014 年 5 月 18 日到楼顶拍摄许多防水层都自然脱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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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1《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2002 

3.0.6 屋面工程所采用的防水,保温隔热材料应有产品合格证和性能检测报告,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现行

国家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条文说明】 

3.0.4 屋面工程各道工序之间,常常因上道工序存在问题未解决,而被下道工序所覆盖,给屋面防水留下质量隐患.

因此,必须强调按工序,层次进行检查验收.即在操作人员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工序间的交接检和专职质量人员的检

查,检查结果应有完整的记录,然后经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进行检查验收后,方可进行下一工序的施工,以达到消除质

量隐患的目的. 

2.3.8.2《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2004 

3.0.2 屋面工程应根据工程特点,地区自然条件等,按照屋面防水等级的设防要求,进行防水构造设计,重要部位应

有详图;对屋面保温层的厚度,应通过计算确定. 

3.0.3 屋面工程施工前应通过图纸会审,掌握施工图中的细部构造及有关技术要求;施工单位应编制屋面工程的施

工方案或技术措施. 

3.0.4 在屋面工程施工中,应进行过程控制和质量检查,并有完整的检查记录. 

3.0.5 屋面防水工程应由相应资质的专业队伍进行施工,作业人员应持有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上岗证. 

3.0.6 屋面工程所采用的防水,保温隔热材料应有产品合格证书和性能检测报告,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

现行国家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材料进场后,应按规定抽样复验,提出试验报告,严禁在工程中使用不合格的材料. 

3.0.7 当下道工序或相邻工程施工时,对屋面已完成的部分应采取保护措施. 

3.0.8 伸出屋面的管道、设备或预埋件等,就在防水层施工前安设完毕.屋面防水层完工后,不得在其上凿孔、打洞

或重物冲击. 

3.0.9 屋面工程完工后,应按本规范的有关规定对细部构造,接缝,保护层等进行外观检验,并应进行淋水或蓄水检

验. 

4.1.4 屋面防水设计采用多种材料复合时,耐老化,耐穿刺的防水层应放在最上面,相邻材料之间应具相容性. 

4.1.5 不同地区采暖居住建筑和需要满足夏季隔热要求的建筑,其屋盖系统的最小传热阻应按现行《民用建筑热工

设计规范》GB 50176、《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 26 和《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JGJ 134 确定. 

4.1.6 屋面防水层细部构造,如天沟、檐沟、阴阳角、水落口、变形缝等部位应设置附加层. 

5.3.3 屋面设施的防水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施基座与结构层相连时,防水层应包裹设施基座的上部,并在地脚螺栓周围做密封处理. 

    2 在防水层上放置设施时,设施下部的防水层应做卷材增强层,必要时应在其上浇筑细石混凝土,其厚度不应

小于 50mm. 

    3 需要经常维护的设施周围和屋面出入口至设施之间的人行道应铺设刚性保护层. 

5.4.1 天沟、檐沟防水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天沟、檐沟应增铺附加层.当采用沥青防水卷材时,应增铺一层卷材;当采用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或合成

高分子防水卷材时,宜设置防水涂膜附加层. 

     2 天沟、檐沟与层面交接处的附加层宜空铺,空铺宽度不应小于 200mm(图 5.4.1-1) 

     3 天沟、檐沟卷材收头应固定密封. 

     4 高低跨内排水天沟与立墙交接处,应采取能适应变形的密封处理(图 5.4.1 1-2) 

5.4.5 水落口防水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落口宜采用金属或塑料制品 

     2 水落口埋设标高,应考虑水落口设防时增加的附加层和柔性密封层的厚度及排水坡度加大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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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水落口周围直径 500mm 范围内坡度不应小于 5%,并应用的防水涂料涂封,其厚度不应小于 2mm.水落口

与基层接触处,应留宽 20mm,深 20mm 凹槽，嵌填密封材料(图 5.4.5-1 和图 5.4.5-2) 

 

【条文说明】 

1.0.2 屋面工程应遵循“材料是基础,设计是前提,施工是关键,管理是保证”的综合治理的原则. 

3.0.4 屋面工程各道工序之间,常常因上道工序存在的问题未解决,而被下道工序所覆盖,给屋面防水留下质量隐患.

在屋面工程施工中,必须按工序,层次进行检查验收,不能全部做完后才进行一次性的检查验收.即在操作人员自检合格

的基础上,进行工序间的交接检查和专职质量人员检查,检查结果应有完整的记录,如发现上道工序质量不合格,必须进

行返工或修补,直至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 

3.0.6 屋面工程所采用的防水,保温隔热材料,除有产品合格证和性能检测报告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外,还应有当地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定检测单位对该产品本年度抽样检验认证的试验报告,其质量必须符合国家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材料进入现场后,施工单位应按规定进行抽样复验,并提出试验报告.抽样数量,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国家产

品标准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抽样复验不合格的材料不得用在工程上. 

3.0.7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 规定,分部工程施工应按工序或分项工程进行验收,

构成分项工程的各检验批应符合相应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屋面工程是一个分部工程,包括屋面找平层,屋面保温层,屋面防水层和细部构造等分项工程,施工单位应建立各道

工序的自检,交接检和专职人员检查的“三检”制度,并有完整的检查记录.每道工序完成后,应经建设(监理)单位检查验

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 

4.1.6 天沟,檐沟,阴阳角,水落口,变形缝等部位,由于构件断面的变化和屋面变形,致使防水层拉伸而断裂,对这些部

位应做防水增强处理. 

4.1.7 我国建筑防水材料发展的方向是:全面提高我国防水材料质量的整体水平,大力发展弹性体(SBS)、塑性体

(APP)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积极推进高分子防水卷材,适当发展防水涂料,努力开发密封材料、聚合物乳离水砂浆和止水

堵漏材料,限制发展和使用石油沥青纸胎油毡和沥青复合胎柔性防水卷材,淘汰焦油类防水卷料材. 

 

2.3.9 以保证小区的安全，私家住宅可以增加建设围墙 

 

2.3.10关于吉安市规划建设局的吉市建纪字[2013]6号文件提到总平面图三楼平台的”

3F”，”2F”问题 

吉安规划建设局说的有”3F”，是有违建的三楼平台储物间，而这份图纸是没有设计单位和设计师的印章，也没

有图审章，也没有设计时间，在 2013 年 5 月 7 日在永丰县规划建设局涂聚文在会议室也向县市级两部门的工作人质

问了其合法性，无人应答。而在城建档案室的总平面图纸是没有三楼储物间，所以标记为”2F” ，城建档案室的图

纸有相关印章。这是没有错的。而是吉安市规划建设局纪检科在袒护三楼储物间违法乱纪行为！对于这样各部门这样

袒护违法违规行为！百姓的权益如何能受到保护和公正维护？这三楼平台储物间侵占绿化面积，违法行政批建的时

间是多少？大多数业主记得在 2007 年 3 月底前都没有听说有储物间卖。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竣工验收

报告》上就更证实了城建档案的图纸相符，并不存在储物间。而综合验收报告中就证实在包庇违法行为！有文件中叙

述了处罚了违建一层，何又有与实体相符的工程图纸？与实体相符的违法工程图纸，证实是其后造假修改设计的。违

法行为掩耳盗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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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法律法规依据 

2.4.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1990 年 4 月 6 日国务院令第 53 号） 

http://www.mlr.gov.cn/kj/tzgg_8225/201310/t20131014_1281094.htm  

http://sdqts.gov.cn/sdzj/xzfg/364309/index.html  

第二条   对下列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标准： 

（四）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的技术要求和方法； 

第十一条 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下列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国家标准（含标准样品的制作）： 

  （一）互换配合、通用技术语言要求； 

  （二）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技术要求； 

  （三）基本原料、燃料、材料的技术要求； 

  （四）通用基础件的技术要求； 

  （五）通用的试验、检验方法； 

  （六）通用的管理技术要求； 

  （七）工程建设的重要技术要求； 

  （八）国家需要控制的其他重要产品的技术要求。 

  第十二条 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编制计划，组织草拟，统一审批、编号、发布。 

  工程建设、药品、食品卫生、兽药、环境保护的国家标准，分别由国务院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

农业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草拟、审批；其编号、发布办法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法律对国家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标准化工作的监督、检验、管理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工作失误，造成损失的； 

  （二）伪造、篡改检验数据的； 

  （三）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索贿受贿的。 

 

2.4.2）《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1992 年 12 月 30 日建设部令第 25 号） 

http://www.kfjs.gov.cn/zcfg/ShowArticle.asp?ArticleID=46  

http://ccsn.gov.cn/News/ShowInfo.aspx?Guid=1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25 号 

  《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已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经第二十八次部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侯捷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实施条例》和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没有国家标准而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下列技术要求，可以制定行业标准： 

  （一）工程建设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包括安装）及验收等行业专用的质量要求； 

  （二）工程建设行业专用的有关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的技术要求； 

  （三）工程建设行业专用的术语、符号、代号、量与单位和制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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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工程建设行业专用的试验、检验和评定等方法； 

  （五）工程建设行业专用的信息技术要求； 

  （六）其他工程建设行业专用的技术要求。 

    第三条  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下列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 

  （一）工程建设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包括安装）及验收等行业专用的综合性标准和重要的行业专用的

质量标准； 

  （二）工程建设行业专用的有关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的标准； 

  （三）工程建设重要的行业专用的术语、符号、代号、量与单位和制图方法标准； 

  （四）工程建设重要的行业专用的试验、检验和评定方法等标准； 

  （五）工程建设重要的行业专用的信息技术标准； 

  （六）行业需要控制的其他工程建设标准。 

    强制性标准以外的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第四条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的行业标准管理范围，履行行业标准的管理职责。 

    第五条  行业标准的计划根据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编制和下达，并报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与两个以上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有关的行业标准，其主编部门由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协商确定或由国务

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协调确定，其计划由被确定的主编部门下达。 

    第六条  行业标准不得与国家标准相抵触。有关行业标准之间应当协调、统一、避免重复。 

    第七条  制订、修订行业标准的工作程序，可以按准备、征求意见、送审和报批四个阶段进行。 

    第八条  行业标准的编写应当符合工程建设标准编写的统一规定。 

    第九条  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编号和发布。 

    其中，两个以上部门共同制订的行业标准，由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审批、发布，并由其主编部门负责

编号。 

    第十条  行业标准的某些规定与国家标准不一致时，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和理由，并经国家标准的审

批部门批准。 

    行业标准在相应的国家标准实施后，应当及时修订或废止。 

    第十一条  行业标准实施后，该标准的批准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程建设的实际需要适时进

行复审，确认其继续有效或予以修订、废止。一般五年复审一次，复审结果报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行业标准的编号由行业标准的代号、标准发布的顺序号和批准标准的年号组成，并应当符合

下列统一格式： 

    （一）强制性行业标准的编号： 

     XX  ＊＊＊＊─＊＊ 

   ─┬─ ─┬── ┬─ 

    └───┼───┼───────强制性行业标准的代号 

        └───┼────────发布标准的顺序号 

               └─────────发布标准的年号 

    （二）推荐性行业标准的编号： 

     XX/T ＊＊＊＊ ── ＊＊ 

  ─┬─ ─┬───  ─┬─ 

   └───┼──────┼───────推荐性行业标准的代号 

       └──────┼─────发布标准的顺序号 

              └───发布标准的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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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行业标准发布后，应当报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行业标准由标准的批准部门负责组织出版，并应当符合工程建设标准出版印刷的统一规定。 

    第十五条  行业标准属于科技成果。对技术水平高，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行业标

准，应当纳入各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励范围，并予以奖励。 

    第十六条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实施条例》和本办法制定本行业的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工程建设专业标准规范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2.4.3）《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1992 年 12 月 30 日建设部令第 24 号） 

http://www.ccsn.gov.cn/News/ShowInfo.aspx?Guid=104  

http://www.bjwater.gov.cn/bjwater/300747/300754/300758/614056/index.html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1992 年 12 月 30 日建设部令第 24 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的管理，促进技术进步，保证工程质量，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和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行政法规，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下列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国家标准： 

（一）工程建设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包括安装）及验收等通用的质量要求； 

（二）工程建设通用的有关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的技术要求； 

（三）工程建设通用的术语、符号、代号、量与单位、建筑模数和制图方法； 

（四）工程建设通用的试验、检验和评定等方法； 

（五）工程建设通用的信息技术要求； 

（六）国家需要控制的其他工程建设通用的技术要求。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下列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 

（一）工程建设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包括安装）及验收等通用的综合标准和重要的通用的质量标准； 

（二）工程建设通用的有关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的标准； 

（三）工程建设重要的通用的术语、符号、代号、量与单位、建筑模数和制图方法标准； 

（四）工程建设重要的通用的试验、检验和评定方法等标准； 

（五）工程建设重要的通用的信息技术标准； 

（六）国家需要控制的其他工程建设通用的标准。 

强制性标准以外的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第二章 国家标准的计划 

第四条 国家标准的计划分为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 

五年计划是编制年度计划的依据；年度计划是确定工作任务和组织编制标准的依据。 

第五条 编制国家标准的计划，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和总方针的指导下进行，体现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 

（二）适应工程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三）在充分做好调查研究和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工程建设标准体系表的要求，综合考虑相关标准之间

的构成和协调配套；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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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实际出发，保证重点，统筹兼顾，根据需要和可能，分别轻重缓急，做好计划的综合平衡。 

第六条 五年计划由计划编制纲要和计划项目两部分组成。其内容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计划编制纲要包括计划编制的依据、指导思想、预期目标、工作重点和实施计划的主要措施等； 

（二）计划项目的内容包括标准名称、制订或修订、适用范围及其主要技术内容、主编部门、主编单位和起始年

限等。 

第七条 列入五年计划的国家标准制订项目应当落实主编单位、主编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承担过与该国家标准项目相应的工程建设勘察、规划、设计、施工或科研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 

（二）具有较丰富的工程建设经验、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能组织解决国家标准编制中的重大技术问

题。 

第八条 列入五年计划的国家标准修订项目，其主编单位一般由原国家标准的管理单位承担。 

第九条 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应当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原则和要求，统一部署编制

国家标准五年计划的任务； 

（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统一部署的要求，提出五年计划建议草案，报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三）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五年计划建议草案进行汇总，在与各有关方面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综

合平衡，并提出五年计划草案，报国务院计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下达。 

第十条 年度计划由计划编制的简要说明和计划项目两部分组成。计划项目的内容包括标准名称、制订或修订、

适用范围及其主要技术内容、主编部门和主编单位、参加单位、起止年限、进度要求等。 

第十一条 年度计划应当在五年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编制。国家标准项目在列入年度计划之前由主编单位做好年

度计划的前期工作，并提出前期工作报告。前期工作报告应当包括：国家标准项目名称、目的和作用、技术条件和成

熟程度、与各类现行标准的关系、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议参编单位和起止年限。 

第十二条 列入年度计划的国家标准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年度计划的前期工作报告； 

（二）有生产和建设的实践经验； 

（三）相应的科研成果经过鉴定和验证，具备推广应用的条件； 

（四）不与相关的国家标准重复或矛盾； 

（五）参编单位已落实。 

第十三条 年度计划的编制工作应当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五年计划的要求，分期

分批地安排各国家标准项目的主编单位进行年度计划的前期工作。由主编单位提出的前期工作报告和年度计划项目

表，报主管部门审查； 

（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当年的统一部署，做好所承担年度计划项目的落实工作并在规定期限前报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三）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主管部门提出的计划项目，经综合平衡后，编制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的

年度计划草案，在规定期限前报国务院计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下达。 

第十四条 列入年度计划国家标准项目的主编单位应当按计划要求组织实施。在计划执行中遇有特殊情况，不

能按原计划实施时，应当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变更计划的报告。各主管部门可根 

据实际情况提出调整计划的建议，经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按调整的计划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国务院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主管的国家标准项目计

划执行情况负有监督和检查的责任，并负责协调解决计划执行中的重大问题。各主编单位在每年年底前将本年度计

划执行情况和下年度的工作安排报行政主管部门，并报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章 国家标准的制订 

第十六条 制订国家标准必须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密切结合自然条件，合理利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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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充分考虑使用和维修的要求，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第十七条 制定国家标准，对需要进行科学实验或测试验证的项目，应当纳入各级主管部门的科研计划，认真组

织实施，写出成果报告。凡经过行政主管部门或受委托单位鉴定，技术上成熟，经济上合理的项目应当纳入标准。 

第十八条 制订国家标准应当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纳入标准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新材料，应当经有关主管部门或受委托单位鉴定，有完整的技术文件，且经实践检验行之有效。 

第十九条 制订国家标准要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凡经过认真分析论证或测试验证，并且符合我

国国情的，应当纳入国家标准。 

第二十条 制订国家标准，其条文规定应当严谨明确，文句简练，不得模棱两可；其内容深度、术语、符号、计

量单位等应当前后一致，不得矛盾。 

第二十一条 制订国家标准必须做好与现行相关标准之间的协调工作。对需要与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协调的，

应当遵守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的规定；确有充分依据对其内容进行更改的，必须经过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审批，方可另行规定。凡属于产品标准方面的内容，不得在工程建设国家标准中加以规定。 

第二十二条 制订国家标准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对国家标准中有关政策性问题，应当认真研究、充分讨论、统一

认识；对有争论的技术性问题，应当在调查研究、试验验证或专题讨论的基础上，经过充分协商，恰如其分地做出结

论。 

第二十三条 制订国家标准的工作程序按准备、征求意见、送审和报批四个阶段进行。 

第二十四条 准备阶段的工作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主编单位根据年度计划的要求，进行编制国家标准的筹备工作。落实国家标准编制组成员，草拟制订国家

标准的工作大纲。工作大纲包括国家标准的主要章节内容、需要调查研究的主 

要问题、必要的测试验证项目、工作进度计划及编制组成员分工等内容； 

（二）主编单位筹备工作完成后，由主编部门或由主编部门委托主编单位主持召开编制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其内

容包括：宣布编制组成员、学习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的有关文件、讨论通过工作大纲和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印发国家

标准的参编部门和单位，并报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征求意见阶段的工作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编制组根据制订国家标准的工作大纲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调查对象应当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调查研究工

作结束后，应当及时提出调查研究报告，并将整理好的原始调查记录和收集到的国内外有关资料由编制组统一归档； 

（二）测试验证工作在编制组统一计划下进行，落实负责单位、制订测试验证工作大纲、确定统一的测试验证方

法等。测试验证结果，应当由项目的负责单位组织有关专家进行鉴定。鉴定成果及有关的原始资料由编制组统一归

档； 

（三）编制组对国家标准中的重大问题或有分歧的问题，应当根据需要召开专题会议。专题会议邀请有代表性和

有经验的专家参加，并应当形成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及会议记录等由编制组统一归档； 

（四）编制组在做好上述各项工作的基础上，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条文说明。主编单位对标准征求意见稿及

其条文说明的内容全面负责； 

（五）主编部门对主编单位提出的征求意见稿及其条文说明根据本办法制订标准的原则进行审核。审核的主要

内容：国家标准的适用范围与技术内容协调一致；技术内容体现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准确反映生产、建设的实践经

验；标准的技术数据和参数有可靠的依据，并与相关标准相协调；对有分歧和争论的问题，编制组内取得一致意见；

国家标准的编写符合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编写的统一规定； 

（六）征求意见稿及其条文说明应由主编单位印发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工程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各单位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为两个月。必要时，对其中的重要问题，可以采取走访或召

开专题会议的形式征求意见。 

第二十六条 送审阶段的工作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编制组将征求意见阶段收集到的意见，逐条归纳整理，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处理意见，形成国家标准

送审稿及其条文说明。对其中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可以视具体情况进行补充的调查研究、测试验证或召开专题会议，提

出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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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国家标准需要进行全面的综合技术经济比较时，编制组要按国家标准送审稿组织试设计或施工使用。试

设计或施工试用应当选择有代表性的工程进行。试设计或施工试用结束后应当提出报告； 

（三）国家标准送审的文件一般应当包括：国家标准送审稿及其条文说明、送审报告、主要问题的专题报告、试

设计或施工试用报告等。送审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制订标准任务的来源、制定标准过程中所作的主要工作、标准中

重点内容确定的依据及其成熟程度、与国外相关标准水平的对比、标准实施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对标准的

初步总评价、标准中尚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需要进行的主要工作等； 

（四）国家标准送审文件应当在开会之前一个半月发至各主管部门和关单位； 

（五）国家标准送审稿的审查，一般采取召开审查会议的形式。经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也可以

采取喊声和小型审定会议的形式； 

（六）审查会议应由主编部门主持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应包括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代表、有经验的专家

代表、相关的国家标准编制组或管理组的代表。 

审查会议可以成立会议领导小组，负责研究解决会议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会议由代表和编制组成员共同对标准

送审稿进行审查，对其中重要的或有争议的问题应当进行充分讨论和协商，集中代表的正确意见；对有争议并不能取

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应当提出倾向性审查意见。 

审查会议应当形成会议纪要。其内容一般包括：审查会议概况、标准送审稿中的重点内容及分歧较大问题的审查

意见、对标准送审稿的评价、会议代表和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等。 

（七）采取函审和小型审定会议对标准送审稿进行审查时，由主编部门印发通知。参加函审的单位和专家，应经

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主编部门在汉森的基础上主持召开小型审定会议，对标准中的重大问题和

有分歧的问题提出审查意见，形成会议纪要，印发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并报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七条 报批阶段的工作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编制组根据审查会议或函审和小型审定会议的审查意见，修改标准送审稿及其条文说明，形成标准报批稿

及其条文说明。标准的报批文件经主编单位审查后报主编部门。报批文件一般包括标准报批稿及其条文说明、报批报

告、审查或审定会议纪要、主要问题的专题报告、试设计或施工试用报告等。 

（二）主编部门应当对标准报批文件进行全面审查，并会同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对标准报批稿进

行审核。主编部门将共同确认的标准报批文件一式三份报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八条 国家标准由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编号，由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发布。 

第二十九条 国家标准的编号由国家标准代号、发布标准的顺序号和发布标准的年号组成，并应当符合下列统

一格式： 

（一）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编号为： 

 GB 50 ＊＊＊— ＊＊ 

  ─┬─ ─┬── ┬─ 

   └───┼───┼───────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代号 

       └───┼────────发布标准的顺序号 

              └─────────发布标准的年号 

（二）推荐性国家编号为： 

GB／T 50＊＊＊ — ＊＊ 

  ─┬─ ─┬──  ─┬─ 

   └───┼─────┼───────推荐性国家标准的代号 

       └─────┼─────发布标准的顺序号 

             └───发布标准的年号 

第三十条 国家标准的出版由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国家标准的出版印刷应当符合工程建设

标准出版印刷的统一要求。 

第三十一条 国家标准属于科技成果。对技术水平高、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国家标准，应当纳入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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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进步奖励范围，予以奖励。 

第五章 国家标准的复审与修订 

第三十二条 国家标准实施后，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程建设的需要，由该国家标准的管理部门适时组

织有关单位进行复审。复审一般在国家标准实施后五年进行一次。 

第三十三条 国家标准复审的具体工作由国家标准管理单位负责。复审可以采取函审或会议审查，一般由参加

过该标准编制或审查的单位或个人参加。 

第三十四条 国家标准复审后，标准管理单位应当提出其继续有效或者予以修订、废止的意见，经该国家标准的

主管部门确认后报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五条 对确认继续有效的国家标准，当再版或汇编时，应在其封面或扉页上的标准编号下方增加“* * * *

年 * 月确认继续有效”。对确认继续有效或予以废止的国家标准，由国务院 

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指定的报刊上公布。 

第三十六条 对需要全面修订的国家标准，由其管理单位做好前期工作。国家标准修订的准备阶段工作应在管

理阶段进行，其他有关的要求应当符合制订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七条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国家标准应当进行局部修订： 

（一）国家标准的部分规定已制约了科学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应用； 

（二）国家标准的部分规定经修订后可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 

（三）国家标准的部分规定有明显缺陷或与相关的国家标准相抵触； 

（四）需要对现行的国家标准做局部补充规定。 

第三十八条 国家标准局部修订的计划和编制程序，应当符合工程建设技术标准局部修订的统一规定。 

第六章 国家标准的日常管理 

第三十九条 国家标准发布后，由其管理单位组建国家标准管理组，负责国家标准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十条 国家标准管理组设专职或兼职若干人。其人员组成，经国家标准管理单位报该国家标准管理部门审

定后报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一条 国家标准日常管理的主要任务是： 

（一）根据主管部门的授权负责国家标准的解释； 

（二）对国家标准中遗留的问题，负责组织调查研究、必要的测试验证和重点科研工作； 

（三）负责国家标准的宣传贯彻工作； 

（四）调查了解国家标准的实施情况，收集和研究国内外有关标准、技术信息资料和实践经验，参加相应的国际

标准化活动； 

（五）参与有关工程建设质量事故的调查和咨询； 

（六）负责开展标准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 

（七）负责国家标准的复审、局部修订和技术档案工作。 

第四十二条 国家标准管理人员在该国家标准管理部门和管理单位的领导下工作。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对其的领

导，进行经常性的督促检查，定期研究和解决国家标准日常管理工作中的问题。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推荐性国家标准可由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等单位编制计划、

组织制订。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4.4）《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监督规定》（2000 年 8 月 25 日建设部令 81 号） 

http://www.tzsjs.gov.cn/Resource/ContentShow/ItemHtml/2017-01/88709112/1880953894.html  

http://www.ccc.gov.cn/xxgk/jsfg/gz/2018-05-29-11460696.html  

http://zjw.hg.gov.cn/Info_1_185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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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加强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的监督工作，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新建、扩建、改建等工程建设活动，必须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是指直接涉及工程质量、安全、卫生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程建

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监督管理工作。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的职能分工负责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建设项目规划审查机关应当对工程建设规划阶段执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应当对工程建设勘察、设计阶段执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建筑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工程建设施工阶段执行施工安全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对工程建设施工、监理、验收等阶段执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第七条 建设项目规划审查机关、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建筑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的技术人员必须熟悉、掌握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第八条 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应当定期对建设项目规划审查机关、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建筑安全

监督管理机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实施强制性标准的监督进行检查，对监督不力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批评，建议

有关部门处理。 

     第九条 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应当对工程项目执行强制性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可以采取重

点检查、抽查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第十条 强制性标准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 

  (一)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是否熟悉、掌握强制性标准； 

  (二)工程项目的规划、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等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三)工程项目采用的材料、设备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四)工程项目的安全、质量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五)工程中采用的导则、指南、手册、计算机软件的内容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第十一条 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应当将强制性标准监督检查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告。 

     第十四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处理重大工程事故时，应当有工程建设标准方面的

专家参加；工程事故报告应当包括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意见。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检

举、控告、投诉。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处以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二)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 

     第十七条 勘察、设计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的，责令改正，并处以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造

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十九条 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强制性标准规定，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

照合格签字的，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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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造成工程质量、安全隐患或者工程事故的，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有关规定，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罚。 

     第二十一条 有关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

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第二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4.5）《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2001 年 11 月 5 日建设部令第 107 号）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312/t20131223_216635.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13-00789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

2013 年 12 月 11 日文件名称：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有 效 期：2014 年 02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6 号主 题 词：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已经第 9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

部部长 姜伟新 

                                             2013 年

12 月 11 日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行为，维护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建

筑市场的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以下简称工程发承包计价）管理，适用本

办法。 

  本办法所称建筑工程是指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本办法所称工程发承包计价包括编制工程量清单、最高投标限价、招标标底、投标报价，进行工程结算，以

及签订和调整合同价款等活动。 

  第三条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价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由市场竞争形成。 

  工程发承包计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发承包计价工作的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发承包计价工作的管理。其具体工作

可以委托工程造价管理机构负责。 

  第五条 国家推广工程造价咨询制度，对建筑工程项目实行全过程造价管理。 

  第六条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以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建筑工程（以下简称国有资金投资的建筑工程），

应当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非国有资金投资的建筑工程，鼓励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 

  国有资金投资的建筑工程招标的，应当设有最高投标限价；非国有资金投资的建筑工程招标的，可以设有最

高投标限价或者招标标底。 

  最高投标限价及其成果文件，应当由招标人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

案。 

  第七条 工程量清单应当依据国家制定的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工程量计算规范等编制。工程量清单应当

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八条 最高投标限价应当依据工程量清单、工程计价有关规定和市场价格信息等编制。招标人设有最高

投标限价的，应当在招标时公布最高投标限价的总价，以及各单位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

费、规费和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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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招标标底应当依据工程计价有关规定和市场价格信息等编制。 

  第十条 投标报价不得低于工程成本，不得高于最高投标限价。 

  投标报价应当依据工程量清单、工程计价有关规定、企业定额和市场价格信息等编制。 

  第十一条 投标报价低于工程成本或者高于最高投标限价总价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投标人的投标。 

  对是否低于工程成本报价的异议，评标委员会可以参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规定进行评审。 

  第十二条 招标人与中标人应当根据中标价订立合同。不实行招标投标的工程由发承包双方协商订立合同。 

  合同价款的有关事项由发承包双方约定，一般包括合同价款约定方式，预付工程款、工程进度款、工程竣工

价款的支付和结算方式，以及合同价款的调整情形等。 

  第十三条 发承包双方在确定合同价款时，应当考虑市场环境和生产要素价格变化对合同价款的影响。 

  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建筑工程，鼓励发承包双方采用单价方式确定合同价款。 

  建设规模较小、技术难度较低、工期较短的建筑工程，发承包双方可以采用总价方式确定合同价款。 

  紧急抢险、救灾以及施工技术特别复杂的建筑工程，发承包双方可以采用成本加酬金方式确定合同价款。 

  第十四条 发承包双方应当在合同中约定，发生下列情形时合同价款的调整方法： 

  （一）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影响合同价款的； 

  （二）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价格调整信息的； 

  （三）经批准变更设计的； 

  （四）发包方更改经审定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造成费用增加的； 

  （五）双方约定的其他因素。 

  第十五条 发承包双方应当根据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的规定，结合工程款、建设工期等情况在合同中约定预付工程款的具体事宜。 

  预付工程款按照合同价款或者年度工程计划额度的一定比例确定和支付，并在工程进度款中予以抵扣。 

  第十六条 承包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发包方提交已完成工程量报告。发包方收到工程量报告后，应当按

照合同约定及时核对并确认。 

  第十七条 发承包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定期或者按照工程进度分段进行工程款结算和支付。 

  第十八条 工程完工后，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竣工结算： 

  （一）承包方应当在工程完工后的约定期限内提交竣工结算文件。 

  （二）国有资金投资建筑工程的发包方，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对竣工结算文件进行审

核，并在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的约定期限内向承包方提出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出具的竣工结算文件审核意见；逾期

未答复的，按照合同约定处理，合同没有约定的，竣工结算文件视为已被认可。 

  非国有资金投资的建筑工程发包方，应当在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的约定期限内予以答复，逾期未答复的，按

照合同约定处理，合同没有约定的，竣工结算文件视为已被认可；发包方对竣工结算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答复期内

向承包方提出，并可以在提出异议之日起的约定期限内与承包方协商；发包方在协商期内未与承包方协商或者经协

商未能与承包方达成协议的，应当委托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进行竣工结算审核，并在协商期满后的约定期限内向承包

方提出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出具的竣工结算文件审核意见。 

  （三）承包方对发包方提出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竣工结算审核意见有异议的，在接到该审核意见后一个月

内，可以向有关工程造价管理机构或者有关行业组织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对本条第（一）项、第（二）项的期限没有明确约定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国家没有规定的，可认为其约定期限均为 28 日。 

  第十九条 工程竣工结算文件经发承包双方签字确认的，应当作为工程决算的依据，未经对方同意，另一方

不得就已生效的竣工结算文件委托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重复审核。发包方应当按照竣工结算文件及时支付竣工结算款。 

  竣工结算文件应当由发包方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造价工程师编制工程量清单、最高投标限价、招标标底、投标报价、工程结算审核和工程造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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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文件，应当签字并加盖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加强

对建筑工程发承包计价活动的监督检查和投诉举报的核查，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 

  （二）就有关问题询问签署文件的人员； 

  （三）要求改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本办法或者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二条 造价工程师在最高投标限价、招标标底或者投标报价编制、工程结算审核和工程造价鉴定中，

签署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记入造价工程师信用档案，依照《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进行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在建筑工程计价活动中，出具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

件的，记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档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通报。 

  第二十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筑工程计价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有关

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建筑工程以外的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原建设部 2001 年 11 月 5 日发布的《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

承包计价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07 号）同时废止。 

 

   

 

2.4.6）《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令 第 74 号 2000 年 3 月 1 日；建设部令 149 号  2006 年 3 月 22

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管理，提高工程造价咨询工作质量，维护建设市场秩序和社会公

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实施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

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是指接受委托，对建设项目投资、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提供专

业咨询服务的企业。 

     第四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当依法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工程

造价咨询活动。 

     第六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有关专业部门负责对本专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加盖有企业名称、资质等级及证书编号的执业印章，并由执行

咨询业务的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加盖执业印章。 

 

2.4.7）《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市建设部分，城乡规划部分，房屋建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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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建科[2006]319 号 2006-12-29 

http://www.shaanxijs.gov.cn/zhengce/2011/10/47288.shtml  

关于印发《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科[2006]319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委（建设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现将《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试点地区认真组织做好有关工作。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及建议，请及时告建设部科学技术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建筑门窗产品的节能性能，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建筑节能技术进步，提高建筑物的能源利用效率，

推进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以下简称“标识“)是指表示标准规格门窗的传热系数、遮阳系数、

空气渗透率、可见光透射比等节能性能指标的一种信息性标识。 

第四条 标识的申请遵循自愿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标识试点工作，接受建设部的监督。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的标识试点工作的监督。 

第六条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负责承担标识试点中技术性的评审、指导、咨询等工作。 

第七条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以下简称“标识实验室“)负责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产品抽样和样品

节能性能指标的检测与模拟计算，出具《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 

第三章 标识申请及程序 

第八条 申请标识的基本条件： 

(一)企业应持有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有关机构的登记注册证明; 

(二)企业应取得门窗生产许可证; 

(三)产品应具备可靠的质量保证体系，能正常批量生产; 

(四)产品应符合国家颁布的有关门窗标准，并通过产品型式检验。 

第九条 企业向标识实验室提出生产条件现场调查和产品节能性能检验委托。 

第十条 标识实验室对企业的生产条件进行现场调查，同时进行现场抽样;对样品进行实验室检测和模拟计算;并

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具《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报告应真实、可靠。 

第十一条 企业向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交以下材料： 

(一)标识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副本或登记注册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三)门窗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四)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 

(五)标识实验室出具的《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 

第十二条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对企业提交标识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

将通过审查的产品在网上公示，一个月内没有收到异议的，准许使用标识。 

第四章 标识使用与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标识包括证书和标签。证书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颁发并统一编号，标签由企业按照统一的样式、

规格以及标注规定自行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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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试点期间标识证书有效期为三年。企业应在有效期满前六个月重新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 企业应在产品的显著位置粘贴标签，并可在产品包装物、说明书及广告宣传中使用标识。 

在产品包装物、说明书及广告宣传中使用的标签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并应清晰可辨。 

第十六条 企业应建立证书和标签使用制度，每年向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报告证书和

标签的使用情况。 

第十七条 标识实验室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每年向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报送标识工

作情况。 

第十八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标识实验室不得继续承担标识试点过程的相关工作： 

(一)出具虚假报告; 

(二)泄露申请标识的企业或产品的商业秘密; 

(三)不能继续满足标识实验室的相关条件。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标识对产品进行虚假宣传，不得转让、伪造或冒用标识。 

第二十条 在证书有效期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暂停企业使用标识： 

(一)产品的生产条件与申请标识的要求不符; 

(二)产品达不到标识证书中的技术指标; 

(三)证书或标签的使用不符合规定要求。 

第二十一条 在证书有效期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撤销该产品的节能标识证书，企业不得使用该产品的节能

标识证书和标签： 

(一)经监督检查和检验判定获得标识的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二)标识暂停使用时间超过一年。 

被撤销标识证书的产品，自撤销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再次提出标识申请。 

第二十二条 在证书有效期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撤销企业该产品的节能标识证书，企业不得使用该产品的

节能标识证书和标签： 

(一)转让证书、标签或违反有关规定、损害标识信誉的; 

(二)以不真实的申请材料获得标识的; 

(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监督检查。 

被撤销标识证书的企业，自撤销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再次提出标识申请。 

第二十三条 标识实验室、企业有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情况之一时，省级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应提出意见报建设部，建设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予以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应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4.9）《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建标工[2007]13 号） 

http://www.windowlabel.cn/WebSiteW/News/ShowInfo.aspx?ArticleGuid=4f64a77c-5761-4d91-9d07-afcd2e685f9e 

http://www.scjzjn.com/mcbs_xgwj_xs.html?id1=151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的管理，确保试点工作的有序实施，依据建设部《建筑门

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以下简称“标识”）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包括标识申请、

审核、使用及监督管理等。 

  第三条  企业可按本细则的规定自愿申请标识。 

  第四条  本细则所称的标识包括证书和标签，属于信息性标识，是对企业某品种的标准规格门窗产品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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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能耗相关的性能指标的客观描述。 

  第五条  标识实验室和获得标识的企业应接受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的监督。 

  第六条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建，

受建设部委托，承担标识试点中的技术性评审、指导、咨询等工作。专家委员会及成员应遵守《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

识专家委员会章程》。 

  第七条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应能满足《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管理细则》规定的条件，按

照规定承担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产品抽样和样品节能性能指标的检测与模拟计算、出具《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

测评报告》、及其它委托工作。 

  第八条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应包括“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报告”和“建筑门窗节能性能

指标检测与模拟计算报告”两部分。 

  第九条  标识试点工作受建设部领导，接受建设部的监督。 

第二章  标识申请条件与程序 

  第十条  申请标识的企业及其产品应符合建设部《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规定的基本

条件。 

  第十一条  申请标识的企业应首先向标识实验室提出生产条件现场调查和产品节能性能检验委托，并应与

标识实验室签订《生产条件现场调查与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检验委托协议》。 

  第十二条  标识实验室应按照统一的现场调查规则对企业申请标识的产品的生产条件进行现场调查，并完

成“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报告”。 

产品的生产条件现场调查通过后，标识实验室对企业同条件生产的标准规格产品进行抽样、封样。 

  现场调查未通过的，标识实验室应于调查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向企业提交“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报告”，

同时通过“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www.ccsn.gov.cn）”上传。 

  第十三条  标识实验室应采用统一的软件和数据库对标准规格产品的节能性能指标进行模拟计算；同时，

按照相关标准对封样的标准规格产品的空气渗透率和传热系数进行实验室检测。 

标识实验室应按照统一格式完成“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指标检测与模拟计算报告”。 

  第十四条  自样品到达标识实验室之日起，标识实验室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

评报告》，并提交企业，同时应通过“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www.ccsn.gov.cn）”上传。标识实验室应对报告内

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第十五条  企业按要求填写《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申请表》，同时应通过“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

（www.ccsn.gov.cn）”上传，并将申请表和以下申请材料一并提交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 

  （一）营业执照副本或登记注册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二）门窗生产许可证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标识实验室出具的《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 

  （四）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五）产品说明。 

  上述材料应真实、完整。 

  第十六条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专家委员会按下列方式审查企业的申请材料： 

  （一）每个企业的标识申请材料至少由 5 名专家委员进行审查。审查专家从专家委员会中随机选择； 

  （二）审查采取会审、函审或者网上审查的形式； 

  （三）若审查专家一致同意，则该企业的申请通过审查；否则，应由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组织会议确定最终

的审查意见。 

  第十七条  通过审查的企业及其相应产品目录，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

（www.ccsn.gov.cn）”上统一公示。 

  第十八条  自公示之日起，15 日内没有收到异议的，将准许使用标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向企业颁

发标识证书，并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www.ccsn.gov.cn）”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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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对未通过审查的企业或产品，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向企业发出不授予标识的通知书，并说

明理由。 

  第二十条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定期汇总获得标识的产品与企业名录，并通过有关媒体公布。 

第三章  标识使用管理 

  第二十一条  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第二十二条  证书有效期满前六个月，愿继续使用标识的企业应向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交延期申请，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专家进行审查，确定延期时间。 

  第二十三条  未申请延期的企业，在证书有效期满后不得继续使用标识，证书将被注销，并在网上公布。 

  第二十四条  证书及其使用规定： 

  （一）证书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统一颁发、编号； 

  （二）证书镶嵌标志图形，证书内容包括证书编号、证书说明、企业名称、批准日期与有效期、标识产品目

录（包括产品标签编码、产品型号、传热系数、遮阳系数、空气渗透率、可见光透射比等信息）、查询网址等； 

  （三）企业可在产品广告、产品宣传材料上使用证书的有关内容； 

  （四）企业可在工程招标、产品销售过程中，向顾客出示证书。 

  第二十五条  标签及其使用规定： 

  （一）标签由企业按照统一样式、规格和标注规定自行印制； 

  （二）企业应在获得标识产品的显著位置粘贴标签，粘贴位置应有利于识别和市场监督； 

  （三）企业可将标签粘贴或直接印刷于产品包装物、产品使用说明书及广告宣传等印刷品上。直接印刷在印

刷品上的标签，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内容应清晰可辨。 

  第二十六条  标签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标签编号； 

  （二）企业名称； 

  （三）产品基本信息； 

  （四）标准规格产品的节能性能指标； 

  （五）批准日期与有效期； 

  （六）查询网址及声明。 

  第二十七条  企业应建立证书和标签使用制度，每年的 12 月 31 日前按要求向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建

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报告标识使用情况。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标识实验室应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接受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参加由建设部

标准定额研究所主持的能力评估。 

  第二十九条  在证书的有效期内，获得标识的企业及其相应产品应接受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部标

准定额研究所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标识对其产品进行虚假宣传、不得转让、伪造或冒用标识。 

对使用伪造的标识或冒用标识的企业，将予以通告，该企业在 3 年内不得申请标识。 

  第三十一条  在证书有效期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暂停使用标识： 

  （一）产品的生产条件与申请标识时不符； 

  （二）产品达不到标识证书中的技术指标； 

  （三）证书或标签的使用不符合规定要求。 

  第三十二条  在证书有效期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撤消该产品的证书，企业不得继续使用该产品的证书

和标签： 

  （一）经监督检查和检验判定获得标识的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二）标识暂停使用时间超过一年。 

  被撤消证书的产品，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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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条  在证书有效期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撤销企业的标识证书，企业不得继续使用证书和标

签： 

  （一）转让证书、标签或违反有关规定、损害标识信誉的； 

  （二）以不真实的申请材料获得标识的； 

  （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监督检查的。 

  被撤消证书的企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标识。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建设部《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和本细则的行为，

均可向建设部科学技术司、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反映。 

  第三十五条  企业对标识实验室检测的结果有异议时，可向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申请复核。对申请复核

的企业及其相应产品，可指定另一标识实验室重新进行检测，并以其检测结果作为复核依据之一，经专家委员会审核

确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细则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2：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管理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统一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以下简称“标识实验室”）的申请条件及确定程序，明确标

识实验室工作职责范围及行为规范，加强对标识实验室监督管理，根据《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

和《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标识实验室的申请、确定和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的标识实验室是指为开展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按规定程序申请并被确定的，

受委托承担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节能性能指标检测、模拟计算任务及其它相关工作的机构。 

第二章  申请条件及确定程序 

  第四条  申请标识实验室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具备相应的办公场所、实验场所与设备等实验条件和其它必要基础设施；必须具有足够的建筑门窗空

气渗透率和传热系数检测能力，并通过计量认证及实验室认可； 

  （三）承担过省部级建筑节能科研课题或参加过建筑节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编制，并从事建筑节能研究或

相关检测工作 5 年以上； 

  （四）从事实验室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具有建筑热工、建筑材料、机械或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的不少

于 6 人；具备上岗资格的实验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中通过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组织的模拟计算培训考

试取得合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3 人，经培训合格的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员不少于 2 人； 

  （五）具备完善的实验室管理办法和运行规章制度，仪器设备管理规范； 

  （六）从事实验室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应了解国家建筑节能政策、相关标准、建筑门窗的行业状况和生产加

工工艺； 

  （七）不得同时从事建筑门窗生产、销售、监制或监销等。 

  第五条  申请标识实验室时，应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申请表》，同时应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www.ccsn.gov.cn）”

上申报； 

  （二）申请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和法人营业执照（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申请单位的基本情况； 

  （四）从事建筑门窗研究和检测工作的业绩。 

  第六条  标识实验室的申请和确定程序： 

  （一）申请单位按统一格式向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秘书处提交《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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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及相关材料； 

  （二）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技术评定，提出评审意

见； 

  （三）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确定通过评审的实验室作为标识实验室，并在网上公示。15

个工作日内未收到异议的，将予以公布，并向申请单位颁发《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证书》和铭牌，通知地方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章  职责与管理 

  第七条  标识实验室的职责包括： 

  （一）负责对申请企业的生产条件进行现场调查； 

  （二）负责标准规格产品的现场封样； 

  （三）负责样品的节能性能指标检测与模拟计算，并出具《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 

  （四）承担受委托的其它相关工作。 

  第八条  标识实验室应本着科学、公正的原则从事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保守受检产品

及企业的技术和商业秘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九条  标识实验室应确定实验室负责人和测评报告批准人，并报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备案。实验室负

责人应具有较强的建筑节能研究、检测与组织管理能力。 

  第十条  标识实验室应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重视和加强质量管理。注重检测设备仪器的维护、保养及标

定工作，确保检测数据的科学与公正；重视和保持高技术水平的能力建设和严格的职业道德建设，调查、检测和计算

人员应独立开展工作，不受外界因素及经济利益的影响。 

  第十一条  标识实验室应严格按照规定开展工作，及时将《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上报建设部建

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秘书处。 

  第十二条  标识实验室应当建立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技术档案，并确保档案的完整、真实和有效。 

  第十三条  标识实验室应于每年的 12 月 31 日前以书面形式向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部标准定额研

究所报告当年的标识工作情况，同时通过“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www.ccsn.gov.cn）”上传。 

  第十四条  标识实验室在从事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时，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按有关标准、要求和方法进行现场调查、检测或模拟计算等工作； 

  （二）伪造检测或模拟计算结论或者出具虚假报告； 

  （三）从事建筑门窗的生产、销售活动，或者以其名义推荐、监制或监销建筑门窗； 

  （四）超标准收取检验费用； 

  （五）违反自愿原则，强行要求企业送样检测； 

  （六）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评估、考核与监督 

  第十五条  标识实验室应参加实验室能力验证或评估。达不到要求的实验室，应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并达到要求。整改期间，不得继续受理标识相关业务。 

  第十六条  标识实验室的仪器检测能力和模拟计算能力发生变化时，应及时上报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 

  第十七条  标识实验室应接受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的监督。凡有下列情况之一

者，标识实验室不得继续承担标识的相关工作： 

  （一）出具虚假报告； 

  （二）泄露申请标识的产品或企业的技术和商业秘密； 

  （三）从事或参与建筑门窗的生产、销售活动； 

  （四）未通过能力评估且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 

  （五）不按规定开展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的； 

  （六）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其它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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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  标识实验室统一命名为“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 

  第十九条  标识实验室开展的各项服务工作的收费标准应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细则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条 工程建设项目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土木工程、设备安装、管道线路敷设、装饰装修等固定资产投资的新

建、扩建、改建以及技改等建设项目，通称为工程建设项目。凡在我国境内投资兴建的工程建设项目，都必须实行报

建制度，接受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工程建设项目由建设单位或其代理机构在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其他立项文件被批准后，须向当地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进行报建，交验工程项目立项的批准文件，包括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以及批准的建

设用地等其他有关文件。 

 

2.4.10）《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的通知》(建科〔2010〕93 号 2010-06-18)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007/t20100713_201479.html 

http://www.gov.cn/zwgk/2010-07/13/content_1652832.htm  

索 引 号：000013338/2010-00299 主题信息：节能减排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

2010 年 06 月 18 日文件名称：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建科[2010]93

号主 题 词：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委及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建科[2006]319 号）印发后，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有

关企业高度重视，认真组织落实，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以下简称“门窗标识”）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为进一步

加强门窗标识工作，促进门窗行业技术进步，确保建筑节能取得实效，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门窗标识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我国每年建筑门窗生产应用量大，门窗能耗约占建筑围护结构能

耗的 50%，建筑总能耗的 25%。提高门窗的节能性能是降低建筑物能耗的有效措施之一，是确保建筑节能取得实效

的重要手段。门窗标识明示门窗的节能性能指标，反映门窗节能性能的优劣，是建筑能效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门窗

标识制度可为建筑节能设计、工程质量监督、引导消费提供可靠依据，对促进节能门窗开发应用，提高门窗节能性

能，推动门窗行业技术进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明确工作目标。要利用 3 年左右时间，对全国规模以上门窗企业的主要产品进行节能标识，努力提高当

前主要门窗产品的节能性能，使获得标识的门窗广泛应用于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三、加强门窗标识队伍建设。加强对门窗标识实验室从业人员的培训和业务指导，继续推进对门窗标识实验

室的确定和考核工作，实现门窗标识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布局。提高门窗标识测评能力，开展门窗标识实验室

之间的测评能力比对，确保测评结果的准确性和可复验性。抓紧编制《建筑门窗标识测评技术导则》，进一步完善建

筑玻璃数据库，积极开发并推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识测评模拟计算软件。 

  四、完善政策措施，加强管理。要抓紧研究制定促进和规范门窗标识市场发展的政策措施，结合建筑节能监

管体系建设制定门窗标识管理办法，建立健全相关的协同推进机制和门窗标识管理机制，加快门窗标识测评和证书

发放工作。 

  五、加大门窗标识推广力度。财政投资建设的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保障性住房等项目，应优先采用获

得节能标识的门窗产品；建筑节能示范工程、绿色建筑示范工程、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工程，应采用获得节能标

识的门窗产品；在建筑能效测评、工程招标过程中，对门窗的节能性能指标要求应当采信门窗标识的信息。 

  六、开展门窗标识制度宣传培训。要充分发挥网络、电视、报刊等媒体的作用，加大门窗标识工作的宣传，

使更多的企业、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和社会公众充分了解门窗标识制度、正确使用门窗标识。 

  七、加强门窗标识全过程监督。要按照《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建科[2006]319 号）的

要求，对获得节能标识的门窗及其生产企业、门窗标识实验室和节能标识门窗的应用工程进行监督检查，并将门窗标

识工作列为建筑节能专项检查的内容，切实查处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 

  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及时将本地区门窗标识工作的实施情况、问题和建议报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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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八日 

 

2.4.11）《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实施细则》（建标工[2012]87 号） 

http://www.windowlabel.cn/WebSiteW/News/ShowInfo.aspx?ArticleGuid=d29ebd28-32ce-4584-9a93-075d749b6e02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的管理，确保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的有序实施，依据《建筑

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建科[2006]319 号），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以下简称“标识”）工作的组织实施，包括标识申请、审核、使

用及监督管理等。 

第三条  门窗生产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可按本细则的规定自愿申请标识。 

第四条  本细则所称的标识包括证书和标签，是对企业某品种的标准规格门窗产品节能性能指标的客观描述。 

第五条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以下简称“标识实验室”）和获得标识的企业应接受地方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的监督。 

第六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建，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承担标识工作中的技术性审查、审核、指导、咨询等工作。专

家委员会及成员应遵守《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章程》。 

第七条  标识实验室应能满足《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管理细则》规定的条件，按照规定承担企业生产条

件现场调查、产品抽样和样品节能性能指标的检测与模拟计算、出具《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及其他委托

工作。 

第八条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包括《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报告》、《检验报告》和《建筑门窗节

能性能模拟计算报告》三个部分。 

第二章  标识申请条件与程序 

第九条  申请标识的企业及其产品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企业应持有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有关机构的登记注册证明； 

（二）产品应具备可靠的质量保证体系，能正常批量生产；  

（三）产品应符合国家颁布的有关门窗标准，并通过产品型式检验。 

第十条  申请标识的企业可委托任一标识实验室进行生产条件现场调查和产品节能性能检测、模拟计算，并按

要求提交测评所需的相关材料。 

第十一条  标识实验室应按照统一的现场调查细则对企业申请标识的产品的生产条件进行现场调查，并完成《企

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报告》。 

产品的生产条件现场调查通过后，标识实验室对企业同条件生产的标准规格产品进行抽样、封样。 

现场调查未通过的，企业应按要求进行整改，并应在一月内完成整改。若整改后，第二次现场调查仍未通过，则

判定该企业不符合门窗标识申请条件，终止该企业的标识测评工作，同时通过“中国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网

(www.windowlabel.cn)”上传。 

第十二条  标识实验室应采用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用软件(MOC-I)进行模拟计算，同时按照相关标准对样品

的空气渗透率和传热系数进行检测。玻璃的光学性能应优先采信中国玻璃数据库的数据。 

标识实验室应按照统一格式完成《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 

第十三条  自样品到达标识实验室之日起，标识实验室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并向企业出具《建筑门窗节能性

能标识测评报告》，同时应通过“中国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网(www.windowlabel.cn)”上传。标识实验室应对报告内

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第十四条  企业按要求填写《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申请表》，同时应通过“中国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网

(www.windowlabel.cn)”上传，并将申请表和下列申请材料一并提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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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二）产品的全项型式检验报告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标识实验室出具的《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及其附件的原件。 

上述材料应真实、完整。 

第十五条  专家委员会按下列方式审查企业的申请材料： 

（一）每个企业的标识申请材料由 3~5 名专家委员进行审查，审查专家从专家委员会中随机选择； 

（二）审查采取会审、函审或者网上审查的形式。 

第十六条  通过审查的企业及其相应产品目录在“中国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网(www.windowlabel.cn)”上公示。 

第十七条  自公示之日起，30 日内没有收到异议的，将准许使用标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在

7 个工作日内向企业颁发标识证书，并在“中国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网(www.windowlabel.cn)”上公布。 

第十八条  对未通过审查的企业或产品，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向企业发出不授予标识的通知书。 

第三章  标识使用管理 

第十九条  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第二十条  证书有效期满前六个月，企业应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交换证申请，经专家委员会

审查通过后，重新颁发证书并在网上予以公布。 

第二十一条  未申请延期的企业，在证书有效期满后不得继续使用标识，证书将被注销，并在网上公布。 

第二十二条  证书及其使用规定： 

（一）证书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统一印制、编号、颁发； 

（二）证书镶嵌标志图形，证书内容包括证书编号、产品名称、企业名称、有效期、发证日期、发证机构、产品

标签编号、玻璃配置、传热系数、遮阳系数、空气渗透率、可见光透射比、适宜地区、查询网址等； 

（三）企业可在产品广告、产品宣传材料上使用证书的有关内容； 

（四）企业可在工程招标、产品销售过程中，向顾客出示证书。 

第二十三条  标签及其使用规定： 

（一）标签由企业按照规定的样式、规格和标注自行印制； 

（二）企业应将标签粘贴在标识产品的右下角； 

（三）标签可以直接印刷于产品包装物、产品使用说明书及广告宣传等印刷品上，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内容应

清晰可辨。 

第二十四条  标签应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一）标签编号； 

（二）企业名称； 

（三）产品名称； 

（四）产品描述（框材、玻璃）； 

（五）适宜地区； 

（六）产品的节能性能指标； 

（七）查询网址及声明。 

第二十五条  企业应建立标识证书和标签使用制度，并于每年的 12 月 31 日前按要求向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报告标识使用情况。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标识实验室应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接受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参加由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的能力评估。 

第二十七条  在证书的有效期内，获得标识的企业及其相应产品应接受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标识对其产品进行虚假宣传、不得转让、伪造或冒用标识。 

第二十九条  在证书有效期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暂停使用标识：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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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的生产条件达不到申请标识的要求； 

（二）产品达不到标识证书中的技术指标； 

（三）证书或标签的使用不符合规定要求。 

第三十条  在证书有效期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撤销该产品的证书，企业不得继续使用该产品的证书和标

签： 

（一）经监督检查、检验判定获得标识的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二）标识暂停使用时间超过一年。 

被撤销证书的产品，自撤销之日起 3 年内该产品不能再次申请标识。 

第三十一条  在证书有效期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撤销企业的标识证书，企业不得继续使用证书和标签： 

（一）转让证书、标签或违反有关规定、损害标识信誉的； 

（二）以不真实的申请材料获得标识的； 

（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监督检查的。 

被撤销证书的企业，自撤销之日起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标识。 

第三十二条  企业对标识实验室测评的结果有异议时，可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申请复核。对申

请复核的企业及其相应产品，可指定另一标识实验室重新进行测评，并以其测评结果作为复核依据之一，经专家委员

会审核后确定。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和本细则的行为，均可向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反映。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标识测评的具体技术要求应按《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导则》RISN-TG013-2012 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细则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管理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统一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以下简称“标识实验室”）的申请条件及确定程序，明确标识实

验室职责范围及行为规范，加强对标识实验室监督管理，根据《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建科

[2006]319 号）和《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实施细则》（建标工[2012]87 号），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标识实验室的申请、确定和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的标识实验室是指为开展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按规定程序申请并被确定，承担测

评及其他工作的机构。 

第二章  申请条件及确定程序 

第四条  申请标识实验室的机构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具备相应的办公场所、实验场所与设备等实验条件和其他必要基础设施；必须具有足够的建筑门窗气密性

能和保温性能检测能力，对应的检测项目应通过实验室资质认定及国家实验室认可； 

（三）承担过省部级建筑节能科研课题或参加过建筑节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编制，并从事建筑节能研究和建筑

门窗检测工作 5 年以上； 

（四）从事实验室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具有建筑热工、建筑材料、机械等专业中级以上职称的不少于 6 人，

实验室技术负责人应具备高级及以上职称；具备上岗资格的实验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中取得模拟计算培训合格证书

的人员不少于 3 人，经培训合格的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员不少于 2 人； 

（五）具备完善的实验室管理制度，仪器设备管理规范； 

（六）从事实验室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应熟悉国家建筑节能政策、相关标准、建筑门窗的行业状况和生产加工工

艺； 

（七）不得同时从事建筑门窗生产、销售、监制或监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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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申请标识实验室的机构应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申请表》； 

（二）申请机构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和法人营业执照（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申请单位及相关人员的基本情况介绍； 

（四）从事相关研究和检测工作的业绩介绍。 

第六条  标识实验室的申请和确定程序： 

（一）申请机构按统一格式提交《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同时完成在“中国建筑门

窗节能性能标识网(www.windowlabel.cn)”上的申报； 

（二）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对材料审查合格的实验室进行现场技术评定，提

出评审意见； 

（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确定通过评审的实验室作为标识实验室，并在网上

公示。30 日内未收到异议的，予以公布，并向申请机构颁发《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证书》和铭牌，通知地

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章  职责与管理 

第七条  标识实验室的职责包括： 

（一）负责对申请企业的生产条件进行现场调查； 

（二）负责标准规格产品的现场封样； 

（三）负责样品的节能性能指标检测与模拟计算，并出具《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 

（四）承担受委托的其他相关工作。 

第八条  标识实验室应遵循科学、公正的原则开展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保守受检产品及企

业的技术和商业秘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九条  标识实验室应确定实验室负责人和测评报告批准人，并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备案。实

验室负责人应具有较强的建筑节能研究、检测与组织管理能力。 

第十条  标识实验室应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重视和加强质量管理。注重检测设备仪器的维护、保养、标定及

检定工作，确保检测数据的科学与公正；加强测评能力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实验室人员应独立开展工作，不受外界

因素及经济利益的影响。 

第十一条  标识实验室应当建立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技术档案，并确保档案的完整、真实和有效。 

第十二条  标识实验室应于每年的 12 月 31 日前以书面形式向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

定额研究所报告当年的标识工作情况，同时通过“中国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网(www.windowlabel.cn)”上传。 

第十三条  标识实验室在从事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时，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按有关标准、要求和方法进行现场调查、检测或模拟计算等工作； 

（二）伪造检测、模拟计算结论或者出具虚假报告； 

（三）从事或参与建筑门窗的生产、销售活动，或者以其名义推荐、监制或监销建筑门窗； 

（四）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评估、考核与监督 

第十四条  标识实验室应参加实验室能力验证或评估。达不到要求的实验室，应于 30 日内完成整改，并达到要

求。整改期间，不得继续受理标识相关业务。 

第十五条  标识实验室的测评能力发生变化时，应及时上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 

第十六条  标识实验室应接受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的监督。凡有下列情

况之一者，标识实验室不得继续承担标识的相关工作： 

（一）出具虚假报告； 

（二）泄露申请标识的产品或企业的技术和商业秘密； 

（三）从事或参与建筑门窗的生产、销售活动，或者以其名义推荐、监制或监销建筑门窗； 

（四）未通过能力评估且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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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按规定开展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的； 

（六）连续两年未开展实际测评工作； 

（七）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标识实验室统一命名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 

第十八条  本细则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4.1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8.03.01 全国人大（常委会））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5-08/05/content_20920.htm 

http://119.people.com.cn/n/2015/1029/c225534-27754191.html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业健

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活动，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法。 

  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 

  第三条 建筑活动应当确保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符合国家的建筑工程安全标准。 

  第四条 国家扶持建筑业的发展，支持建筑科学技术研究，提高房屋建筑设计水平，鼓励节约能源和保护环

境，提倡采用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先进工艺、新型建筑材料和现代管理方式。 

  第五条 从事建筑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建筑活动。 

  第六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筑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 

  （二）有与其从事的建筑活动相适应的具有法定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从事相关建筑活动所应有的技术装备；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

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

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第十四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并在执业资格证书许可的

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第十八条 建筑工程造价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在合同中约定。公开招标发包的，其

造价的约定，须遵守招标投标法律的规定。 

  发包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项。 

   第二十一条 建筑工程招标的开标、评标、定标由建设单位依法组织实施，并接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

督。 

  第二十二条 建筑工程实行招标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依法中标的承包单位。建筑工程

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 

  第二十三条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发包单位将招标发包的建筑工程发包给指定的承

包单位。 

  第二十四条 提倡对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禁止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 

  建筑工程的发包单位可以将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一并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也可

以将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的一项或者多项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但是，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

包单位完成的建筑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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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条 国家推行建筑工程监理制度。 

  国务院可以规定实行强制监理的建筑工程的范围。 

  第三十一条 实行监理的建筑工程，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建设单位与

其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订立书面委托监理合同。 

  第三十二条 建筑工程监理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对

承包单位在施工质量、建设工期和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代表建设单位实施监督。 

  工程监理人员认为工程施工不符合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的，有权要求建筑施工企业改

正。 

  工程监理人员发现工程设计不符合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或者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应当报告建设单位要求

设计单位改正。 

  第三十三条 实施建筑工程监理前，建设单位应当将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的内容及监理权限，书面通

知被监理的建筑施工企业。 

    第五十五条 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的，工程质量由工程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

他单位的，应当对分包工程的质量与分包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分包单位应当接受总承包单位的质量管理。 

  第五十六条 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单位必须对其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勘察、设计文件应当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技术规范以及合同的约定。设计文件选用的建

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针，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五十七条 建筑设计单位对设计文件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得指定生产厂、供货商。 

  第五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对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偷工减料。工程设计的修改由原设计单位

负责，建筑施工企业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 

  第五十九条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的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

和设备进行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六十条 建筑物在合理使用寿命内，必须确保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的质量。 

  建筑工程竣工时，屋顶、墙面不得留有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对已发现的质量缺陷，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修

复。 

  第六十一条 交付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数据

和经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 

  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六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筑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都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进行检举、控告、投诉。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对不符合开

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处以罚款。 

  第六十五条 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将建筑工程肢

解发包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

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吊销资质证书，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对因该项承揽

工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建筑施工企业与使用本企业名义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六十七条 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126 / 3277 页 

 

  承包单位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对因转包工程或者违法分包的工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

与接受转包或者分包的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六十八条 在工程发包与承包中索贿、受贿、行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分

别处以罚款，没收贿赂的财物，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对在工程承包中行贿的承包单位，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

证书。 

  第六十九条 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责令改正，处

以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工程监理单位转让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

吊销资质证书。 

  第七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一条 建筑施工企业违反本法规定，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责令改正，可以处

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筑施工企业的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职工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二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违反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

降低工程质量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三条 建筑设计单位不按照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进行设计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造成工程质

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四条 建筑施工企业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其

他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行为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建筑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建筑施工企业违反本法规定，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

罚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屋顶、墙面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六条 本法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

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决定。 

  依照本法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对不具备相应资质等级条件的单位颁发该等级资质证书的，由其上级机关责

令收回所发的资质证书，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七十八条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限定发包单位将招标发包的工程发包给指定的

承包单位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九条 负责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施工条件的建筑工程颁发施工许

可证的，负责工程质量监督检查或者竣工验收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不合格的建筑工程出具质量合格文件或者按合

格工程验收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由

该部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八十条 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受到损害的，有权向责任者要求赔偿。 

 

2.4.1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释义） 

建筑法是一部重要的产业立法，在这部法律中所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所要适应的是社会主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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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所要确立的是保障建筑业健康发展的秩序，因此建筑法的立法指导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立法的宗旨在于促进发展 

   在建筑法的第一条中就以明确的语言表明了制定这部法律的宗旨，或者说是立法的出发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

它是指要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也就是要将建筑活动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依法进行管理，并切实有所加强；

要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就是肯定建筑活动是一种市场活动，应当遵守市场的规则，有秩序的进行，不允许有破坏市

场、扰乱秩序的行为，否则就要受到限制和惩处；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这是促进发展的前提。总之，在建筑

法中，所集中体现出来的宗旨就是要使建筑业健康地向前发展，这里所以指明是“健康地”，一个用意是建筑业的发

展应当坚持正确的方向，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手段去追求发展，而不能走入歪门邪道，以不正当的手段，对待建筑

活动，那样是难以实现发展的；另一个用意是建筑业中不健康、不正当的现象应当坚决排除，即为法律所不允许。因

此，了解和运用建筑法，就应自觉地使建筑活动步入健康的轨道，而这个轨道正是依照建筑法而规范的。 

2.4.14）《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1989,2017)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88-12/29/content_1481259.htm 

http://www.zhb.gov.cn/gzfw_13107/zcfg/fl/201605/t20160522_343368.shtml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04/content_2031446.htm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1989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１９８

８年１２月２９日通过，现予公布， 自１９８９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杨尚昆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９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技术进步，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维护国家和人民

的利益，使标准化工作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需要，制定本法。 

  第二条 对下列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标准： 

  （一）工业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等级或者安全、卫生要求。 

  （二）工业产品的设计、生产、检验、包装、储存、运输、使用的方法或者生产、储存、运输过程中的安全、

卫生要求。 

  （三）有关环境保护的各项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四）建设工程的设计、施工方法和安全要求。 

  （五）有关工业生产、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术语、符号、代号和制图方法。重要农产品和其他需要制

定标准的项目，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条 标准化工作的任务是制定标准、组织实施标准和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标准化工作应当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条 国家鼓励积极采用国际标准。 

  第五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管理本部门、

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标准化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分工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 

  市、县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规定的各自的职责，管理本

行政区域内的标准化工作。 

第二章 标准的制定 

  第六条 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国家标准。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制定。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行业标准。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在公布国家标准之后，该项行业标准即行废止。对没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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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可以制定地方标准。地

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在公布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之后，该项地方标准即行废止。 

  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企业的产品标准须

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部适用。 

  法律对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地方标准，在本行政区域内是

强制性标准。 

  第八条 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环境。 

  第九条 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提高经济效益，并符合使用要求，有

利于产品的通用互换，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第十条 制定标准应当做到有关标准的协调配套。 

  第十一条 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对外贸易。 

  第十二条 制定标准应当发挥行业协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作用。 

  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组织由专家组成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标准的草拟，参加标准草案的审查工作。 

  第十三条 标准实施后，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审，以确认

现行标准继续有效或者予以修订、废止。 

第三章 标准的实施 

  第十四条 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推荐性标准，国家

鼓励企业自愿采用。 

  第十五条 企业对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产品，可以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标准化行

政主管部门授权的部门申请产品质量认证。认证合格的，由认证部门授予认证证书，准许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使用规

定的认证标志。 

  已经取得认证证书的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以及产品未经认证或者认证不合格的，不得使

用认证标志出厂销售。 

  第十六条 出口产品的技术要求，依照合同的约定执行。 

  第十七条 企业研制新产品、改进产品，进行技术改造，应当符合标准化要求。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检验机构，或者授权 

  其他单位的检验机构，对产品是否符合标准进行检验。法律、行政法规对检验机构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处理有关产品是否符合标准的争议，以前款规定的检验机构的检验数据为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已经授予认证证书的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出厂销售的，由标准化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认证部门撤销其认证证书。 

  第二十二条 产品未经认证或者认证不合格而擅自使用认证标志出厂销售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销售，并处罚款。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对没收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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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

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

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标准化工作的监督、检验、管理人员违法失职、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法实施条例由国务院制定。 

  第二十六条 本法自１９８９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017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1988 年 12 月 29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17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标准的制定 

    第三章 标准的实施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标准化工作，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维

护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标准（含标准样品），是指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等领域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 

    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

业标准、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国家鼓励采用推荐性标准。 

    第三条 标准化工作的任务是制定标准、组织实施标准以及对标准的制定、实施进行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标准化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标准化工作经费纳入本级预算。 

    第四条 制定标准应当在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和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调查论证，广泛征求意见，保证标

准的科学性、规范性、时效性，提高标准质量。 

    第五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管理本部门、

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标准化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 

    第六条 国务院建立标准化协调机制，统筹推进标准化重大改革，研究标准化重大政策，对跨部门跨领域、存

在重大争议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进行协调。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建立标准化协调机制，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标准化工作重

大事项。 

    第七条 国家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教育、科研机构等开展或者参与标准化工作。 

    第八条 国家积极推动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开展标准化对外合作与交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结合国情采用

国际标准，推进中国标准与国外标准之间的转化运用。 

    国家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教育、科研机构等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第九条 对在标准化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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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标准的制定 

    第十条 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

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责负责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项目提出、组织起草、征求意见和技术审查。国务院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立项、编号和对外通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拟制定的强

制性国家标准是否符合前款规定进行立项审查，对符合前款规定的予以立项。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立项建议，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决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

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立项的，会同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批准发布或者授权批准发布。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对强制性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对满足基础通用、与强制性国家标准配套、对各有关行业起引领作用等需要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

推荐性国家标准。 

    推荐性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二条 对没有推荐性国家标准、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可以制定地方标准。 

    地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特殊需要，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制定本行政区域

的地方标准。地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由国

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四条 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标准项目，

制定标准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优先立项并及时完成。 

    第十五条 制定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应当在立项时对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企业、社会团体、消费者和教

育、科研机构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查，对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评估；在制定过程中，应当按照便

捷有效的原则采取多种方式征求意见，组织对标准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分析、实验、论证，并做到有关标准之间的协调

配套。 

    第十六条 制定推荐性标准，应当组织由相关方组成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承担标准的起草、技术审查工作。

制定强制性标准，可以委托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承担标准的起草、技术审查工作。未组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应

当成立专家组承担相关标准的起草、技术审查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专家组的组成应当具有广泛代表性。 

    第十七条 强制性标准文本应当免费向社会公开。国家推动免费向社会公开推荐性标准文本。 

    第十八条 国家鼓励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

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由本团体成员约定采用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 

    制定团体标准，应当遵循开放、透明、公平的原则，保证各参与主体获取相关信息，反映各参与主体的共同需

求，并应当组织对标准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分析、实验、论证。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团体标准的制定进行规范、引导和监督。 

    第十九条 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制定企业标准，或者与其他企业联合制定企业标准。 

    第二十条 国家支持在重要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等领域利用自主创新技术制定团体标准、企

业标准。 

    第二十一条 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标

准的相关技术要求。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制定高于推荐性标准相关技术要求的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第二十二条 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科学合理利用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增强产品的安全性、通用性、可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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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性，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禁止利用标准实施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通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国家推进标准化军民融合和资源共享，提升军民标准通用化水平，积极推动在国防和军队建设

中采用先进适用的民用标准，并将先进适用的军用标准转化为民用标准。 

    第二十四条 标准应当按照编号规则进行编号。标准的编号规则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三章 标准的实施 

    第二十五条 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服务，不得生产、销售、进口或者提供。 

    第二十六条 出口产品、服务的技术要求，按照合同的约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国家实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企业应当公开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推

荐性标准、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企业执行自行制定的企业标准的，还应当公开产品、服务的功能指

标和产品的性能指标。国家鼓励团体标准、企业标准通过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开。 

    企业应当按照标准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其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企业公开标准的技术要求。 

    第二十八条 企业研制新产品、改进产品，进行技术改造，应当符合本法规定的标准化要求。 

    第二十九条 国家建立强制性标准实施情况统计分析报告制度。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建立标准实施信息反馈和评估机制，根据反馈和评估情况对其制定的标准进行复审。标准的复审周期一般不超

过五年。经过复审，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技术进步的应当及时修订或者废止。 

    第三十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标准实施信息反馈、评估、复审情况，对有关标准之间重复交叉或

者不衔接配套的，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处理或者通过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机制处理。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和宣传工作，传播标准化理念，推广标准化经

验，推动全社会运用标准化方式组织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发挥标准对促进转型升级、引领创新驱动的支撑作用。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标准的制定进行指

导和监督，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标准制定、实施过程中出现争议的，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组织协商；协商不成的，由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机制解决。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未依照本法规定

对标准进行编号、复审或者备案的，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其说明情况，并限期改正。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举报、投诉违反本法规定的

行为。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受理举报、投诉的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并

安排人员受理举报、投诉。对实名举报人或者投诉人，受理举报、投诉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告知处理结果，为举报人

保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生产、销售、进口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不符合强制性标准，或者企业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不符

合其公开标准的技术要求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生产、销售、进口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查处，记入信

用记录，并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公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企业未依照本法规定公开其执行的标准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在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公示。 

    第三十九条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标准不符

合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及时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公

告废止相关标准；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132 / 3277 页 

 

    社会团体、企业制定的标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废止相关标准，并在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上公示。 

    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利用标准实施排除、限制市场竞争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条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未依照本法规定对

标准进行编号或者备案，又未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改正的，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撤销相关标准编号

或者公告废止未备案标准；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未依照本法规定对其制定的标

准进行复审，又未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改正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未依照本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对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项目予以立

项，制定的标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或者未依照本法规定对标准进行编号、复审

或者予以备案的，应当及时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二条 社会团体、企业未依照本法规定对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进行编号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撤销相关标准编号，并在标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上公示。 

    第四十三条 标准化工作的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军用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办法，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 

    第四十五条 本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4.15）《工程建设标准复审管理办法》(2006 年 9 月 4 日  建标[2006]221 号) 

http://www.china.com.cn/law/flfg/txt/2006-09/13/content_7157099.htm 

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建设标准复审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标[2006]221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国家人防办，各有关协会，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工程建设标准化的管理，规范工程建设标准的复审工作，不断提高工程建设标准的质量和技术水平，

根据《标准化法》、《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我部组织制定了《工程建设标准复审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 00 六年九月四日 

工程建设标准复审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工程建设标准的复审工作，不断提高工程建设标准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促进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的应用，根据《标准化法》、《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工程建设行业标准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复审。经备案的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的

复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参照本办法另行制定。 

    本办法所称复审是指对现行工程建设标准的适用范围、技术水平、指标参数等内容进行复查和审议，以确认

其继续有效、废止或予以修订的活动。 

  第三条  工程建设标准的复审，一般在标准实施后五年进行一次。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及时进行复

审： 

  一、不适应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调整、产品更新换代或科学技术发展需要的。 

  二、不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定或开展国际贸易需要的。 

  三、所引用的或相关的技术标准进行了重大修改、修订并批准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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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重大突发性事件、自然灾害、工程质量或安全事故发生后需要的。 

  五、标准实施中有重要反馈意见的。 

  工程建设标准的复审，一般由标准主编单位或有关组织单位提出申请，并按《工程建设标准复审申请表》

（附件一）的要求报请标准批准部门同意后开展。 

  第四条  工程建设标准的复审工作应当由标准批准部门负责组织。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的复审工作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的复审工作由国务院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负责组织；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复审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组织。 

  第五条  工程建设标准的批准部门应当将标准复审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并为复审工作的开展创造条件。 

  第六条  工程建设标准的复审工作应当符合下列程序： 

  一、标准批准部门按照本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拟定复审工作年度计划、组织方案，年度计划包括标准名称及编

号、主编单位、进度要求等； 

  二、主编单位或组织单位拟定复审工作实施方案，按要求完成复审工作，并填写《工程建设标准复审审议意

见表》（附件二），报标准批准部门； 

  三、标准批准部门对工程建设标准复审审议意见进行审核，确定标准的复审意见。 

  第七条  工程建设标准的复审可以采取会审、函审或网上审议方式。参加复审人员应当包括标准的管理机

构代表、主要编制人员和熟悉该标准的有关专家。 

  第八条  工程建设标准复审的审议意见应当按下列原则确定： 

  一、部分技术内容不再适用、与上级标准重复或矛盾、不满足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等，应当建议修订或局部修

订。 

  二、全部技术内容不再适用、与上级标准重复或矛盾、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等，应当建议废止。 

  三、技术内容仍然适用且可与其他工程建设标准合并的，应当建议合并。 

  四、技术内容仍然适用的标准，应当建议继续有效。 

  第九条  工程建设标准复审的结果应当由标准批准部门确认。对确认为继续有效或废止的，应当由标准批

准部门公告；对确认为修订或合并的，应当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由标准批准部门纳入工程建设标准的修订计划。 

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复审公告应当报送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条  对确认继续有效或废止的工程建设标准公告，应当在指定媒体上公布。 

  第十一条  经复审确认继续有效的工程建设标准，再版时应在该标准的封面和扉页上增加“××××年×

×月确认继续有效”标记。 

  第十二条  经确认废止的工程建设标准，其废止生效时间由标准批准部门确定。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二〇〇六年九月四日 

2.4.16）《工程咨询行业管理办法》(2017 年 11 月 6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9 号 )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1711/W020171113375409078493.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1711/t20171113_866917.html  

http://caiec.mofcom.gov.cn/article/jingmaoxinxi/201711/20171102671601.shtml  

工程咨询行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工程咨询行业的管理，规范从业行为，保障工程咨询服务质量，促进投资科学决策、规范实施，

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

18 号）、《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73 号）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程咨询是遵循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工程实践经验、现代科学和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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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社会发展、境内外投资建设项目决策与实施活动中，为投资者和政府部门提供阶段性或全过程咨询和管理的

智力服务。 

第三条 工程咨询单位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工程咨询业务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单位。 

工程咨询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恪守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积极参与和接受行

业自律管理。 

第四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指导和规范全国工程咨询行业发展，制定工程咨询单位从业规则和标准，组织开展

对工程咨询单位及其人员执业行为的监督管理。地方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指导和规范本行政区域内工程咨询行业

发展，实施对工程咨询单位及其人员执业行为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对工程咨询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进行政策和业务指导，依法加强监管。 

第二章 工程咨询单位管理 

第六条 对工程咨询单位实行告知性备案管理。工程咨询单位应当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以下简

称在线平台）备案以下信息： 

（一）基本情况，包括企业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在岗人员及技术力量、从事工程咨询业务年限、联

系方式等； 

（二）从事的工程咨询专业和服务范围； 

（三）备案专业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情况； 

（四）非涉密的咨询成果简介。 

工程咨询单位应当保证所备案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备案信息有变化的，工程咨询单位应及时通过在线平台告

知。工程咨询单位基本信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在线平台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工程咨询业务按照以下专业划分： 

（一）农业、林业；（二）水利水电；（三）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四）煤炭；（五）石油天然

气；（六）公 路；（七）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八）民航；（九）水运（含港 口河海工程）；（十）电子、信息工程（含

通信、广电、信息化）；（十一）冶金（含钢铁、有色）；（十二）石化、化工、医药；（十三）核工业；（十四）机械（含

智能制造）；（十五）轻工、纺织；（十六）建材；（十七）建筑；（十八）市政公用工程；（十九）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

（二十）水文地质、工程测量、岩土工程；（二十一）其他（以实际专业为准）。 

第八条 工程咨询服务范围包括： 

（一）规划咨询：含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行业规划的编制； 

（二）项目咨询：含项目投资机会研究、投融资策划，项目建议书（预可行性研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

目申请报告、资金申请报告的编制，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咨询等； 

（三）评估咨询：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的对规划、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资金申请

报告、PPP 项目实施方案、初步设计的评估，规划和项目中期评价、后评价，项目概预决算审查，及其他履行投资管

理职能所需的专业技术服务； 

（四）全过程工程咨询：采用多种服务方式组合，为项目决策、实施和运营持续提供局部或整体解决方案以及管

理服务。有关工程设计、工程造价、工程监理等资格，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认定。 

第九条 工程咨询单位订立服务合同和开展相应的咨询业务，应当与备案的专业和服务范围一致。 

第十条 工程咨询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咨询质量管理制度，建立和实行咨询成果质量、成果文件审核等岗位人员责

任制。 

第十一条 工程咨询单位应当和委托方订立书面合同，约定各方权利义务并共同遵守。合同中应明确咨询活动形

成的知识产权归属。 

第十二条 工程咨询实行有偿服务。工程咨询服务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促进优质优价，禁止价格垄断和恶意低

价竞争。 

第十三条 编写咨询成果文件应当依据法律法规、有关发展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产业政策以及政府部门发布的

标准规范等。 

第十四条 咨询成果文件上应当加盖工程咨询单位公章和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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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咨询单位对咨询质量负总责。主持该咨询业务的人员对咨询成果文件质量负主要直接责任，参与人员对其

编写的篇章内容负责。 

实行咨询成果质量终身负责制。工程咨询单位在开展项目咨询业务时，应在咨询成果文件中就符合本办法第十

三条要求，及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作出信用承诺。工程项目在设计使用年限内，因工程咨询质量导致项目单位重

大损失的，应倒查咨询成果质量责任，并根据本办法第三十、三十一条进行处理，形成工程咨询成果质量追溯机制。 

第十五条 工程咨询单位应当建立从业档案制度，将委托合同、咨询成果文件等存档备查。 

第十六条 承担编制任务的工程咨询单位，不得承担同一事项的评估咨询任务。承担评估咨询任务的工程咨询单

位，与同一事项的编制单位、项目业主单位之间不得存在控股、管理关系或者负责人为同一人的重大关联关系。 

第三章 从业人员管理 

第十七条 国家设立工程咨询（投资）专业技术人员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制度。 

通过咨询工程师（投资）职业资格考试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表明其已具备从事工程咨询（投资）专业技

术岗位工作的职业能力和水平。 

取得咨询工程师（投资）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工程咨询工作的，应当选择且仅能同时选择一个工程咨询单位

作为其执业单位，进行执业登记并取得登记证书。 

第十八条 咨询工程师（投资）是工程咨询行业的核心技术力量。工程咨询单位应当配备一定数量的咨询工程师

（投资）。 

第十九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按职责分工负责工程咨询（投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

实施的指导、监督、检查工作。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具体承担咨询工程师（投资）的管理工作， 开展考试、执业登记、继续教育、执业检查等管

理事务。 

第二十条 执业登记分为初始登记、变更登记、继续登记和 注销登记四类。 

申请登记的人员，应当选择已通过在线平台备案的工程咨询单位，按照本办法第七条划分的专业申请登记。申请

人最多可以申请两个专业。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登记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咨询工程师（投资）登记证书》和执业专用章，登记证书和

执业专用章是咨询工程师（投资）的执业证明。登记的有效期为 3 年。 

第四章 行业自律和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工程咨询单位应具备良好信誉和相应能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当推进工程咨询单位资信管理体系建

设，指导监督行业组织开展资信评价，为委托单位择优选择工程咨询单位和政府部门实施重点监督提供参考依据。 

第二十三条 工程咨询单位资信评价等级以一定时期内的合同业绩、守法信用记录和专业技术力量为主要指标，

分为甲级和乙级两个级别，具体标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 

第二十四条 甲级资信工程咨询单位的评定工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有关行业组织开展。 

乙级资信工程咨询单位的评定工作，由省级发展改革委指导有关行业组织开展。 

第二十五条 开展工程咨询单位资信评价工作的行业组织，应当根据本办法及资信评价标准开展资信评价工作，

并向获得资信评价的工程咨询单位颁发资信评价等级证书。 

第二十六条 工程咨询单位的资信评价结果，由国家和省级发展改革委通过在线平台和“信用中国”网站向社会

公布。 

行业自律性质的资信评价等级，仅作为委托咨询业务的参考。任何单位不得对资信评价设置机构数量限制，不得

对各类工程咨询单位设置区域性、行业性从业限制，也不得对未参加或未获得资信评价的工程咨询单位设置执业限

制。 

第二十七条 国家和省级发展改革委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本办法及有关规定，制订工程咨询单位监督检查计

划，按照一定比例开展抽查，并及时公布抽查结果。监督检查内容主要包括：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情况； 

（二）信息备案情况； 

（三）咨询质量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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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咨询成果质量情况； 

（五）咨询成果文件档案建立情况； 

（六）其他应当检查的内容。 

第二十八条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应当对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一）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情况； 

（二） 登记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三） 遵守职业道德、廉洁从业情况； 

（四） 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情况； 

（五） 接受继续教育情况； 

（六） 其他应当检查的情况。 

第二十九条 国家和省级发展改革委应当对实施行业自律管理的工程咨询行业组织开展年度评估，提出加强和改

进自律管理的建议。对评估中发现问题的，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二条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工程咨询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发展改革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处罚并从备案名

录中移除；已获得资信评价等级的，由开展资信评价的组织取消其评价等级。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一）备案信息存在弄虚作假或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二）违背独立公正原则，帮助委托单位骗取批准文件和国家资金的； 

（三）弄虚作假、泄露委托方的商业秘密以及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其他工程咨询单位利益的； 

（四）咨询成果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五）未建立咨询成果文件完整档案的； 

（六）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资信评价等级证书的； 

（七）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信评价的； 

（八）弄虚作假、帮助他人申请咨询工程师（投资）登记的； 

（九）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发展改革部门责令改正，或给予警告处罚；涉及咨询工程师（投资）的，按本办法第三十一

条处理。 

第三十一条 咨询工程师（投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中国工程咨询协会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注

销登记证书并收回执业专用章。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一）在执业登记中弄虚作假的； 

（二）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的； 

（三）涂改或转让登记证书和执业专用章的； 

（四）接受任何影响公正执业的酬劳的。 

第三十二条 行业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家或省级发展改革委责令改正或停止有关行业自律管理工作；情

节严重的，对行业组织和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罚。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一）无故拒绝工程咨询单位申请资信评价的； 

（二）无故拒绝申请人申请咨询工程师（投资）登记的； 

（三）未按规定标准开展资信评价的； 

（四）未按规定开展咨询工程师（投资）登记的； 

（五）伙同申请单位或申请人弄虚作假的；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工程咨询行业有关单位、组织和人员的违法违规信息，列入不良记录，及时通过在线平台和“信用

中国”网站向社会公布，并建立违法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省级发展改革委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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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2 月 6 日起施行。《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5 年第 29 号令）、

《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适用〈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办法〉有关条款 的通知》（发改投资〔2009〕620 号）、《咨询工

程师（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3 年第 2 号令）同时废止。 

 

2.4.17）《行业标准管理办法》(1990 年 8 月 24 日 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 11 号发布)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zvfg/flfg/201704/P020170407635980938699.pdf  

http://www.china-cas.org/zxdtbzhzc/281.jhtml  

http://www.stctcm.com/STCM/hybzjhgg/910.htm 

行业标准管理办法 

（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 11 号令，1990 年）  

第一条 为加强行业标准的管理，确保行业标准的协调、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行业标准是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所制定的标准。行业标准

不得与有关国家标准相抵触。有关行业标准之间应保持协调、统一，不得重复。 

        行业标准在相应的国家标准实施后，即行废止。 

第三条 需要在行业范围内统一的下列技术要求，可以制定行业标准（含标准样品的制作）： 

  （一）技术术语、符号、代号（含代码）、文件格式、制图方法等通用技术语言； 

  （二）工、农业产品的品种、规格、性能参数、质量指标、试验方法以及安全、卫生要求； 

  （三）工、农业产品的设计、生产、检验、包装、储存、运输、使用、维修方法以及生产、储存、运输过程

中的安全、卫生要求； 

  （四）通用零部件的技术要求； 

  （五）产品结构要素和互换配合要求； 

  （六）工程建设的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及验收的技术要求和方法； 

  （七）信息、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的技术要求及其管理技术等要求。 

第四条 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下列标准属于强制性行业标准： 

  （一）药品行业标准、兽药行业标准、农药行业标准、食品卫生行业标准； 

  （二）工农业产品及产品生产、储运和使用中的安全、卫生行业标准； 

  （三）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卫生行业标准； 

  （四）重要的涉及技术衔接的技术术语、符号、代号（含代码）、文件格式和制图方法行业标准； 

  （五）互换配合行业标准； 

  （六）行业范围内需要控制的产品通用试验方法、检验方法和重要的工农业产品行业标准。 

  其他行业标准是推荐性行业标准。 

第五条 产品质量行业标准，凡需要而又可能分等分级的，应作出合理的分等分级规定。 

第六条 行业标准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统一管理。行业标准的归口部门及其所管理的行业标准范围，由国务院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告，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确定，并公布该行业的行业标准代号。 

第七条 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在制定行业标准计划时，必须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协调，以建立科学、合理的标

准体系。 

第八条 在制定行业标准工作中，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本行业的行业标准计划； 

  （二）负责协调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标准项目的分工； 

  （三）组织制定本行业的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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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统一审批、编号、发布本行业的行业标准； 

  （五）办理行业标准的备案； 

  （六）组织本行业行业标准的复审工作。 

第九条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负责提出本行业标准计划的建议，组织本行业

标准的起草及审查等工作。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提出的行业标准计划建议，经行业标准归口部门与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协调、分工后，由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下达实施。 

第十条 制定行业标准应当发挥行业协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作用。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吸收其参加

标准起草和审查工作。 

第十一条 行业标准的计划，应当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抄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一式二份。 

第十二条 按行业标准计划的安排，行业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提出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经征求各有关方面意见

后修改为送审稿，送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 

第十三条 行业标准送审稿，由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委托的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

单位组织审查。 

由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审查时，按《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的规定进行。 

由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组织审查时，参加审查的人员，应有生产、使用、经销、科研和高等院校等单位的有

关专家。其中，使用方面的人员不应少于四分之一。 

行业标准审查可采用会议审查或函审。会议审查时应进行充分讨论，尽量取得一致意见。需要表决时，必须有不

少于出席会议代表人数的四分之三同意为通过。函审时，必须有四分之三的回函同意为通过。会议审查结果应写出会

议纪要。会议纪要应如实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函审时应写出"函审结论"（格式按附件 2）并附有“函审单”（格式按附

件 3）。会议代表的出席率和函审单的回函率应不低于三分之二。 

行业标准送审时，应附有“标准送审稿”、“标准编制说明”、“意见汇总处理表”（格式按附件 1）及其他有关附

件。 

第十四条 行业标准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审批、编号、发布。 

行业标准报批时，应有“标准报批稿”、 “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审查会议纪要”或“函审结论”及其“函审

单”、 “意见汇总处理表”和其他有关附件。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时，应附有该标准的原文或译文。 

行业标准的审批必须尊重“审查会议纪要”或“函审结论”。对报批稿进行修改应有充分科学论据，并征求全国

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的意见。对报批稿有重大修改时，应进行重新审查。 

确定行业标准的强制性或推荐性，应由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提出意见，由行

业标准归口部门审定。 

第十五条 行业标准实施后，应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

确定其继续有效、修订或废止。 

行业标准的复审工作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组织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进行。 

行业标准的复审也可采用会议审查或函审。复审时一般要有参加过该标准审查工作的单位和人员参加。 

标准复审后，应提出“复审报告”，报送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行业标准代号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行业标准的编号由行业标准代号、标准顺序号及年号组成。 

（一） 强制性行业标准编号 

 

例如：NY 5199-2002（有机茶产地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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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荐性行业标准编号 

 

        例如：BB/T 0002-1994（双向拉伸聚丙烯珠光薄膜） 

序号 行业名称 标准代号 

1 安全生产 AQ 

2 包装 BB 

3 船舶 CB 

4 测绘 CH 

5 城镇建设 CJ 

6 新闻出版 CY 

7 档案 DA 

8 地震 DB 

9 电力 DL 

10 地质矿产 DZ 

11 核工业 EJ 

12 纺织 FZ 

13 公共安全 GA 

14 供销 GH 

15 广播电影电视 GY 

16 航空 HB 

17 化工 HG 

18 环境保护 HJ 

19 海关 HS 

20 海洋 HY 

21 机械 JB 

22 建材 JC 

23 建筑工业 JG 

24 金融 JR 

25 交通 JT 

26 教育 JY 

27 旅游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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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劳动和劳动安全 LD 

29 粮食 LS 

30 林业 LY 

31 民用航空 MH 

32 煤炭 MT 

33 民政 MZ 

34 农业 NY 

35 轻工 QB 

36 汽车 QC 

37 航天 QJ 

38 气象 QX 

39 商业 SB 

40 水产 SC 

41 石油化工 SH 

42 电子 SJ 

43 水利 SL 

44 出入境检验检疫 SN 

45 石油天然气 SY 

46 海洋石油天然气 SY（10000号以后） 

47 铁路运输 TB 

48 土地管理 TD 

49 体育 TY 

50 物资管理 WB 

51 文化 WH 

52 兵工民品 WJ 

53 外经贸 WM 

54 卫生 WS 

55 稀土 XB 

56 黑色冶金 YB 

57 烟草 YC 

58 通信 YD 

59 有色冶金 YS 

60 医药 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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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邮政 YZ 

62 中医药 ZY 

63 文物保护 WW 

64 能源 NB 

 

 第十七条 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应在行业标准发布后三十日内，将已发布的行业标准及编制说明连同发布文件各

一份，送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备案的行业标准如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成行业标准归

口部门限期改正或停止实施。 

第十八条 编写行业标准应符合国家标准 GB1《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规定。行业标准的出版，由行业标准归口

部门确定。 

行业标准出版后的正式文本，应送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一式五份。 

第十九条 行业标准属科技成果，对技术水平高取得显著效益的行业标准，应纳入国家或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科技进步奖励范围，予以奖励。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原国家标准局颁发的《专业标准管理办法（试

行）》即行废止。 

 

 

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1990 年 9 月 6 日 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 15 号发布) 

 

2.4.18）《工程建设标准解释管理办法》(2014 年 05 月 05 日 建标[2014]65 号) 

索 引 号：000013338/2014-00261 主题信息：标准定额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

2014 年 05 月 05 日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建设标准解释管理办法》的通知有 效 期：2014 年 05

月 05 日生效 文  号：建标[2014]65 号主 题 词：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建设标准解释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建交委、规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有

关行业协会，有关单位： 

  为加强工程建设标准解释工作的管理，规范工程建设标准解释工作，根据《标准化法》、《标准化法实施条

例》和《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等有关规定，我部组织制定了《工程建设标准解释

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5

月 5 日 

  

工程建设标准解释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工程建设标准实施管理，规范工程建设标准解释工作，根据《标准化法》、《标准化法实施条

例》和《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程建设标准解释（以下简称标准解释）是指具有标准解释权的部门（单位）按照解释权限和工作

程序，对标准规定的依据、涵义以及适用条件等所作的书面说明。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解释工作。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标准解释的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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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解释的管理工作，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标准解释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标准解释应按照“谁批准、谁解释”的原则，做到科学、准确、公正、规范。 

  第六条 标准解释由标准批准部门负责。 

  对涉及强制性条文的，标准批准部门可指定有关单位出具意见，并做出标准解释。 

  对涉及标准具体技术内容的，可由标准主编单位或技术依托单位出具解释意见。当申请人对解释意见有异

议时，可提请标准批准部门作出标准解释。 

  第七条 申请标准解释应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人应提供真实身份、姓名和联系方式。 

  第八条 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标准解释申请应予受理，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不属于标准规定的内容； 

  （二）执行标准的符合性判定； 

  （三）尚未发布的标准。 

  第九条 标准解释申请受理后，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对于情况复杂或需要技术论证，在规定期限

内不能答复的，应及时告知申请人延期理由和答复时间。 

  第十条 标准解释应以标准条文规定为准，不得扩展或延伸标准条文的规定，如有必要可组织专题论证。办

理答复前，应听取标准主编单位或主要起草人员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一条 标准解释应加盖负责部门（单位）的公章。 

  第十二条 标准解释过程中的全部资料和记录，应由负责解释的部门（单位）存档。对申请人提出的问题及

答复情况应定期进行分析、整理和汇总。 

  第十三条 对标准解释中的共性问题及答复内容，经标准批准部门同意，可在相关专业期刊、官方网站上予

以公布。 

  第十四条 标准修订后，原已作出的标准解释不适用于新标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2.4.19) 《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1990 年 9 月 6 日 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 15 号发布)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zvfg/flfg/201704/P020170407637344931846.pdf  

发布机构：国家技术监督局令 

发布日期：1990.09.06 

生效日期：1990.09.06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方标准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的下列要求，可以制定地方

标准（含标准样品的制作）： 

  （一）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 

  （二）药品、兽药、食品卫生、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种子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制定地方标准的项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三条 法律、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地方标准，为强制性标准；规定非强制执行的地方标准，为推荐性标

准。 

  第四条 地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编制计划、组织制定、审批、编号和发布。 

  第五条 制定地方标准的工作程序：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向同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辖市（含地区）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部署制定地方标准年度计划的要求，由同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年度计

划的要求提出计划建议；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对计划建议进行协调、审查，制定出年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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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制定地方标准的年度计划，组织起草小组或委托同级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省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起草。 

  （三）负责起草地方标准的单位或起草小组，进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试验验证后，编写出地方标准征求

意见稿与编制说明，经征求意见后编写成标准送审稿。 

  （四）地方标准送审稿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查，或委托同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省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查。审查工作可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立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组织生产、

使用、经销、科研、检验、标准、学术团体等有关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审查。审查形式可会审，也可以函审。 

  （五）组织起草地方标准的单位将审查通过的地方标准送审稿，修改成报批稿，连同附件，包括编制说明、

审查会议纪要或函审结论、验证材料、参加审查人员名单，报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编号、

发布。 

  第六条 药品、兽药地方标准的制定、审批、编号、发布，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食品卫生和环境保护

地方标准，由法律、法规规定的部门制定、审批，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编号、发布。 

  第七条 地方标准发布后，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在三十日内，应分别向国务院标准化行

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备案材料包括地方标准批文、地方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各一份。 

  第八条 受理备案的部门，当发现备案的地方标准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时，由国务院标

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成申报备案的部门限期改正或停止实施。 

  第九条 地方标准的编写、出版，参照国家标准ＧＢ１《标准化工作导则》的 

规定执行。 

  第十条 地方标准的代号、编号： 

  （一）地方标准的代号 

  汉语拼音字母"ＤＢ"加上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代码前两位数再加斜线，组成强制性地方标准代号。

再加"Ｔ"，组成推荐性地方标准代号。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见附表。 

  示例： 

  山西省强制性地方标准代号：ＤＢ１４／ 

  山西省推荐性地方标准代号：ＤＢ１４／Ｔ 

  （二）地方标准的编号 

  地方标准的编号，由地方标准代号、地方标准顺序号和年号三部分组成。 

  示例１： 

ＤＢ×× ／ 强制性地方标准代号  ××× 标准顺序号-×× 年号 

  示例２： 

ＤＢ×× ／Ｔ 推荐性地方标准代号 ×××标准顺序号-××年号 

  第十一条 地方标准实施后，应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审，复审周期一般不超

过五年，并确定其继续有效、修订或废止。 

  第十二条 地方标准的出版、发行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十三条 地方标准在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实施后，即行废止。 

  第十四条 地方标准属于科技成果，对技术水平高、取得显著效益的地方标准应当纳入当地科技进步奖励

范围，予以奖励。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附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 

名称 代码 

北京市 １１００００ 

天津市 １２００００ 

河北省 １３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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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１４００００ 

内蒙古自治区 １５００００ 

辽宁省 ２１００００ 

吉林省 ２２００００ 

黑龙江省 ２３００００ 

上海市 ３１００００ 

江苏省 ３２００００ 

浙江省 ３３００００ 

安徽省 ３４００００ 

福建省 ３５００００ 

江西省 ３６００００ 

山东省 ３７００００ 

河南省 ４１００００   

名称 代码 

湖北省 ４２００００ 

湖南省 ４３００００ 

广东省 ４４００００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４５００００ 

海南省 ４６００００ 

四川省 ５１００００ 

贵州省 ５２００００ 

云南省 ５３００００ 

西藏自治区 ５４００００ 

陕西省 ６１００００ 

甘肃省 ６２００００ 

青海省 ６３００００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６４０００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６５００００ 

台湾省 ７１００００ 

 

 

 

2.4.20)《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管理规定》(质技监局标发[1998]181 号) 

 

发布机构：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布日期：1998.12.24 

生效日期：1998.12.24 

第一条 为了使我国标准化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国际交流，规范国家标准化指导性

技术文件（以下简称“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管理工作，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指导性技术文件，是为仍处于技术发展过程中（如变化快的技术领域）的标准化工作提供指南或信息，

供科研、设计、生产、使用和管理等有关人员参考使用而制定的标准文件。 

第三条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项目，可制定指导性技术文件： 

  （一）技术尚在发展中，需要有相应的标准文件引导其发展或具有标准化价值，尚不能制定为标准的项目； 

  （二）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及其他国际组织（包括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技术报告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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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指导性技术文件不宜由标准引用使其具有强制性或行政约束力。 

第五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管理工作。 

     指导性技术文件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编制计划，组织草拟，统一审批、编号、发布。 

第六条 指导性技术文件的代号由大写汉语拼音字母“ＧＢ／Ｚ”构成。 

  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编号，由指导性技术文件的代号、顺序号和年号（即发布年 

份的四位数字）构成：ＧＢ／Ｚ  代号 ×××××  顺序号 — ××××  发布年号 

第七条 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制定，按《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和ＧＢ／Ｔ１６７３３《国家标准制定程序的阶段划

分及代码》的有关规定办理。 

  指导性技术文件项目列入《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并在《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及其他有关

文件中，用“ＧＢ／Ｚ”注明。 

第八条 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编写，参照ＧＢ／Ｔ１《标准化工作导则》系列国家标准的规定。其中： 

  （一）指导性技术文件中，凡提及“指导性技术文件”自身时，采用“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方式叙述。 

  （二）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前言中，还应当说明需要制定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理由，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国

际电工委员会或其他国际组织的技术报告的编号和名称及其采用程度。同时注明：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仅供参考。有关对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建议和意见，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反映。” 

第九条 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印刷格式，比照ＧＢ／Ｔ１ ２《标准化工作导则第１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２部分：标准出版印刷的规定》，将封面和首页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将国家标准的编号改为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编号，取消实施日期，其他各处作相应改动。 

  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出版单位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十条 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复审程序，按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指导性技术文件发布后三年内必须复

审，以决定是否继续有效、转化为国家标准或撤销。 

  指导性技术文件转化为国家标准，应当在国家标准的前言中予以说明。 

第十一条 指导性技术文件属科技成果，按《标准化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 

的规定，参与科技成果奖的评定。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4.21《国家标准管理办法》(1990.08.24 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 10 号)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zvfg/flfg/201704/P020170407633109310632.pdf  

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 10 号 

发布日期：1990.08.24 生效日期：1990.08.2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家标准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

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下列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国家标准（含标准样品的制作）： 

  （一）通用的技术术语、符号、代号（含代码）、文件格式、制图方法等通用技术语言要求和互换配合要求； 

  （二）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技术要求，包括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生产、储存、运输和使用

中的安全、卫生要求，工程建设的安全、卫生要求，环境保护的技术要求； 

  （三）基本原料、材料、燃料的技术要求； 

  （四）通用基础件的技术要求； 

  （五）通用的试验、检验方法； 

  （六）工农业生产、工程建设、信息、能源、资源和交通运输等通用的管理技术要求； 

  （七）工程建设的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及验收的重要技术要求； 

  （八）国家需要控制的其他重要产品和工程建设的通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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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推荐性国家标准。 

  下列国家标准属于强制性国家标准： 

  （一）药品国家标准、食品卫生国家标准、兽药国家标准、农药国家标准； 

  （二）产品及产品生产、储运和使用中的安全、卫生国家标准，劳动安全、卫生国家标准，运输安全国家标

准； 

  （三）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卫生国家标准及国家需要控制的其他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四）环境保护的污染物排放国家标准和环境质量国家标准； 

  （五）重要的涉及技术衔接的通用技术术语、符号、代号（含代码）、文件格式和制图方法国家标准； 

  （六）国家需要控制的通用的试验、检验方法国家标准； 

  （七）互换配合国家标准； 

  （八）国家需要控制的其他重要产品国家标准。 

  其他的国家标准是推荐性国家标准。 

  第四条 国家标准的代号由大写汉语拼音字母构成。 

  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代号为"ＧＢ"，推荐性国家标准的代号为"ＧＢ／Ｔ"。 

  国家标准的编号由国家标准的代号、国家标准发布的顺序号和国家标准发布的年号（即发布年份的后两位

数字）构成。示例： 

  ＧＢ ×××××-×× 

  ＧＢ／Ｔ ×××××-×× 

  第五条 制定国家标准应当贯彻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有利于合理开发和利用国家资源，推

广科学技术成果；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对外贸易的发展；保障安全和人民的

身体健康，保护环境；充分考虑使用要求，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协调配套。 

  第六条 产品质量标准，凡需要而又可能分等分级的，应作出合理的分等分级规定。 

  第七条 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编制计划，协调项目分工，组织制定（含修订，下同），统

一审批、编号、发布。 

  法律对国家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二章 国家标准的计划 

  第八条 编制国家标准的计划项目应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科技发展计划、标准化发展计划等

作为依据。 

  第九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在每年六月提出编制下年度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原则要求，下达给国

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与管理的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务院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将编制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原则、要求，转发给由其负责领导和管理的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

准化技术归口单位（简称技术委员会或技术归口单位，下同）。 

  第十条 各技术委员会或技术归口单位根据编制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原则、要求，提出国家标准计划项目

的建议，报其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协调后，于九月底提出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草案和项目任务书

（格式按附件１，２）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协调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过程中有困难时，可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协

调解决。 

  第十一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对上报的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草案，统一汇总、审查、协调，于十二月

底前将批准后的下年度国家标准计划项目下达。 

  第十二条 执行国家标准计划过程中，必要时可以对计划项目进行调整，调整的原则和内容是： 

  （一）确属急需制定国家标准的项目，可以增补； 

  （二）确属特殊情况，可以对计划项目的内容进行调整； 

  （三）确属不宜制定国家标准的项目，应予撤销。 

  第十三条 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进行调整的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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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凡符合上述调整原则的项目，必须由负责起草单位填写"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调整申请表"（格式按附件

３），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二）经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通知项目主管部门； 

  （三）当调整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申请未被批准时，必须依照原定计划进行工作。 

  第十四条 药品、兽药、食品卫生、环境保护和工程建设的国家标准计划，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国

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下达。 

第三章 国家标准的制订 

  第十五条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与管理的技术委员会，按下达的国

家标准计划项目组织实施。应经常检查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进展情况，督促并创造条件，保证负责起草单位按计划完

成任务。每年一月底前，将上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六条 负责起草单位应对所订国家标准的质量及其技术内容全面负责。应按ＧＢ１《标准化工作导则》

的要求起草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同时编写"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其内容一般包括：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国家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国家标准时，应增列新旧国家标准水平的对比；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

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对需要有标准样品对照的国家标准，一般应在审查国家标准前制备相应的标准样品。 

  第十七条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经负责起草单位的技术负责人审查后，印发各有

关部门的主要生产、经销、使用、科研、检验等单位及大专院校征求意见。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时，应明确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为两个月。可列出征求意见的表格，以利对

意见的综合、整理。 

  被征求意见的单位应在规定期限内回复意见，如没有意见也应复函说明，逾期不复函，按无异议处理。对比

较重大的意见，应说明论据或提出技术经济论证。 

  第十八条 负责起草单位应对征集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研究和处理后提出国家标准送审稿、"编制说

明"及有关附件、"意见汇总处理表"（格式按附件４），送负责该项目的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或技术归口单位审阅，并确

定能否提交审查。必要时可重新征求意见。 

  第十九条 国家标准送审稿的审查，凡已成立技术委员会的，由技术委员会按《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章程》组织进行。 

  第二十条 国家标准送审稿的审查，未成立技术委员会的，由项目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技术归口单位组织

进行。参加审查的，应有各有关部门的主要生产、经销、使用、科研、检验等单位及大专院校的代表。其中，使用方

面的代表不应少于四分之一。审查可采用会议审查或函审。对技术、经济意义重大，涉及面广，分歧意见较多的国家

标准送审稿可会议审查；其余的可函审。会议审查或函审由组织者决定。 

  会议审查时，组织者至少应在会议前一个月将会议通知、国家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意见

汇总处理表"等提交给参加国家标准审查会议的部门、单位和人员。函审时，组织者应在函审表决前两个月将函审通

知和上述文件及"函审单"（格式按附件５提交给参加函审的部门、单位和人员。 

  第二十一条 会议审查，原则上应协商一致。如需表决，必须有不少于出席会议代表人数的四分之三同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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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家标准的起草人不能参加表决，其所在单位的代表不能超过参加表决者的四分之一。函审时，必须有四分之

三回函同意为通过。会议代表出席率及函审回函率不足三分之二时，应重新组织审查。 

  会议审查，应写出"会议纪要"，并附参加审查会议的单位和人员名单及未参加审查会议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名

单；函审，应写出"函审结论"（格式按附件６），并附"函审单"。 

  会议纪要应如实反映审查情况，内容包括对本办法第十六条中第（二）至（十）项内容的审查结论。 

  负责起草单位，应根据审查意见提出国家标准报批稿。 

  国家标准报批稿和会议纪要应经与会代表通过。 

  第二十二条 国家标准报批稿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与管理的技术

委员会，报国家标准审批部门审批。国家标准报批稿内容应与国家标准审查时审定的内容一致，如对技术内容有改

动，应附有说明。报送的文件应有： 

  （一）报批国家标准的公文一份（格式按附件７）； 

  （二）国家标准报批稿四份，另附应符合制版要求的插图一份； 

  （三）"国家标准申报单"（格式按附件８）、"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意见汇总处理表"、国家标准审查"会

议纪要"或"函审结论"各两份； 

  （四）如系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制订的国家标准，应有该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原文（复制件）

和译文各一份。 

第四章 国家标准的审批、发布 

  第二十三条 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审批、编号、发布（批文格式按附件９，发布公告

格式按附件１０），并将批准的国家标准一份退报批部门。其中，药品、兽药国家标准，分别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

农业主管部门审批、编号、发布；食品卫生、环境保护国家标准，分别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

批，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编号、发布；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由国务院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审批，国务院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统一编号，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工程建设主管部门联合发布。 

  第二十四条 制定国家标准过程中形成的有关资料，按标准档案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归档。 

  第二十五条 国家标准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药品、兽药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的出版，由国家标准的审批

部门另行安排。 

  在国家标准出版过程中，发现内容有疑点或错误时，由标准出版单位及时与负责起草单位联系。如国家标准

技术内容需更改时，须经国家标准的审批部门批准。 

  需要翻译为外文出版的国家标准，其译文由该国家标准的主管部门组织有关单位翻译和审定，并由国家标

准的出版单位出版。 

  第二十六条 国家标准出版后，发现个别技术内容有问题，必须作少量修改或补充时，由负责起草单位提出

"国家标准修改通知单"（格式按附件１１、１２），经技术委员会或技术归口单位审核，报该国家标准的主管部门审

查同意，备文并附"国家标准修改通知单"一式四份，报国家标准的审批部门批准（批复格式按附件１３）；按第二十

三条的规定发布。 

第五章 国家标准的复审 

  第二十七条 国家标准实施后，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由该国家标准的主管部门组

织有关单位适时进行复审，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 

  国家标准的复审可采用会议审查或函审。会议审查或函审，一般要有参加过该国家标准审查工作的单位或

人员参加。 

  第二十八条 国家标准复审结果，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一）不需要修改的国家标准确认继续有效；确认继续有效的国家标准，不改顺序号和年号。当国家标准重

版时，在国家标准封面上、国家标准编号下写明"××××年确认有效"字样。 

  （二）需作修改的国家标准作为修订项目，列入计划。修订的国家标准顺序号不变，把年号改为修订的年号。 

  （三）已无存在必要的国家标准，予以废止。 

  第二十九条 负责国家标准复审的单位，在复审结束后，应写出复审报告，内容包括：复审简况，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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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结论。经该国家标准的主管部门审查同意，一式四份，报国家标准的审批部门批准，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发布。 

  第三十条 国家标准属科技成果，对技术水平高、取得显著效益的国家标准，应当纳入国家或部门科技进步

奖励范围，予以奖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国家标准总局１９８２年２月４日颁发的《关于国家标准的计划编

制、制订和复审工作程序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国家标准修改、补充的暂行办法》、原国家标准局１９８３年４月２

日颁发的《关于报批国家标准工作若干补充要求的通知》和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５日颁发的《制订工农业产品国家标

准工作程序的补充规定（试行）》即行废止。 

附件 1 

国家标准制定、修订计划项目表 

项

目 

序

号 

标准项 

目名称 

标

准 

类

别 

制

定 

或 

修

订 

起

止 

年

限 

主管 

部门 

技术委

员 

会或技

术 

归口单

位 

主要负

责 

起草单

位 

采用国际

标 

准和国外

先 

进标准编

号 

备 

注 

  

  

  

  

  

  

  

  
                

  主管部门承办人：     单位：     电话： 

 

 

附件 2 

国家标准项目任务书  

项目 

名称 
  

制定 

或 

修订 

  

计划起

止 

时 间 

  
主要负责 

起草单位 
  

承 

办 

人 

姓名： 

电话： 

项目任务目的、意义及主要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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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 

  

负责起

草 

单位意

见 

（签名、盖公

章） 

年 月 日  

技术委员

会 

或技术归

口 

单位 

意见 

（签名、盖公

章） 

年 月 日  

主管 

部门 

意见 

（签名、盖公

章）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 3 

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调整申请表  

国家标准名称   计划项目编号   

申请 

调整 

的内 

容 

  

理由 

和 

依据 

  

负责起草 

单 位 

单位名称： 

单位技术负责人： （签名、盖公章）19   年   

月   日  

技术委员会 

或 

技术归口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技术负责人： （签名、盖公章）19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标准

化 

管理机构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 （签名、盖公章）19   年   

月   日  

国务院标准化 

行政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 （签名、盖公章）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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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技术监督局下达的计划编号 主管部门承办人： 

                            电

话：  

附件 4  

意见汇总处理表 

                            共  

页  第 页  

国家标准名称：   负责起草单位：  承办人：  电话：  

                            年  

月  日填定 

序号 国家标准章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 备注 

  

  

  

  

  

  

          

  说明：①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数：    个。  

    ②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数：    个。 

    ③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    

个。 

    ④没有回函的单位数：    个。  

  （注：上述说明附在最后一页下面。） 

 

 

附件 5  

国家标准送审稿函审单 

  国家标准名称： 

  负责起草单位： 

  函审单总数：           本单编号：  

  发出日期：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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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截止日期：19  年  月  日 

  表决态度： 

  赞成                            

□ 

  赞成，有建议或意见                     

□ 

  不赞成，如采纳建议或意见改为赞成              

□ 

  弃权                            

□ 

  不赞成                           

□ 

  建议或意见和理由如下： 

  

     审查单位（盖公章）            技术负责人

（签名） 

     19  年  月  日            19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①表决方式是在选定的框内划“√”的符号，只可划一次，选划

两个框以上者按废票处理（废票不计数）。 

   ②回函说明提不出意见的单位按赞成票计；没有回函说明理由

的，按弃权票计。 

   ③回函日期，以邮戳为准。 

   ④建议或意见和理由栏，幅面不够可另附纸。 

－－－－－－－－－－－－－－－－－－－－－－－－－－－－－－

－－－－－－－－－－－ 

  审查单位承办人：                      

电话： 

  

附件 6 

国家标准送审稿函审结论表  

国家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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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起草单位   
组织函审单

位 
  

函 审 

时 间  

发出日期   

投票截止日

期 
  

回函情况： 

函审单总数： 

赞成：共       个单位 

赞成，有建议或意见：共       个单位 

不赞成，如采纳建议或意见改为赞成：共     个单位 

弃权：共      个单位 

不赞成：共     个单位 

未复函：共     个单位  

函审结论： 

  

  

负责起草单位： 

技术负责人：（签宛、盖公

章） 

     19  年  月  

日  

组织函审单位： 

技术负责人：（签名、盖公章） 

     19  年  月  日  

  组织函审单位承办人： 电话：  

  

附件 7 

报批国家标准的公文格式 

  

发 文 机 关 

发 文 编 号 

———————————————————— 

关于报批《标准名称》等××项国家标准的函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154 / 3277 页 

 

国家技术监督局： 

  根据你局××××年制定、修订国家标准计划，我部（标技委）完

成了下列国家标准制定（修订）工作，请审批、编号、发布。 

  强制性标准： 

  《（标准名称）》（代替或废止标准号） 

  推荐性标准： 

  《（标准名称）》（代替或废止标准号） 

  建议以上标准于××××年××月××日起实施。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 8 

国家标准申报单 

国家标准 

名  称 
  

计划项目 

编 号 
  

国家标准 

分类号 
  

国家标准性

质 
（1）强制性国家标准    （2）推荐性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类

别 

（1）基础      （2）安全卫生    （3）环

境保护 

（4）工程建设    （5）产品      （6）方

法 

（7）管理技术    （8）其他 

采用国际 

标准或国 

外先进标 

准的程度 

（1）等同采用    （2）等效采用    （3）参

照采用 

被采用的标准号； 

国家标准 

水平分析 

（1）国际先进水平      （2）国际一般水平 

（3）国内先进水平 

与测试的 

国外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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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机有关 

数据的对 

比（产品 

国家标准 

填写） 

国家标准 

提出部门 
 

国家标准

组 

织审查单

位 

 国家标准负 

责起草单位 
 

承办人  电话  填报日期 19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①计划项目编号请填该国家标准列入国家技术监督局的

国家标准制定计划中的项目编号。 

       ②表中 2，3，4，5行，请在选定的内容上划“√”的

符号。 

  

  

附件 9 

批准发布国家标准的公文格式 

 

发 文 机 关  

发 文 编 号 

——————————————— 

关于批准、发布《（标准名称）》等××项国家的标准的函 

××××部（标技委）： 

   你部（标技委）以××字××号文报批的《（标准名称）》等

××项国家的标准草案，业经我局批准，并在《发布国家标准公告》中

发布，编号和名称如下： 

  强制性标准： 

  GB××××-×× ×××××××××（代替 GB×××××-

××） 

（标准名称） 

  推荐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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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代替

GB/T×××××-××） 

（标准名称） 

  以上标准于××××年××月××日起实施。 

（盖   章） 

××××年××月××日 
 

  

附件 10 

《发布国家标准公告》格式 

  

  

发布国家标准公告(第×号) 

  下列国家标准业经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现予发布。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实施日期    代

替或作废标准号  

     

  强制性标准： 

 GB××××－×× ×××× ××××－××－×× GB××××

－×× 

  

  

  推荐性标准： 

 GB××××－×× ×××× ××××－××－×× GB××××

－××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157 / 3277 页 

 

  

  

  

  

  

附件 11 

报批国家标准修改单的公文格式 

  

发 文 机 关 

发 文 编 号 

———————————————— 

关于报送 GB（/T）××××－×× ×××××× 

第×号修改单的函 

（标准名称）  

国家技术监督局： 

  GB（/T）××××－××（标准名称）第×号修改单经我部（标技

委）审查，现报上，请审批。建议该修改单于××××年××月××日

起实施。 

  修改单见附件。 

  

  

  

                    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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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国家标准修改通知单 

  

  GB××××-××《×××××（国家标准名称）》第×号修改单 

  本修改单经国家技术监督局于××××年××月××日以××字第×××号文批准，自

××××年××月××日起实施。 

  

  

  

（修改事项） 

  

  

  

  

  

  

（首  页） 

  

附件 13 

批复国家标准修改单的公文格式 

  

发 文 机 关 

发 文 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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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批准 GB（/T）××××－××（标准名称） 

第×号修改单的函 

××××部（标技委）： 

  你部（标技委）以××字××号文报批的 GB（/T）××××－

××（标准名称）第×号修改单，业经我局批准，并在《中国标准化》

××××年××期上公布。于××××年××月××日起实施。 

   修改单见附件 

  

  

                    盖章 

               ××××年××月××日 

  

  

GB××××－××第×号修改单 

第×页  

  

（修改事项） 

  

  

  

  

刊载于 19××年第×期《中国标准化》 

（其余各页） 

（注：仅在《修改单》末页的最下边按上列格式写明刊载的期刊号，其

余各页不写。如果《修改单》只有一页，则写在首页的最下边。） 

  修改示例 

   ①"更改"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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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１．５条第二行中更改数值： 

"１．１５毫米"更改为"１．２０ ｍｍ"；"１．３５毫米"更改为"１．５０ ｍｍ

"。 

   ｂ．表２更改为新表（新表２略）。 

   ②"补充"示例： 

   ａ．１．８条后补充新条文，１．９： 

"１．９"钢瓶在组装时，不允许用锤敲打和增加金属应力的修整办法"。 

   ｂ．１．７条与１．８条之间补充新条文，１．７Ａ： 

"１．７Ａ正火状态下供应的钢板，其他要求符合本标准规定时，抗拉强度允许比表１

上限的规定提高５ ｋｇ／ｍｍ"。 

   ｃ．图３后补充新图，图３Ａ（图３Ａ略）。 

   ③"删除"示例： 

   将２．１．４条中的"作容器用的瓷件……，……或渗漏"等字删除。 

   ④ "改用新条文"示例： 

   ３．２条改用新条文： 

   "３．２厚度大于２０ ｍｍ的钢板进行冷弯试验时，弯心直径应比上述规定增

加一块钢板厚度ａ。" 

 

 

2.4.22《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2001 年 12 月 4 日 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10 号)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zvfg/flfg/201704/P020170407639049802021.pdf 

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10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和适应国际贸易的需要，提高我国产品质量和

技术水平，促进采用国际标准工作的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参照世界贸易组织和国

际标准化组织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采用国际标准是指将国际标准的内容，经过分析研究和试验验证，等同或修改转化为我国标准（包

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下同），并按我国标准审批发布程序审批发布。 

    第三条  国际标准是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制定的标

准，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确认并公布的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 

第二章 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则 

    第四条  采用国际标准，应当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国际惯例，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

靠。 

    第五条  制定（包括修订，下同）我国标准应当以相应国际标准（包括即将制定完成的国际标准）为基础。 

    对于国际标准中通用的基础性标准、试验方法标准应当优先采用。 

    采用国际标准中的安全标准、卫生标准、环保标准制定我国标准，应当以保障国家安全、防止欺骗、保护人

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为正当目标；除非这些国际标准由于基本气候、地理因

素或者基本的技术问题等原因而对我国无效或者不适用。 

    第六条  采用国际标准时，应当尽可能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由于基本气候、地理因素或者基本的技术问题等

原因对国际标准进行修改时，应当将与国际标准的差异控制在合理的、必要的并且是最小的范围之内。 

    第七条  我国的一个标准应当尽可能采用一个国际标准。当我国一个标准必须采用几个国际标准时，应当

说明该标准与所采用的国际标准的对应关系。 

    第八条  采用国际标准制定我国标准，应当尽可能与相应国际标准的制定同步，并可以采用标准制定的快

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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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采用国际标准，应当同我国的技术引进、企业的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老产品改进相结合。 

    第十条  采用国际标准的我国标准的制定、审批、编号、发布、出版、组织实施和监督，同我国其他标准一

样，按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企业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对于贸易需要的产品标

准，如果没有相应的国际标准或者国际标准不适用时，可以采用国外先进标准。 

第三章 采用国际标准程度和编写方法 

    第十二条  我国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分为等同采用和修改采用。 

    等同采用，指与国际标准在技术内容和文本结构上相同，或者与国际标准在技术内容上相同，只存在少量编

辑性修改。 

    修改采用，指与国际标准之间存在技术性差异，并清楚地标明这些差异以及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允许包含编

辑性修改。修改采用不包括只保留国际标准中少量或者不重要的条款的情况。修改采用时，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在文

本结构上应当对应，只有在不影响与国际标准的内容和文本结构进行比较的情况下才允许改变文本结构。 

    第十三条  我国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代号为： 

    IDT：等同采用（identical）； 

    MOD：修改采用（modified）。 

    根据国际标准制定的我国标准应当在封面标明和前言中叙述该国际标准的编号、名称和采用程度；在标准

中引用采用国际标准的我国标准，应当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中标明对应的国际标准编号和采用程度，标准名称不

一致的，应当给出国际标准名称。 

    我国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程度的具体标注方法应遵守《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 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

（GB/T 20000.2）  。 

    第十四条  在采用国际标准的我国标准中，应当说明或者标明技术性差异和编辑性修改，具体说明或者标

注方法应遵守《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 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GB/T 20000.2）。 

    第十五条  采用国际标准的我国标准的编号表示方法如下： 

（一）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我国标准采用双编号的表示方法， 

示例：GB×××××-××××/ ISO×××××: ××××。 

    （二）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我国标准，只使用我国标准编号。 

    在采用国际标准时，应当按《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1.1）的规定起

草和编写我国标准。在等同采用 ISO/IEC 以外的其他组织的国际标准时，我国标准的文本结构应当与被采用的国际

标准一致。 

    第十六条  采用国际标准的我国标准，在编制说明中，应当详细地说明采用该标准的目的、意义，标准的水

平，我国标准同被采用标准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等。 

    第十七条  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应关系除等同、修改外，还包括非等效。非等效不属于采用国际标准，

只表明我国标准与相应国际标准有对应关系。 

  非等效指与相应国际标准在技术内容和文本结构上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异没有被清楚地标明。非等效还包

括在我国标准中只保留了少量或者不重要的国际标准条款的情况。 

  非等效（not equivalent）代号为 NEQ。 

第四章  促进采用国际标准的措施 

    第十八条  对于采用国际标准的重点产品，需要进行技术改造的，有关管理部门应当按国家技术改造的有

关规定，优先纳入各级技术改造计划。 

    在技术引进中，要优先引进有利于使产品质量和性能达到国际标准的技术设备及有关的技术文件。 

    第十九条  对于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在采购原材料、配套设备、备品备件时，应当优先采购采用国际标准的

产品。 

    第二十条  各级标准化管理部门应当及时为企业采用国际标准提供标准资料和咨询服务。各级科技和标准

情报部门应当积极搜集、提供国际标准化的信息及有关资料，并开展咨询服务，为企业提供最新的标准信息。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162 / 3277 页 

 

    第二十一条  对采用国际标准的产品，按照《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管理办法》的规定实行标志制度。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3 年 12 月 13 日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采用国际标准和国

外先进标准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附件： 

国际标准化组织确认并公布的其他国际组织 

 

国际计量局（BIPM） 

国际人造纤维标准化局（BISFN） 

食品法典委员会（CAC） 

空间数据系统咨询委员会（CCSDS） 

国际建筑结构研究与改革委员会（CIB） 

国际照明委会员（CIE） 

国际内燃机理事会（CIMAC） 

国际牙科联合会（FDI） 

国际信息与文献联合会（FID）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国际民航组织（ICAO） 

国际谷类加工食品科学技术协会（ICC） 

国际排灌委员会（ICID） 

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 

国际辐射单位与测量委员会（ICRU）  

国际乳品业联合会（IDF） 

因特网工程特别工作组（IETF）   

国际图书馆协会与学会联合会（IFTA）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IFOAM） 

国际煤气工业联合会（IGU） 

国际制冷学会（IIR） 

国际劳工组织（ILO） 

国际海事组织（IMO） 

国际种子检验协会（ISTA）   

国际电信联盟（ITU）  

国际理论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 

国际毛纺组织（IWTO） 

国际兽医局（OIE） 

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局（OIV） 

材料与结构研究实验所国际联合会（RILEM） 

贸易信息交流促进委员会（TraFIX） 

国际铁路联盟（UIC） 

联合国经营、交易和运输程序和实施促进中心（UN/CEFACT）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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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关组织（WCO） 

世界卫生组织（WH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世界气象组织（WMO 

 

 

 

 

 

 

 

 

 

 

 

 

 

 

 

 

 

  第三部分 房地产市场(市场准入、规划审批、房屋质量、交付

与权属登记、预售许可) 

3.1 市场准入 

房地产开发企业、监理施工、设计、检测勘察、工程质量监督、测量等单位没有资质审查及证明。 

3.2 规划审批 

政府及各建设监督主管理部门违法审批及隐瞒各种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3 房屋质量 

质量差，没有进行合法的验收检测。互相隐瞒瞒报。 

 U5 ~1 o: [- K+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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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交付与权属登记 

3.4.1 土地分割证一直拖着未办 

3．4．1．1）《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 年 7 月 20 日国务院令 248 号） 

http://www.zunyi.gov.cn/bsfw/ztfw/zffw/spf/zcfg_01/201710/t20171024_626407.html  

http://www.mzjs.gov.cn/news/flfg/2017-5-17/175171044256177BI72A8HG3B87KH.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860859.htm  （2011） 

第三十三条预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 90 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

手续；现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销售合同签订之日起 90 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房地

产开发企业应当协助商品房购买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 

3.4.2 房屋建筑面积的测算数字予以公布 

从购房起就没见有监测单位进行测量过，我们的房屋面积只是开发商的一面之词。再者从投诉以来的建设行政

部门的文件各说法不一(前面提到）,还有违法违规建设的建筑面积并说了进行了行政处罚,而各行政部门怎么能这

样测绘我们的公摊面积及房屋面积呢?我们对此面积都存怀疑！。我们希望这些数字的测算予以公示以及计算方法。

我们需要的是由监管单位测定的“占地面积、各户的房屋建筑面积、公摊面积” 等原始数据及合法合理数据。对

于违章建筑面积不能分摊计算我们的面积，并在业主购房时违规收取业主的房价。应退还给业主。如果各行政主管

部门这样维护违法者，这样的行政处罚方式，开发商或建设单位都会违法违规建设，反正是买房者来买单，这种行

政处罚有什么效果？只会滋长违法乱建赚大钱，再者，工程建设系统的信用建设如何保障？买房者的权益如何得到

保障？行政效能考核形同虚设。这种方式等于建设单位（开发商）没有罚款，而是全罚到购房者身上，并还从中获

取更大利润！ 

 

3.5 预售许可违法违规 

从建设单位的《竣工验收报告》《建设规划许可证》上得知，违建的先就在预售！而业主根本无法查到公开或听

证超建行为。这也是建设行政主管理的监管责任！ 

3.6 房屋测绘违法违规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2000 年 12 月 28 日建设部、国家测绘局令第 83 号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房产测绘管理，规范房产测绘行为，保护房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

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产测绘活动，实施房产测绘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房产测绘单位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国家房产测量规范和有关技术标准、规定，

对其完成的房产测绘成果质量负责。 

    房产测绘单位应当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测绘技术水平，接受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和测绘行政主管部

门的技术指导和业务监督。 

    第四条  房产测绘从业人员应当保证测绘成果的完整、准确，不得违规测绘、弄虚作假，不得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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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法律法规 

3.7.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 年 11 月 1 日主席令 91 号 2011 年 4 月 22 日修改）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5-08/05/content_20920.htm  

http://www.mohurd.gov.cn/fgjs/fl/201508/t20150828_224095.html  

http://www.cnca.gov.cn/bsdt/ywzl/flyzcyj/zcfg/201707/t20170710_54683.shtml  

     第六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筑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都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部门进行检举、控告、投诉。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对不符合开

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处以罚款。 

    第六十五条 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将建筑工程肢

解发包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

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吊销资质证书，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对因该项承揽

工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建筑施工企业与使用本企业名义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六十七条 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承包单位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对因转包工程或者违法分包的工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

与接受转包或者分包的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六十八条 在工程发包与承包中索贿、受贿、行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分

别处以罚款，没收贿赂的财物，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对在工程承包中行贿的承包单位，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

证书。 

    第六十九条 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责令改正，处

以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工程监理单位转让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

吊销资质证书。 

    第七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一条 建筑施工企业违反本法规定，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责令改正，可以处

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筑施工企业的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职工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二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违反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

降低工程质量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三条 建筑设计单位不按照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进行设计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造成工程质

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四条 建筑施工企业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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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行为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建筑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建筑施工企业违反本法规定，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

罚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屋顶、墙面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六条 本法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

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决定。 

    依照本法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对不具备相应资质等级条件的单位颁发该等级资质证书的，由其上级机关责

令收回所发的资质证书，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七十八条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限定发包单位将招标发包的工程发包给指定的

承包单位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九条 负责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施工条件的建筑工程颁发施工许

可证的，负责工程质量监督检查或者竣工验收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不合格的建筑工程出具质量合格文件或者按合

格工程验收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由

该部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八十条 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受到损害的，有权向责任者要求赔偿。 

    第八十一条 本法关于施工许可、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审查和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禁止转包，以及建筑工程

监理、建筑工程安全和质量管理的规定，适用于其他专业建筑工程的建筑活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八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对建筑活动实施监督管理中，除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收

取费用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第八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小型房屋建筑工程的建筑活动，参照本法执行。 

3.7.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 年 8 月 30 日主席令 72 号）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8-12/15/content_1462096.htm  1994 

http://www.mlr.gov.cn/zwgk/flfg/tdglflfg/200601/t20060119_72176.htm 2007 

http://www.gov.cn/flfg/2007-08/30/content_732595.htm 2007 

http://www.mohurd.gov.cn/fgjs/fl/200709/t20070904_159508.html 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2 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07 年 8 月 30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7 年 8 月 30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 

  （2007 年 8 月 30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作如下修改：  

  在第一章“总则”中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

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   （1994 年 7 月 5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7 年 8 月 30 日第十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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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房地产开发用地  

  第一节 土地使用权出让  

  第二节 土地使用权划拨  

  第三章 房地产开发  

  第四章 房地产交易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房地产转让  

  第三节 房地产抵押  

  第四节 房屋租赁  

  第五节 中介服务机构  

  第五章 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地产的管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

益，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以下简称国有土地）范围内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

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实施房地产管理，应当遵守本法。  

  本法所称房屋，是指土地上的房屋等建筑物及构筑物。  

  本法所称房地产开发，是指在依据本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的行为。  

  本法所称房地产交易，包括房地产转让、房地产抵押和房屋租赁。  

  第三条 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有限期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本法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除外。  

  第四条 国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扶持发展居民住宅建设，逐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  

  第五条 房地产权利人应当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依法纳税。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六条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

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七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土地管理部门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划分，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管理

全国房地产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土地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及其职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

二章 房地产开发用地 

第一节 土地使用权出让   第八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

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  

  第九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

出让。  

  第十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年度建设用地计划。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房地产开发的，须根据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下达的控

制指标拟订年度出让土地使用权总面积方案，按照国务院规定，报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由市、县人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出让的每幅地块、用途、年限和其

他条件，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建设、房产管理部门共同拟定方案，按照国务院规定，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实施。  

  直辖市的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行使前款规定的权限，由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标或者双方协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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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旅游、娱乐和豪华住宅用地，有条件的，必须采取拍卖、招标方式；没有条件，不能采取拍卖、招标

方式的，可以采取双方协议的方式。  

  采取双方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不得低于按国家规定所确定的最低价。  

  第十四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五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应当签订书面出让合同。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  

  第十六条 土地使用者必须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  

  第十七条 土地使用者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必须按

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的，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

部门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  

  第十八条 土地使用者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必须取得出让方和市、县人民政

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整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第十九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当全部上缴财政，列入预算，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上缴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十条 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在特殊

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

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二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因土地灭失而终止。  

  第二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至迟于届

满前一年申请续期，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幅土地的，应当予以批准。经批准准予续期的，应当重新签订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照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虽申请续期但依照前款规定未获批

准的，土地使用权由国家无偿收回。 第二节 土地使用权划拨   第二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划拨，是指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依法批准，在土地使用者缴纳补偿、安置等费用后将该幅土地交付其使用，或者将土地使用权无偿交付给土地

使用者使用的行为。  

  依照本法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没有使用期限的限制。  

  第二十四条 下列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确属必需的，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划拨：  

  （一）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  

  （二）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  

  （三）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项目用地；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 第三章 房地产开发   第二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必须严格执行

城市规划，按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  

  第二十六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必须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

途、动工开发期限开发土地。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但是，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

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标准和规范。  

  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二十八条 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价入股，合资、合作

开发经营房地产。  

  第二十九条 国家采取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措施鼓励和扶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居民住宅。  

  第三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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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  

  （二）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三）有符合国务院规定的注册资本；  

  （四）有足够的专业技术人员；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

应当予以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还应当执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领取营业执照后的一个月内，应当到登记机关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

门备案。  

  第三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的比例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分期开发房地产的，分期投资额应当与项目规模相适应，并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

定，按期投入资金，用于项目建设。 第四章 房地产交易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二条 房地产转让、抵押时，

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  

  第三十三条 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和各类房屋的重置价格应当定期确定并公布。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十四条 国家实行房地产价格评估制度。  

  房地产价格评估，应当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评估程序，以基准地价、

标定地价和各类房屋的重置价格为基础，参照当地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  

  第三十五条 国家实行房地产成交价格申报制度。  

  房地产权利人转让房地产，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如实申报成交价，不得瞒报或者作不

实的申报。  

  第三十六条 房地产转让、抵押，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五章的规定办理权属登记。 第二节 房地产转

让   第三十七条 房地产转让，是指房地产权利人通过买卖、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其房地产转移给他人的行

为。  

  第三十八条 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  

  （一）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不符合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条件的；  

  （二）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  

  （三）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  

  （四）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  

  （五）权属有争议的；  

  （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转让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九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

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  

  转让房地产时房屋已经建成的，还应当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  

  第四十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

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报批时，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决定可以不办理

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转让方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转让房地产所获收益中的土地收益上缴国家或者作其他处理。  

  第四十一条 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合同中应当载明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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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条 房地产转让时，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载明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  

  第四十三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后，其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为原土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减去原土地使用者已经使用年限后的剩余年限。  

  第四十四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后，受让人改变原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

地用途的，必须取得原出让方和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

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第四十五条 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并已经确

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

案。  

  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  

  第四十六条 商品房预售的，商品房预购人将购买的未竣工的预售商品房再行转让的问题，由国务院规

定。 第三节 房地产抵押   第四十七条 房地产抵押，是指抵押人以其合法的房地产以不转移占有的方式向抵押

权人提供债务履行担保的行为。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抵押权人有权依法以抵押的房地产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第四十八条 依法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连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权。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权。  

  第四十九条 房地产抵押，应当凭土地使用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书办理。  

  第五十条 房地产抵押，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签订书面抵押合同。  

  第五十一条 设定房地产抵押权的土地使用权是以划拨方式取得的，依法拍卖该房地产后，应当从拍卖所

得的价款中缴纳相当于应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款额后，抵押权人方可优先受偿。  

  第五十二条 房地产抵押合同签订后，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不属于抵押财产。需要拍卖该抵押的房地产时，可

以依法将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与抵押财产一同拍卖，但对拍卖新增房屋所得，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第四节 房屋

租赁   第五十三条 房屋租赁，是指房屋所有权人作为出租人将其房屋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

付租金的行为。  

  第五十四条 房屋租赁，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租赁用途、租赁价格、修

缮责任等条款，以及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并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  

  第五十五条 住宅用房的租赁，应当执行国家和房屋所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租赁政策。租用房屋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的，由租赁双方协商议定租金和其他租赁条款。  

  第五十六条 以营利为目的，房屋所有权人将以划拨方式取得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上建成的房屋出租的，应

当将租金中所含土地收益上缴国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五节 中介服务机构   第五十七条 房地产中介

服务机构包括房地产咨询机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房地产经纪机构等。  

  第五十八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  

  （二）有固定的服务场所；  

  （三）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  

  （四）有足够数量的专业人员；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设立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  

  第五十九条 国家实行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资格认证制度。 第五章 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   第六十条 

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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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一条 以出让或者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

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土地使用权证书。  

  在依法取得的房地产开发用地上建成房屋的，应当凭土地使用权证书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

门申请登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核实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书。  

  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

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

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第六十二条 房地产抵押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办理抵押登记。  

  因处分抵押房地产而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应当依照本章规定办理过户登记。  

  第六十三条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房产管理和

土地管理工作的，可以制作、颁发统一的房地产权证书，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将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

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确认和变更，分别载入房地产权证书。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

条、第十二条的规定，擅自批准出让或者擅自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房地产开发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有关

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开发业务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没

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转让房地产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责令缴纳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预售商品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停

止预售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七十条 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收费的，上级机关应当责令退回所收取的钱款；情节

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七十一条 房产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房产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

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二条 在城市规划区外的国有土地范围内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交

易活动以及实施房地产管理，参照本法执行。  

  第七十三条 本法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3.7.3）《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 年 7 月 20 日国务院令 248 号） 

http://www.zunyi.gov.cn/bsfw/ztfw/zffw/spf/zcfg_01/201710/t20171024_626407.html  

http://www.mzjs.gov.cn/news/flfg/2017-5-17/175171044256177BI72A8HG3B87KH.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860859.htm  （2011）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48 号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已经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http://www.zunyi.gov.cn/bsfw/ztfw/zffw/spf/zcfg_01/201710/t20171024_626407.html
http://www.mzjs.gov.cn/news/flfg/2017-5-17/175171044256177BI72A8HG3B87KH.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860859.htm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172 / 3277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加强对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促进和保障房地产

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  

  第三条 房地产开发经营应当按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布

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土地管理工作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与房地产开发经营有关的土

地管理工作。 

第二章 房地产开发企业 

  第五条 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除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设立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有 100 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  

  （二）有 4 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房地产专业、建筑工程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2 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专

职会计人员。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对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和专业技术人员的

条件作出高于前款的规定。  

  第六条 外商投资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除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外，还应当依照外商投资企业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第七条 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对符合本条例第五条规定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予以登记；对不符合条件不予登记的，应当说明理

由。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对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登记进行审查时，应当听取同级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的意

见。  

  第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持下列文件到登记机关所在地的房地产开发

主管部门备案：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企业章程；  

  （三）验资证明；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五）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和聘用合同。  

  第九条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章 房地产开发建设 

  第十条 确定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和城市规划、房地产开发年

度计划的要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经计划主管部门批准的，还应当报计划主管部门批准，并纳入年度固定资产投

资计划。  

  第十一条 确定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当坚持旧区改建和新区建设相结合的原则，注重开发基础设施薄弱、交

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以及危旧房屋集中的区域，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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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用地应当以出让方式取得；但是，法律和国务院规定可以采用划拨方式的除外。  

  土地使用权出让或者划拨前，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对

下列事项提出书面意见，作为土地使用权出让或者划拨的依据之一  

  （一）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性质、规模和开发期限；  

  （二）城市规划设计条件；  

  （三）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要求；  

  （四）基础设施建成后的产权界定；  

  （五）项目拆迁补偿、安置要求。  

  第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当建立资本金制度，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 20％。  

  第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开发建设应当统筹安排配套基础设施，并根据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实施。  

  第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动工开发期限进行项目开发建

设。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限满 1 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20％以下的土地闲置费；

满 2 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上地使用权。但是，因不可杭力或者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

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迟延的除外。 

  第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

标准、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的技术规范以及合同的约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对其开发建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质量承担责任。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

用。  

  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

提出竣工验收申请。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竣工验收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对涉及公共安全的内容，组织工

程质量监督、规划、消防、人防等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进行验收。  

  第十八条 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和下列要求进行综合验

收：  

  （一）城市规划设计条件的落实情况；  

  （二）城市规划要求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情况；  

  （三）单项工程的工程质量验收情况；  

  （四）拆迁安置方案的落实情况；  

  （五）物业管理的落实情况。  

  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实行分期开发的，可以分期验收。  

  第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主要事项记录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中，

并定期送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章 房地产经营 

  第二十条 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规定的条件。  

  第二十一条 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自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 30 日

内，持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合同到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时，尚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原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中

有关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给受让人。项目转让人应当书面通知被拆迁人。  

  第二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三）按提供的预售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 25％以上，并已确定施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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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四）已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第二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证明材料；  

  （二）营业执照和资质等级证书；  

  （三）工程施工合同；  

  （四）预售商品房分层平面图；  

  （五）商品房预售方案。  

  第二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商品房预售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同意预售或者不同意预

售的答复。同意预售的，应当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不同意预售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进行虚假广告宣传，商品房预售广告中应当载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

文号。  

  第二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时，应当向预购人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商品房预售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到商品房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

发主管部门和负责土地管理工作的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商品房销售，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应当载明商品房的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价

格、交付日期、质量要求、物业管理方式以及双方的违约责任。  

  第二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中介机构代理销售商品房的，应当向中介机构出具委托书。中介机构销

售商品房时，应当向商品房购买入出示商品房的有关证明文件和商品房销售委托书。  

  第三十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和商品房销售价格，由当事人协商议定；但是，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居民住

宅价格，应当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  

  第三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时，向购买入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住宅质量保证书应当列明工程质量监督部门核验的质量等级、保修范围、保修期和保修单位等内容。房地产

开发企业应当按照住宅质量保证书的约定，承担商品房保修责任。  

  保修期内，因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商品房进行维修，致使房屋原使用功能受到影响，给购买人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商品房交付使用后，购买人认为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可以向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申情重新

核验。经核验，确属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购买人有权退房；给购买人造成损失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预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 90 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

权登记手续；现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销售合同签订之日起 90 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协助商品房购买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将未经验收的房屋交付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补办验收手续；逾期不补办验收手续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进

行验收，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经验收不合格的，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将验收不合格的房屋交付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返修，并处交付使用的房屋总造价 2％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给

购买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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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土地管理工作的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预售商品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已收取的预付款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房地产开发经营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外国有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实施房地产开发经营监督管理，参照本条

例执行。  

  第四十二条 城市规划区内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方可用于房地产开发经营。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1998 年 7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48 号发布 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

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加强对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促进和保障房地产

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 

  第三条 房地产开发经营应当按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布

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土地管理工作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与房地产开发经营有关

的土地管理工作。 

第二章 房地产开发企业 

  第五条 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除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设立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有 100 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 

  （二）有 4 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房地产专业、建筑工程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2 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专

职会计人员。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对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和专业技术人

员的条件作出高于前款的规定。 

  第六条 外商投资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除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外，还应当依照外商投资企业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第七条 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对符合本条例第五条规定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予以登记；对不符合条件不予登记的，应当说明理

由。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对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登记进行审查时，应当听取同级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的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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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持下列文件到登记机关所在地的房地产开发

主管部门备案：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企业章程； 

  （三）验资证明；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五）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和聘用合同。 

  第九条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章 房地产开发建设 

  第十条 确定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和城市规划、房地产开发年

度计划的要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经计划主管部门批准的，还应当报计划主管部门批准，并纳入年度固定资产投

资计划。 

  第十一条 确定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当坚持旧区改建和新区建设相结合的原则，注重开发基础设施薄弱、交

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以及危旧房屋集中的区域，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第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用地应当以出让方式取得；但是，法律和国务院规定可以采用划拨方式的除外。 

  土地使用权出让或者划拨前，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对

下列事项提出书面意见，作为土地使用权出让或者划拨的依据之一： 

  （一）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性质、规模和开发期限； 

  （二）城市规划设计条件； 

  （三）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要求； 

  （四）基础设施建成后的产权界定； 

  （五）项目拆迁补偿、安置要求。 

  第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当建立资本金制度，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 20%。 

  第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开发建设应当统筹安排配套基础设施，并根据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实施。 

  第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动工开发期限进行项目开发建

设。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限满 1 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20%以下的土地闲置费；

满 2 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但是，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

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迟延的除外。 

  第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

标准、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的技术规范以及合同的约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对其开发建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质量承担责任。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

用。 

  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

提出竣工验收申请。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竣工验收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对涉及公共安全的内容，组织工

程质量监督、规划、消防、人防等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进行验收。 

  第十八条 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和下列要求进行综合验

收： 

  （一）城市规划设计条件的落实情况； 

  （二）城市规划要求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情况； 

  （三）单项工程的工程质量验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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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拆迁安置方案的落实情况； 

  （五）物业管理的落实情况。 

  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实行分期开发的，可以分期验收。 

  第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主要事项记录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中，

并定期送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章 房地产经营 

  第二十条 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

定的条件。 

  第二十一条 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自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 30 日

内，持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合同到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时，尚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原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中

有关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给受让人。项目转让人应当书面通知被拆迁人。 

  第二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三）按提供的预售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 25%以上，并已确定施工进

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四）已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第二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证明材料； 

  （二）营业执照和资质等级证书； 

  （三）工程施工合同； 

  （四）预售商品房分层平面图； 

  （五）商品房预售方案。 

  第二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商品房预售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同意预售或者不同意预

售的答复。同意预售的，应当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不同意预售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进行虚假广告宣传，商品房预售广告中应当载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

文号。 

  第二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时，应当向预购人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商品房预售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到商品房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

发主管部门和负责土地管理工作的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商品房销售，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应当载明商品房的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价

格、交付日期、质量要求、物业管理方式以及双方的违约责任。 

  第二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中介机构代理销售商品房的，应当向中介机构出具委托书。中介机构销

售商品房时，应当向商品房购买人出示商品房的有关证明文件和商品房销售委托书。 

  第三十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和商品房销售价格，由当事人协商议定；但是，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居民住

宅价格，应当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 

  第三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时，向购买人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住宅质量保证书应当列明工程质量监督单位核验的质量等级、保修范围、保修期和保修单位等内容。房地产

开发企业应当按照住宅质量保证书的约定，承担商品房保修责任。 

  保修期内，因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商品房进行维修，致使房屋原使用功能受到影响，给购买人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商品房交付使用后，购买人认为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可以向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申请重新

核验。经核验，确属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购买人有权退房；给购买人造成损失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依法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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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预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 90 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

权登记手续；现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销售合同签订之日起 90 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协助商品房购买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 

第五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将未经验收的房屋交付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补办验收手续；逾期不补办验收手续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进

行验收，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经验收不合格的，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将验收不合格的房屋交付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返修，并处交付使用的房屋总造价 2%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给

购买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土地管理工作的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预售商品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已收取的预付款 1%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房地产开发经营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外国有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实施房地产开发经营监督管理，参照本条

例执行。 

  第四十二条 城市规划区内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后，方可用于房地产开发经营。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3.7.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范法》（1989 年 12 月 26 日主席令第 23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范法》（1989 年 12 月 26 日主席令第 23 号） 

http://www.mohurd.gov.cn/cjda/cjdazcfg/200611/t20061101_3863.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范法》(2007 年 10 月 2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 号)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10/28/content_788494.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一

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通过，现予公布，自一九九零年四月一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确定城市的规模和发展方向，实现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合理地制定城市规划和进行

城市建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制定本法。  

  第二条 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必须遵守本法。  

  第三条 本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  

  本法所称城市规划区，是指城市市区、近郊区以及城市行政区域内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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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城市规划区的具体范围，由城市人民政府在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  

  第四条 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

局。  

  大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五十万以上的城市。  

  中等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二十万以上、不满五十万的城市。  

  小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不满二十万的城市。  

  第五条 城市规划必须符合我国国情，正确处理近期建设和远景发展的关系。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必须坚持适用、经济的原则，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  

  第六条 城市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历史情况、现

状特点，统筹兼顾，综合部署。  

  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的规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按计划分步实施。  

  第七条 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和国土规划、区域规划、江河流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 

  第八条 国家鼓励城市规划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规划科学技术水平。  

  第九条 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的城市规划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工作。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城市规划的制定  

  第十一条 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分别组织编制全国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城镇体系规划，用以指导城市规划的编制。  

  第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城市规划。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城市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负

责组织编制。  

  第十三条 编制城市规划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预测城市远景发展的需要；应当使城市的发展规模、各项建

设标准、定额指标、开发程序同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十四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注意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和

市容环境卫生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自然景观。  

  编制民族自治地方的城市规划，应当注意保持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  

  第十五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贯彻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促进流通、繁荣经济、促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

的原则。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符合城市防火、防爆、抗震、防洪、防泥石流和治安、交通管理、人民防空建设等要求，

在可能发生强烈地震和严重洪水灾害的地区，必须在规划中采取相应的抗震、防洪措施。 

  第十六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贯彻合理用地、节约用地的原则。  

  第十七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具备勘察、测量及其他必要的基础资料。  

  第十八条 编制城市规划一般分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进行。大城市、中等城市为了进一步控制和

确定不同地段的土地用途、范围和容量，协调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在总体规划基础上，可以编制分区规

划。  

  第十九条 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包括：城市的性质、发展目标和发展规模，城市主要建设标准和定额指标，城

市建设用地布局、功能分区和各项建设的总体部署，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和河湖、绿地系统，各项专业规划，近期建设

规划。  

  设市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应当包括市或者县的行政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 

  第二十条 城市详细规划应当在城市总体规划或者分区规划的基础上，对城市近期建设区域内各项建设作

出具体规划。  

  城市详细规划应当包括：规划地段各项建设的具体用地范围，建筑密度和高度等控制指标，总平面布置、工

程管线综合规划和竖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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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条 城市规划实行分级审批。  

  直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由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  

  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城市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城市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

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  

  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以外的设市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审批，其中市管辖的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制镇的总体规划，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批。  

  城市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在向上级人民政府报请审批城市总体规划前，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

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  

  城市分区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  

  城市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编制分区规划的城市的详细规划，除重要的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

审批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局部调整，报同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原批准机关备案；但涉及城市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总体布局重大变更的，须经同级人民

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三章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  

  第二十三条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必须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

则。各项建设工程的选址、定点，不得妨碍城市的发展，危害城市的安全，污染和破坏城市环境，影响城市各项功能

的协调。  

  第二十四条 新建铁路编组站、铁路货运干线、过境公路、机场和重要军事设施等应当避开市区。  

  港口建设应当兼顾城市岸线的合理分配和利用，保障城市生活岸线用地。  

  第二十五条 城市新区开发应当具备水资源、能源、交通、防灾等建设条件，并应当避开地下矿藏、地下文

物古迹。  

  第二十六条 城市新区开发应当合理利用城市现有设施。  

  第二十七条 城市旧区改建应当遵循加强维护、合理利用、调整布局、逐步改善的原则，统一规划，分期实

施，并逐步改善居住和交通运输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的综合功能。  

第四章 城市规划的实施  

  第二十八条 城市规划经批准后，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公布。  

  第二十九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第三十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的选址和布局必须符合城市规划。设计任务书报请批准时，必须附有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选址意见书。  

  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申请用地的，必须持国家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向城市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定点，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其用地位置和界限，提供规划设计条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拨土地。 

  第三十二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

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方可申请办理开工

手续。  

  第三十三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必须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内拆除。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的具体

规划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禁止在批准临时使用的土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规划作出的调整用地决定。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广场、绿地、高压供电走廊和压占地下管线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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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挖取砂石、土方等活动，须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不得破坏城市环境，影

响城市规划的实施。  

  第三十七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要求进行检查。被检查

者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必要的资料，检查者有责任为被检查者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三十八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参加城市规划区内重要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城市规划区的建设

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资料。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批准文

件无效，占用的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退回。  

  第四十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

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设

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第四十一条 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单位的有

关责任人员，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

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

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

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三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

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未设镇建制的工矿区的居民点，参照本法执行。  

  第四十五条 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六条 本法自１９９０年４月１日起施行。国务院发布的《城市规划条例》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四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07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2007 年 10 月 2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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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法。 

    本法所称城乡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分为总体

规划和详细规划。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本法所称规划区，是指城市、镇和村庄的建成区以及因城乡建设和发展需要，必须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规划

区的具体范围由有关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中，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划定。 

    第三条 城市和镇应当依照本法制定城市规划和镇规划。城市、镇规划区内的建设活动应当符合规划要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原则，确定应当制定乡规

划、村庄规划的区域。在确定区域内的乡、村庄，应当依照本法制定规划，规划区内的乡、村庄建设应当符合规划要

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鼓励、指导前款规定以外的区域的乡、村庄制定和实施乡规划、村庄规划。 

    第四条 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遵循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

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保护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

传统风貌，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并符合区域人口发展、国防建设、防灾减灾和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需要。 

    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遵守土地管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在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中合理确定城市、镇

的发展规模、步骤和建设标准。 

    第五条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以及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与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城乡规划的编制和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七条 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是城乡建设和规划管理的依据，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 

    第八条 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及时公布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

内容除外。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经依法批准并公布的城乡规划，服从规划管理，并有权就涉及其利害关

系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规划的要求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查询。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或者控告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举报或者控告，应当及时受理并组织核查、处理。 

    第十条 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强城乡规划的科学性，提高城乡规划实施及监督管理的效能。 

    第十一条 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第二章 城乡规划的制定 

    第十二条 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用于指导省域城镇体

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由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国务院审批。 

    第十三条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报国务院审批。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城镇空间布局和规模控制，重大基础设施的布局，为保护生态环境、资源

等需要严格控制的区域。 

    第十四条 城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 

    直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由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市以及国务院确定

的城市的总体规划，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报省、

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五条 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其他镇的总体规

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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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总体规划，在报

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前，应当先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交由本级人

民政府研究处理。 

    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镇总体规划，在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前，应当先经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代表的审议

意见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报送审批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或者镇总体规划，应当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审议意见和根据审议意见修改规划的情况一并报送。 

    第十七条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城市、镇的发展布局，功能分区，用地布局，综合交

通体系，禁止、限制和适宜建设的地域范围，各类专项规划等。 

    规划区范围、规划区内建设用地规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水源地和水系、基本农田和绿化用地、

环境保护、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及防灾减灾等内容，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为二十年。城市总体规划还应当对城市更长远的发展作出预测性

安排。 

    第十八条 乡规划、村庄规划应当从农村实际出发，尊重村民意愿，体现地方和农村特色。 

    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规划区范围，住宅、道路、供水、排水、供电、垃圾收集、畜禽养殖场所

等农村生产、生活服务设施、公益事业等各项建设的用地布局、建设要求，以及对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防灾减灾等的具体安排。乡规划还应当包括本行政区域内的村庄发展布局。 

    第十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经

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条 镇人民政府根据镇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县人

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镇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经县人民政

府批准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一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可以组织编制重要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

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 

    第二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乡规划、村庄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村庄规划在报送审批前，

应当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 

    第二十三条 首都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应当统筹考虑中央国家机关用地布局和空间安排的需要。 

    第二十四条 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城乡规划的具体编制工作。 

    从事城乡规划编制工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城乡规划编制工作： 

    （一）有法人资格； 

    （二）有规定数量的经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注册的规划师； 

    （三）有规定数量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四）有相应的技术装备； 

    （五）有健全的技术、质量、财务管理制度。 

    规划师执业资格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人事行政部门制定。 

    编制城乡规划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标准。 

    第二十五条 编制城乡规划，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勘察、测绘、气象、地震、水文、环境等基础资料。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编制城乡规划的需要，及时提供有关基础资料。 

    第二十六条 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

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 

    第二十七条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批准前，审批机关应当组织专家和有关部门进行

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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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乡规划的实施 

    第二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量力而行，尊重群众意愿，有计划、分步骤

地组织实施城乡规划。 

    第二十九条 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应当优先安排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妥善处理新区开发与旧

区改建的关系，统筹兼顾进城务工人员生活和周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村民生产与生活的需要。 

    镇的建设和发展，应当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先安排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道路、通

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卫生院、文化站、幼儿园、福利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为周边农村提供服务。 

    乡、村庄的建设和发展，应当因地制宜、节约用地，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引导村民合理进行建设，改善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第三十条 城市新区的开发和建设，应当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时序，充分利用现有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严格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体现地方特色。 

    在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不得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 

    第三十一条 旧城区的改建，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合理确定拆迁和建设规模，有计划地对危房

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改建。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以及受保护建筑物的维护和使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

规定。 

    第三十二条 城乡建设和发展，应当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统筹安排风景名胜区及周边乡、镇、

村庄的建设。 

    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 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应当与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遵循统筹安排、综合开发、合

理利用的原则，充分考虑防灾减灾、人民防空和通信等需要，并符合城市规划，履行规划审批手续。 

    第三十四条 城市、县、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近期建设规划，报总体规划审批机关备案。 

    近期建设规划应当以重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中低收入居民住房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内容，

明确近期建设的时序、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近期建设规划的规划期限为五年。 

    第三十五条 城乡规划确定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道路、绿地、输配电设施及输电线路走廊、通信设施、

广播电视设施、管道设施、河道、水库、水源地、自然保护区、防汛通道、消防通道、核电站、垃圾填埋场及焚烧厂、

污水处理厂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以及其他需要依法保护的用地，禁止擅自改变用途。 

    第三十六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

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不需要申请选址意见书。 

    第三十七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备案

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建设用地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的范围，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审批后，由土地主管部门划拨土地。 

    第三十八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城市、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为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项目

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擅自改变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组成部分的规划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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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条 规划条件未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对未取得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批准用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撤销有关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应当及时退回；给当

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四十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

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 

    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需要建设单位

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建设项目，还应当提交修建性详细规划。对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和规划条件的，由城市、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经审定的

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予以公布。 

    第四十一条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

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规划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建设，不得占用农用地；

确需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由城市、县人民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第四十二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作出规划许可。 

    第四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确需变更的，必须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变更内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

当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通报同级土地主管部门并公示。 

    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报有关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四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的，应当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临时建

设影响近期建设规划或者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以及交通、市容、安全等的，不得批准。 

    临时建设应当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内自行拆除。 

    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规划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予以核

实。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 

    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 

第四章 城乡规划的修改 

    第四十六条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定期

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镇人民代表大会和原审批机关提出评估报告并附具征求意见的情况。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编制机关方可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修改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

体规划、镇总体规划： 

    （一）上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城乡规划发生变更，提出修改规划要求的； 

    （二）行政区划调整确需修改规划的； 

    （三）因国务院批准重大建设工程确需修改规划的； 

    （四）经评估确需修改规划的； 

    （五）城乡规划的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修改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原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并

向原审批机关报告；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同意

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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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后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和第

十六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

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

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修改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应当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 

    第四十九条 城市、县、镇人民政府修改近期建设规划的，应当将修改后的近期建设规划报总体规划审批机关

备案。 

    第五十条 在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发放后，因依

法修改城乡规划给被许可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因修改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乡规划编制、审批、实施、修改的监督检

查。 

    第五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城乡规划

的实施情况，并接受监督。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并进行复制； 

    （二）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监督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并根据需要进入现场进行勘测； 

    （三）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有关城乡规划的法律、法规的行为。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履行前款规定的监督检查职责，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人员

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第五十四条 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应当依法公开，供公众查阅和监督。 

    第五十五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查处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时，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

分的，应当向其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处分建议。 

    第五十六条 依照本法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有关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给予行政处罚的，上级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建议有关人民政府责令其给予行政处罚。 

    第五十七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违反本法规定作出行政许可的，上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

撤销或者直接撤销该行政许可。因撤销行政许可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对依法应当编制城乡规划而未组织编制，或者未按法定程序编制、审批、修改城乡规划的，由上

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九条 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编制城乡规划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

改正，通报批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条 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据职权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依法组织编制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二）超越职权或者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核发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核发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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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未依法对经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予以公布的； 

    （五）同意修改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前未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的； 

    （六）发现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违反规划许可的规定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的行为，而不予查处或者接到举

报后不依法处理的。 

    第六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对未依法取得选址意见书的建设项目核发建设项目批准文件的； 

    （二）未依法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确定规划条件或者改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依法确定的规

划条件的； 

    （三）对未依法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第六十二条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处合同约定的规划编制费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由原发证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 

    （二）违反国家有关标准编制城乡规划的。 

    未依法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

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三条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取得资质证书后，不再符合相应的资质条件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四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

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

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

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 

    第六十六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拆除，可以并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一倍以下的罚款： 

    （一）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 

    （二）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 

    （三）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 

    第六十七条 建设单位未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的，由

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报；逾期不补报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八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

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条 本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同时废止。 

 

3.7.5）《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 年 3 月 29 日建设部令第 77 号）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 年 3 月 29 日建设部令第 77 号）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89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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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bz.gov.cn/bsfw/2/5/1/2015/06/143454998743070.shtml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 年 05 月 04 日建设部令第 24 号） 

http://www.sqjsj.gov.cn/ReadNews.asp?NewsID=43643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505/t20150514_220873.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00-00006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房地产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期：

2000 年 03 月 29 日文件名称：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有 效 期：2000 年 03 月 29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77 号主 题 词：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于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经第二十次部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发

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房地产开发企业是指依法设立、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第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  

  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的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

产开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  

  第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企业条件分为一、二、三、四四个资质等级。  

  各资质等级企业的条件如下：  

  （一）一级资质：  

  1．注册资本不低于 5000 万元；  

  2．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5 年以上；  

  3．近 3 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 3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4．连续 5 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  

  5．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5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6．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40 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的管理人员不少于 20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 4 人；  

  7．工程技术、财务、统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8．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9．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二）二级资质：  

  1．注册资本不低于 2000 万元；  

  2．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3 年以上；  

  3．近 3 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 15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4．连续 3 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  

  5．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6．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的管理人员不少于 10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 3 人；  

  7．工程技术、财务、统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8．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9．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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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级资质：  

  1．注册资本不低于 800 万元；  

  2．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2 年以上；  

  3．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 5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4．连续 2 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  

  5．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的管理人员不少于 5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 2 人；  

  6．工程技术、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统计等其他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

上职称；  

  7．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8．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四）四级资质：  

  1．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 万元；  

  2．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1 年以上；  

  3．已竣工的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  

  4．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5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

计人员不少于 2 人；  

  5．工程技术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财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配有专业统计人

员；  

  6．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7．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第六条 新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持下列文件到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

备案；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企业章程；  

  （三）验资证明；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五）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  

  （六）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出示的其他文件。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备案申请后 30 日内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核发《暂定资质证书》。  

  《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 1 年。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可以视企业经营情况延长《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但

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2 年。  

  自领取《暂定资质证书》之日起 1 年内无开发项目的，《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不得延长。  

  第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满前 1 个月内向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申请核定资

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其开发经营业绩核定相应的资质等级。  

  第八条 申请《暂定资质证书》的条件不得低于四级资质企业的条件。  

  第九条 临时聘用或者兼职的管理、技术人员不得计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总数。  

  第十条 申请核定资质等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提交下列证明文件：  

  （一）企业资质等级申报表；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三）企业资产负债表和验资报告；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经济、技术、财务负责人的职称证件；  

  （五）已开发经营项目的有关证明材料；  

  （六）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执行情况报告；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190 / 3277 页 

 

  （七）其他有关文件、证明。  

  第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级实行分级审批。  

  一级资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企业的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经资质审查合格的企业，由资质审批部门发给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  

  第十二条 资质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资质审批部门可以

根据需要核发资质证书副本若干份。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证书。  

  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必须在新闻媒体上声明作废后，方可补领。  

  第十四条 企业发生分立、合并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的 30 日内，到原资质审批

部门申请办理资质证书注销手续，并重新申请资质等级。  

  第十五条 企业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技术负责人，应当在变更 30 日内，向原资质审批部门

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企业破产、歇业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业务时，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营业执照后

的 15 日内，到原资质审批部门注销资质证书。  

  第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实行年检制度。对于不符合原定资质条件或者有不良经营行为的企业，

由原资质审批部门予以降级或者注销资质证书。  

  一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年检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负责。  

  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年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

定办法。  

  房地产开发企业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资质年检的，视为年检不合格，由原资质审批部门注销资质证书。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将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年检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一级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房地产项目的建设规模不受限制，可以在全国范围承揽房地产

开发项目。  

  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承担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以下的开发建设项目，承担业务

的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各资质等级企业应当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不得越级承担任务。  

  第十九条 企业未取得资质证书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

营业执照。  

  第二十条 企业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吊销资质证书，并提请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一条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公告资质证书作废，收回证书，并可处以 1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骗取资质证书的；  

  （二）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证书的。  

  第二十二条 企业开发建设的项目工程质量低劣，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降低资质

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并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三条 企业在商品住宅销售中不按照规定发放《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的，由原资

质审批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降低资质等级，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企业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资质审批和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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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3 年 11 月 16 日建设部发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28 号）同时废止。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 年 5 月 4 日修正版） 

（2000 年 03 月 29 日建设部令第 77 号发布，2015 年 05 月 04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房地产开发企业是指依法设立、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第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 

  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的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

产开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 

  第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企业条件分为一、二、三、四四个资质等级。 

  各资质等级企业的条件如下： 

  （一）一级资质： 

  1．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5 年以上； 

  2．近 3 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 3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3．连续 5 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 

  4．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5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5．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40 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的管理人员不少于 20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 4 人； 

  6．工程技术、财务、统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7．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8．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二）二级资质： 

  1．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3 年以上； 

  2．近 3 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 15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3．连续 3 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 

  4．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5．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的管理人员不少于 10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 3 人； 

  6．工程技术、财务、统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7．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8．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三）三级资质： 

  1．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2 年以上； 

  2．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 5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3．连续 2 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 

  4．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的管理人员不少于 5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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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工程技术、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统计等其他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

上职称； 

  6．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7．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四）四级资质： 

  1．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1 年以上； 

  2．已竣工的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 

  3．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5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

计人员不少于 2 人； 

  4．工程技术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财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配有专业统计人

员； 

  5．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6．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第六条 新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持下列文件到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

备案；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企业章程； 

  （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四）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 

  （五）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出示的其他文件。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备案申请后 30 日内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核发《暂定资质证书》。 

  《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 1 年。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可以视企业经营情况延长《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但

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2 年。 

  自领取《暂定资质证书》之日起 1 年内无开发项目的，《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不得延长。 

  第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满前 1 个月内向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申请核定资

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其开发经营业绩核定相应的资质等级。 

  第八条 申请《暂定资质证书》的条件不得低于四级资质企业的条件。 

  第九条 临时聘用或者兼职的管理、技术人员不得计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总数。 

  第十条 申请核定资质等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提交下列证明文件： 

  （一）企业资质等级申报表；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三）企业资产负债表；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经济、技术、财务负责人的职称证件； 

  （五）已开发经营项目的有关证明材料； 

  （六）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执行情况报告； 

  （七）其他有关文件、证明。 

  第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级实行分级审批。 

  一级资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企业的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经资质审查合格的企业，由资质审批部门发给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 

  第十二条 资质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资质审批部门可以

根据需要核发资质证书副本若干份。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证书。 

  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必须在新闻媒体上声明作废后，方可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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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企业发生分立、合并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的 30 日内，到原资质审批

部门申请办理资质证书注销手续，并重新申请资质等级。 

  第十五条 企业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技术负责人，应当在变更 30 日内，向原资质审批部门

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企业破产、歇业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业务时，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营业执照后

的 15 日内，到原资质审批部门注销资质证书。 

  第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实行年检制度。对于不符合原定资质条件或者有不良经营行为的企业，

由原资质审批部门予以降级或者注销资质证书。 

  一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年检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负责。 

  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年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

定办法。 

  房地产开发企业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资质年检的，视为年检不合格，由原资质审批部门注销资质证书。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将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年检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一级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房地产项目的建设规模不受限制，可以在全国范围承揽房地产

开发项目。 

  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承担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以下的开发建设项目，承担业务

的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各资质等级企业应当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不得越级承担任务。 

  第十九条 企业未取得资质证书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

营业执照。 

  第二十条 企业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吊销资质证书，并提请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一条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公告资质证书作废，收回证书，并可处以 1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骗取资质证书的； 

  （二）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证书的。 

  第二十二条 企业开发建设的项目工程质量低劣，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降低资质

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并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三条 企业在商品住宅销售中不按照规定发放《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的，由原资

质审批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降低资质等级，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企业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资质审批和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

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3 年 11 月 16 日建设部发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28 号）同时废止。 

 

3.7.6）《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2004 年 08 月 23 日建设部令第 134 号） 

http://www.nanjing.gov.cn/xxgk/qzf/jnq/jnqzfhcxjsj/200907/t20090718_4693809.html  

http://qhcin.gov.cn/info/1121/75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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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4 年 11 月 23

日建质[2004]203 号）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7982.html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2013 年 4 月 27 日 建设部令第 13 号） 

http://www.lantu.lnjst.gov.cn/ApproveWeb/kcsj/Article.aspx?fid=54590448-7575-4870-bb93-

a497710c5500&fcol=100004013  

http://jst.jl.gov.cn/zcfg/bmgz/201310/t20131031_1557437.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1309/t20130904_214945.html  

http://www.sckcsj.org/kxwz.nsf/news/53F22A60DC9682D548257BE3002E71C5?opendocument  

http://www.hbcic.gov.cn/Web/Article/2014/03/11/1456258618.aspx?ArticleID=fbf64be6-b826-482f-833f-e4e36e4fa7bb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管理，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和实施监督管

理的，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实施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文件，以下简称施工图）审查制度。 

  本办法所称施工图审查，是指建设主管部门认定的施工图审查机构（以下简称审查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对施工图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的审查。 

  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规定审查机构的条件、施工图审查工作的管理办法，并对全国的施工图

审查工作实施指导、监督。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认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审查机构，对施工图审查工作实施监督

管理，并接受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施工图审查工作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并接受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审查合格的施工图。 

  确需修改的，凡涉及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内容的，建设单位应当将修改后的施工图送原审查机构审查。 

  第十五条 审查机构对施工图审查工作负责，承担审查责任。 

  施工图经审查合格后，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问题，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审查机

构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建设主管部门对审查机构、审查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审查人员依法作出处理或者处罚。 

  第十六条 审查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施工图审查应当有经各专业审查人员签字的审查记录，

审查记录、审查合格书等有关资料应当归档保存。 

   第十九条 按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的，建设主管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 审查机构出具虚假审查合格书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处 3 万元罚款，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对审查机构的认定；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二十四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审查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机

构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认定审查机构的，国务院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施工图审查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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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4 号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已于 2004 年 6 月 29 日经第 37 次部常务会

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管理，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和实施监督管

理的，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实施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文件，以下简称施工图）审查制度。 

  本办法所称施工图审查，是指建设主管部门认定的施工图审查机构（以下简称审查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对施工图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的审查。 

  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规定审查机构的条件、施工图审查工作的管理办法，并对全国的施工图

审查工作实施指导、监督。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认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审查机构，对施工图审查工作实施监督

管理，并接受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施工图审查工作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并接受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确定的审查机构条件，并结合本行政区域

内的建设规模，认定相应数量的审查机构。 

  审查机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法人。 

  第六条 审查机构按承接业务范围分两类，一类机构承接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业务范

围不受限制；二类机构可以承接二级及以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图审查。 

  第七条 一类审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 万元。 

  （二）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三）审查人员应当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 15 年以上所需专业勘察、设计工作经历；主持过不少于 5 项

一级以上建筑工程或者大型市政公用工程或者甲级工程勘察项目相应专业的勘察设计；已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

审查人员应当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审

查人员应当有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 

  （四）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结构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6 人，建筑、电气、暖通、给排水、勘察

等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从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的，所需专业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他必须

配套的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专门从事勘察文件审查的，勘察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6 人。 

  （五）审查人员原则上不得超过 65 岁，60 岁以上审查人员不超过该专业审查人员规定数的 1/2。 

  承担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除具备上述条件外，还应当具有主持过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或者 100 米

以上建筑工程结构专业设计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3 人。 

  第八条 二类审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金不少于 50 万元； 

  （二）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三）审查人员应当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 10 年以上所需专业勘察、设计工作经历；主持过不少于 5 项

二级以上建筑工程或者中型以上市政公用工程或者乙级以上工程勘察项目相应专业的勘察设计；已实行执业注册制

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未实行执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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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审查人员应当有工程师以上职称。 

  （四）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各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2 人；从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

的，所需专业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4 人，其他必须配套的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专门从事勘察文件审查的，勘

察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4 人。 

  （五）审查人员原则上不得超过 65 岁，60 岁以上审查人员不超过该专业审查人员规定数的 1/2。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送审查机构审查。 

  建设单位可以自主选择审查机构，但是审查机构不得与所审查项目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有隶属关系

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审查机构提供下列资料： 

  （一）作为勘察、设计依据的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及附件； 

  （二）全套施工图。 

  第十一条 审查机构应当对施工图审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二）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安全性； 

  （三）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是否按规定在施工图上加盖相应的图章和签字； 

  （四）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审查的内容。 

  第十二条 施工图审查原则上不超过下列时限： 

  （一）一级以上建筑工程、大型市政工程为 15 个工作日，二级及以下建筑工程、中型及以下市政工程为 10

个工作日。 

  （二）工程勘察文件，甲级项目为 7 个工作日，乙级及以下项目为 5 个工作日。 

  第十三条 审查机构对施工图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审查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审查合格书，并将经审查机构盖章的全套施工图交还建设

单位。审查合格书应当有各专业的审查人员签字，经法定代表人签发，并加盖审查机构公章。审查机构应当在 5 个工

作日内将审查情况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二）审查不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将施工图退建设单位并书面说明不合格原因。同时，应当将审查中发现

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问题，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施工图退建设单位后，建设单位应当要求原勘察设计企业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施工图报原审查机构审

查。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审查合格的施工图。 

  确需修改的，凡涉及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内容的，建设单位应当将修改后的施工图送原审查机构审查。 

  第十五条 审查机构对施工图审查工作负责，承担审查责任。 

  施工图经审查合格后，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问题，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审查机

构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建设主管部门对审查机构、审查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审查人员依法作出处理或者处罚。 

  第十六条 审查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施工图审查应当有经各专业审查人员签字的审查记录，

审查记录、审查合格书等有关资料应当归档保存。 

  第十七条 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审查人员，应当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有

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培训，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 40 学时。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对施工图审查工作中违法、违规行为的检举、控告

和投诉。 

  第十九条 按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的，建设主管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审查机构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 

  （二）是否超出认定的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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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否使用不符合条件的审查人员； 

  （四）是否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五）是否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 

  （六）施工图审查质量； 

  （七）审查人员的培训情况。 

  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要求被检查的审查机构提供有关施工图审查的文件和资料。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审查机构报告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注册执业人员

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依法进行处罚。 

  第二十二条 审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对审查机构的认

定： 

  （一）超出认定的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的； 

  （二）使用不符合条件审查人员的； 

  （三）未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四）未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的； 

  （五）未按规定的审查内容进行审查的。 

  第二十三条 审查机构出具虚假审查合格书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处 3 万元罚款，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对审查机构的认定；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二十四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审查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机

构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认定审查机构的，国务院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施工图审查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7.7）《关于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2]21 号  2002 年 03 月 08 日) 

http://www.cddrc.gov.cn/detail.action?id=847358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0909/t20090915_9820.html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建设部国家计委监察部关于健全 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2]2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建设部、国家计委、监察部

《关于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的若干意见》已 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健全和完善有形

建筑市场，是提高建设工程交易透明度，防止规避招标、招 投标弄虚作假，以及转包、违法分包等行为的一项重要

措施，也是整顿和规范建 筑市场秩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 部门要高

度重视有形建筑市场的建设，加强管理，规范运行，促进有形建筑市场 健康发展，创造公开、公正、公平的建筑市

场竞争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二年三月八日 关于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的若干意见  

建设部 国家计委 监察部 （二○○二年一月三十日） 有形建筑市场（即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以下统称有形建

筑市场）是经政府主 管部门批准，为建设工程交易活动提供服务的场所。实践证明，设立有形建筑市 场是我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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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领域的一项有益尝试。这项措施对于增进建设工程交易透明度， 加强对建设工程交易活动的监督管理，从源头

上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腐败行为，具 有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建筑市场发育尚不成熟，有关部门监管尚不到位， 

一些依法必须公开招标的建设项目存在规避招标、假招标行为，一些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单位转包工程和违法

分包行为仍屡禁不止，一些地方有形建筑市场在 运行中存在政企不分、收费不合理，以及地方分割市场和行业保护

等问题，亟待 通过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等措施加以解决。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

秩序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１〕８１号）有关精神，现 就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提出以下意见：  

一、健全体制，完善功能  

（一）充分发挥有形建筑市场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的作用。现阶段，对于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以及国有

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房屋建筑工程 项目和市政工程项目，必须通过有形建筑市场，依法公开招标。特大

型和大型市 政工程项目采用国际招标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关于公开招标 的规定办理。其他应公

开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也可进入有形建筑市场招标、发包。 

 （二）目前已经设立和运行的有形建筑市场必须与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脱 钩，做到人员、职能分离，政企分

开，政事分开，不能与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 搞“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不得与任何招标代理机构有隶属关系或者

经济利益 关系；不得从事工程项目招标代理活动；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和排斥本地区、本 系统以外的企业参加投

标，或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 

 （三）完善有形建筑市场服务功能。有形建筑市场要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 动，包括开标、评标、定标等，提

供设施齐全、服务规范的场所；收集、存贮和 发布招标投标信息、政策法规信息、企业信息、材料设备价格信息、

科技和人才 信息、分包信息等，为建设工程交易各方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为政府主管部门实 施监督和管理提供条

件。有形建筑市场要积极完善并拓展服务功能，为总包、分 包双方依法开展经营活动提供优良的服务。 

 （四）加强有形建筑市场设施建设。有形建筑市场要加强计算机管理系统和 相关网络建设，建立和充实相关数

据库，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要尽快完善计算 机信息管理系统，并尽快形成全国联网。有条件的地区要在公众网设

立“窗口”， 提供信息发布、投标咨询、网上接收资料、网上公布评标结果等各种服务，提高 建设工程交易活动操

作的透明度。  

二、加强监管，规范运行  

（五）政府有关部门及其管理机构要在有形建筑市场设立面向招标人、投标 人集中办公的“窗口”。建设、工商、

物价、税务等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 加强对有形建筑市场的指导，依法对建设工程交易活动实施监督，查处

招标、投 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监察机关要在有形建筑市场建立举报制度，积极、认真地 受理群众的检举和控告。 

 （六）有形建筑市场发现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负有及时 向有关部门报告的责任，并应当协

助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在征得招标人和投 标人同意后，有形建筑市场应当妥善保存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产

生的有关资 料、原始记录等，制定相应的查询制度和保密措施，以便于有关部门加强对建设 工程交易活动的监督和

管理。 

 （七）严格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的收费行为。要坚决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项目， 降低过高的收费标准。省级人民政

府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核准有形建筑市场收费项目和标准，并向社会公布。有关单位必须按

照有关部门 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取有关费用。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责， 除国家规定的税费

之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八）加强制度建设，严格内部人员管理。有形建筑市场中的内部人员要严 守纪律，不得参与评标、定标等活

动；严禁向建设单位推荐投标单位；不得以任 何方式泄露内部信息以谋取私利；在履行服务职责时，遇到与本人或

者其直系亲 属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应当回避；实行定期轮岗制度等。对违反上述要求及其他 有关规定的，要依法查

处，并严厉追究主管部门及有关领导人的责任；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严格有形建筑市场设立审批管理  

（九）严格有形建筑市场设立审批条件。今后，凡地级以上城市设立有形建 筑市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报建设部审定。地级以上城市设立有形 建筑市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１. 有固定的建设工程交易场所和

满足有形建筑市场基本功能要求的服务设 施。 

 ２. 成立不与任何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有隶属关系的独立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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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有健全的有形建筑市场工作规则、办事程序和内部管理制度。 

 ４. 工作人员应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和招标投标管理等方面知识。 

 ５. 经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及其管理机构同意，在有形建筑市场设立服务“窗 口”，并依法实施监督。 

 （十）对投资数量较多、建设规模较大的县级城市，确需设立有形建筑市场 的，应参照上述条件，报省级人民

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四、加强对有形建筑市场健全和规范工作的领导  

（十一）为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切实加强对有形建筑市场的管 理，由建设部牵头，会同国家计委、

监察部等有关部门成立部际协调小组，负责 指导全国有形建筑市场健全和规范工作。对已设立的有形建筑市场，建

设行政主 管部门要依照上述条件进行检查，并在新闻媒体公布结果；对不符合条件或有违规行为的，责令限期整顿

或予以取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级以上城 市可根据工作需要成立相应的协调机构，负责指导本地区有

形建筑市场健全和规范工作。 

  

3.7.8）《对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招标代理企业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行为的处理办法》 (建市[2002]40 号 

2002 年 02 月 10 日) 

http://www.thnw.gov.cn/channel/xmb/zcfg/js40.htm  

http://www.qzjsj.gov.cn/06CBA744929B31800101433356B5FC7E/2002-03-

05/BE748064992A69B6E4C50B3406B46D5F.htm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8608.html  

http://jst.jl.gov.cn/gcztb/wjxx/200511/t20051116_68165.html  

建市[2002]40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省建管局： 

  为严格建筑市场准入管理，防止企业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行为的发生，我部制定了《对工程勘察、设计、施

工、监理和招标代理企业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行为的处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二年二月十日  

对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招标代理企业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行为的处理办法 

  第一条 为严格建筑市场准入管理，防止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招标代理企业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

行为的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资质申报，是指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招标代理企业申报资质的定级、换

证（就位）、升级、年检等。 

  第三条 企业申报资质，必须按照规定如实提供有关申报材料（包括附件），凡有与其实际情况不符的，可

以认定为弄虚作假行为。 

  第四条 对于在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的企业，按照审批权限，分别由建设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在全国或者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予以通报，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如下处理： 

  （一）对于在申报资质换证（就位）、升级中弄虚作假的企业，不批准其申报该类别资质换证（就位）或者

升级，并在两年内不受理其该类别资质申报。 

  （二）在资质年检中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定为年检不合格，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三）新设立企业申报资质弄虚作假的，不批准其资质，并在两年内不受理其资质申报。 

  对于弄虚作假已骗取资质证书的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和《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参与资质申报弄虚作假的，由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参与资质申报弄虚作假的，由所在机关责令改正，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资质申报的监督，对主管范围内的资质申报企业有弄虚作假

嫌疑或者被举报的，应当进行核查。 

  第七条 申报资质的企业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资质申报抽查或者核查应予配合，按照要求提供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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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明材料和原始资料等；对于不能提供有效证明材料和原始资料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不受理该企业的资质

申报。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吊销资质证书，处以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三款：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照

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3.7.9）《建筑市场管理规定》(建法[1991]798 号 1991 年 12 月 01 日 已失效） 

http://www.mohurd.gov.cn/lswj/ggao/t20110216_202576.htm  《关于公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目

录的公告》 

http://www.ncsrd.gov.cn/html/2015/flfg_1029/1843.html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建筑市场管理,保护建筑经营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建筑市场管理,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

的职权,对从事各种房屋建筑、土木工程、设备安装、管线敷设等勘察设计、施工(含装饰装修,下同)、建设监理,以及

建筑构配件、非标准设备加工生产等发包和承包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凡从事上述发包和承包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依法对建筑市场进行管理,保护合法交易和平等竞

争。 

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承发包活动中行贿受贿或收受“回扣”,不得以介绍工程任务为手段收取费用。 

第二章建筑市场管理机构的职责 

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市场的管理,履行下列主要职责:(一)贯彻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法

规和方针、政策,会同有关部门草拟或制定建筑市场管理法规;(二)总结交流建筑市场管理经验,指导建筑市场的管理工

作;(三)根据工程建设任务与设计、施工力量,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四)审核工程发包条件与承包方的资质等级,监督检查建筑市场管理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规程,下同)的执

行情况;(五)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 

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履行下列主要职责;(一)会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草拟或制定建筑市场管理法规,宣传并监督执行有关建筑市场管理的工商行政管理法规;(二)依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

发的资质证书,依法核发勘察设计单位和施工企业的营业执照;(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确

认和处理无效工程合同,负责合同纠纷的调解、仲裁,并根据当事人双方申请或地方人民政府的规定,对工程合同进行鉴

证;(四)依法审查建筑经营活动当事人的经营资格,确认经营行为的合法性;(五)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 

第三章发包管理 

第八条建立工程建设报建制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下达后,大中型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须向工程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办理报建手续。其他建设项目按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向

相应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报建手续。报建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主要内容:工程名称、建设地点、投资规模、

当年投资额、资金来源、工程规模、开竣工日期、发包条件、工程筹建情况等。 

第九条凡具备招标条件的建设项目,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招标。其他建设项目的承发包活动,须在工程所在地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的监督下,按照有关规定择优选定承包单位。 

第十条发包建设项目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发包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是法人、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或公

民;(二)有与发包的建设项目相适应的技术、 

经济管理人员;(三)实行招标的,应当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开标、评标、定标的能力。不具备本条第二、三款

条件的,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建设监理、咨询单位等代理。 

第十一条发包工程勘察设计,除符合本章第十条规定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设计任务书已经批准;(二)具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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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计所需要的基础资料。 

第十二条工程施工发包除符合本章第十条规定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一)初步设计及概算已经批准;(二)工程项目

已列入年度建设计划;(三)有能够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有关技术资料;(四)建设资金和主要建筑材料、设备来源

已经落实;(五)建设用地的征用已经完成,拆迁已符合工程进度要求。第十三条工程的勘察、设计必须委托给持有《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相应资质等级证书的勘察、设计单位。工程的施工必须发包给持有营业执照和相应资质等级证书

的施工企业。建筑构配件、非标准设备的加工生产,必须发包给具有生产许可证或经有关主管部门依法批准生产的企

业。 

第四章承包管理 

第十四条承包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和建筑构配件、非标准设备加工生产的单位(以下统称承包方),必须持有营业

执照、资质证书或产品生产许可证、开户银行资信证明等证件,方准开展承包业务。 

第十五条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包工程或者分包工程、提供劳务的施工企业,须依照《施工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持单位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外出承包工程证明和

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证件,向工程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核准手续,并到工商

行政管理等机关办理有关手续。勘察、设计单位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包任务,依照《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资

格认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承包方必须按照其资质等级和核准的经营范围承包任务,不得无证承包或者未经批准越级、超范围承包。 

第十七条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应当严格按照有关的工程建设标准进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当地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的核验和监督检查。质量不合格的工程不准交付使用。 

第十八条没有出厂合格证或质量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等,不准在工程上使用。 

第十九条承包工程施工,必须自行组织完成或按照有关规定分包部分工程,不得非法转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

出让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图签、银行帐号等。 

第二十条承担建设监理业务的单位,必须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资质证书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营业

执照,严禁无证、照或越级承担建设监理业务。 

第五章合同管理 

第二十一条承发包双方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条例》、《建筑安装工程

承包合同条例》等法规的规定,签订承发包合同,并严格履行。 

第二十二条承发包合同的签订,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的价格政策、计价方法和取费标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不得随意扩大计价的各项标准,不得任意压价、抬价或附加不合理条件。 

第二十三条承发包合同正本一式两份,由双方各执一份。合同副本必须报双方的主管部门、经办银行备案。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对合同进行登记管理。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合同鉴证。 

第二十四条承发包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国家规定的合同

管理机关申请调解或仲裁,也可以直接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章罚则 

第二十五条对于发包方利用发包权索贿受贿、收受“回扣”,或者将工程发包给不符合资质等级单位承担的,除没

收非法所得外,处以二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二十六条承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根据情节,予以警告、通报批评、没

收非法所得、责令停止勘察设计或施工、责令停产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并处以二万元以下的

罚款。(一)无证、照或越级勘察、设计、施工的;(二)非法转包工程的;(三)出卖、出借、出租、转让、涂改、伪造资质

证书、营业执照、银行帐号、图签等的;(四)无证、照或越级承担建设监理的;(五)利用行贿、“回扣”等手段承揽工程

任务,或以介绍工程任务为手段收取费用的。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规定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各自的职责进行查处。需要配合的,双方

应积极配合。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在工程上指定使用没有出厂合格证或质量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或者因设计、施工

不按标准执行,造成工程质量、人身伤亡事故的,按照《建工程质量责任暂行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建筑市场管理人员以权谋私、敲诈勒索、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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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的有关规定,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或依法强制执行。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本规定由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

法。村庄和集镇建设中的特殊情况可以另行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三条本规定自十二月一日起施行。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1987 年 2 月 10 日发布

的《关于加强建筑市场管理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3.7.10）《关于开展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的意见》(国办发[1996]12 号  1996-04-09） 

http://lib.cqu.edu.cn/asset/detail.aspx?id=20316489703  

http://www.hnszw.org.cn/data/news/2012/09/5420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建设和建筑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不仅建设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促进了经济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还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对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

于工程建设方面的法规、规章相对滞后，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不严、建设资金控制不力、建设监理制度不落实、建设

单位和施工企业缺乏有效监督等原因，建筑市场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单位违反建筑市场管

理法规和工程建设程序，不报建、不招标，压级压价，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强行垫资施工；有些建筑企业无证

照或越级承揽设计、施工任务，层层转包、偷工减料、质量低劣；有的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和中介机构相互勾结，贪

污挪用、行贿受贿、私分工程款；还有的领导干部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干预工程发包，为单位和个人谋取非

法利益。不仅直接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浪费国家资财，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也腐蚀了一些干部，

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加强对建设工程项目的管理，规范建筑市场，纠正和查处建设领域中存在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行为，是当前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经建设部、监察部、国家计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共同研究，拟从今年 4 月份起在全国开展一次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执法监察的范围和重点 

  执法监察的范围是，各地区、各部门 1995 年以来竣工和 1996 年在建及新开工（工程投资总额在 50 万元以

上）的建设工程项目；1995 年以前竣工、存在严重违法违纪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建设工程项目。围绕建设工程项

目的立项、报建、招标投标、工程质量和竣工验收五个方面，重点检查工程建设中存在的严重违法违纪和不正当竞争

行为。 

  二、执法监察的主要内容 

  执法监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国家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等有关规定，以及建设部制定

的《工程建设项目报建管理办法》、《工程建设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筑市场管理规定》，建设部、监察部《关

于 go（4，106958，0）；return false：“>在工程建设中深入开展反对腐败和反对不正当竞争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为主要依据，对下列情况进行检查： 

  （一）建设工程项目是否按国家规定立项、报建。 

  （二）建设工程项目是否按规定招标发包，有无私相授受、串通投标、肢解工程发包；有无不按规定实施建

设监理制度；有无强行让建筑企业贷款、垫资施工，不合理压级压价和工程竣工不按规定结算，拖欠工程款以及强行

要求建筑企业购买不合格的材料、设备等问题。 

  （三）建筑企业是否遵守建筑市场管理规定，有无无证照或越级承揽设计、施工任务，有无出卖证照和图签、

私招滥雇、层层转包和偷工减料、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等问题。 

  （四）建设工程质量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和合同要求，有无不按规定委托监理和质量监督、工程竣工不验收等

问题。 

  （五）建设工程是否审计，有无超标准、超规模、高估冒算、挪用工程建筑费用、挥霍浪费，以及在资金管

理和使用中存在的其他违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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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公用事业单位是否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有无利用职权

搞行业垄断，强行指定不符合规定的施工单位和指定购买劣质设备、材料问题。 

  （七）领导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有无利用职权指定施工队伍、干预工程建设和索贿受贿、挪用公款、失职渎

职等问题。政府及其部门有无向建设项目乱收费问题等。 

  三、执法监察的目标 

  通过执法监察，摸清本地区、本部门建设工程项目的底数，加强对建筑规模的有效控制；完善、培育和规范

建筑市场，实现市场治乱、企业治散、质量治差、价格合理，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严格资金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

失；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廉政建设，遏制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四、方法和步骤 

  这次执法监察，由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负责组织，建设部、监察部、国家计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综

合协调和督促检查。这项工作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一）准备发动阶段。各地区、各部门组织力量，研究制定方案，动员部署工作。通过新闻媒介等手段宣传

开展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这项工作顺利进行做好充分准备。 

  （二）调查摸底阶段。组织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填写《建设工程项目登记表》，全面掌握本地区、本部门建

设工程项目总数和投资底数。深入到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和用户调查研究，了解建设工程项目立项、报

建、招标投标、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和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单位（部门）执行有关规定的情况。 

  （三）自查和重点检查阶段。首先是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按照要求对建设工程项目存在的

问题进行自查自纠并写出情况报告。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检查组对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进行重

点检查。重点检查的比例不得低于 40％。 

  对自查自纠走过场、弄虚作假、消极应付的，要追究主管领导的责任。对检查中发现的以权谋私、行贿受贿

以及失职渎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人身伤亡的案件，要从严查处；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整改验收阶段。督促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针对工程立项、报建、招标投标、工程质

量和竣工验收方面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建设工程管理，规范建筑市场行为，写出整

改报告；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确定具体的验收标准，组织人员对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及建设主管部门的整改情

况进行检查验收，验收比例不低于 60％。验收情况，要书面报告同级政府并抄报上一级负责执法监察的有关部门。 

  为了保证工作进度，今年 8 月底前完成准备发动和调查摸底工作；12 月底前完成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工作；

1997 年 6 月底前完成整改验收工作。各阶段的工作，有的可根据实际需要交叉进行。 

  开展建设工程项目的执法监察，涉及范围广、工作量大、情况比较复杂。各地区、各部门要把这项工作作为

促进经济发展、深入惩治腐败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认真动员部署，经常督促、检查和指导，帮助解决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搞好协调配合。要加强对有关政策、

法规的研究和学习，严格把握政策界限，秉公执法执纪。对存在的违法违纪问题，要坚持自查出来的处理从宽、通过

重点检查发现的处罚从重的原则。同时，对干预监督检查或为违法违纪人员袒护、说情、开脱责任的行为，要坚决予

以抵制和严肃查处。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开展建筑工程项目执法监察的情况，于 1997 年 7 月底前报送建设部、监察部、国家计

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3.7.11）《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建建[1995]1 号 1995-01-07） 

  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建建字[1995]1 号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培养和建立一支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队伍，提高工程建设项目管

理水平，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益地搞好工程建设，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以下简称项目经理），是指受企业法定人代表人委托对工程项

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是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二级以上工程总承包企业和四级以上施工企业。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指导全国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的资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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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本辖区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及国务院具有行政职能的总公司管理其直属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管理军队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  

第二章项目经理的职责  

  第五条 建筑施工企业在投标承包工程时，应同时报出承担工程施工管理的项目经理的资质简况，接受招

标单位的审查。  

  第六条 工程项目施工应建立以项目经理为首的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项目经理在工

程项目施工中处于中心地位，对工程项目施工负有全面管理的责任。  

  第七条 项目经理在承担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过程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工程所在地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  

  （二）严格财经制度，加强财经管理，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  

  （三）执行项目承包合同中由项目经理负责履行的各项条款；  

  （四）对工程项目施工进行有效控制，招待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确保工程质量和工

期，实现安全、文明生产，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第八条 项目经理在承担工程项目施工的管理过程中，应当按照建筑施工企业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包

合同，与本企业法定代表人签订项目承包合同，并在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范围内，行使以下管理权力；  

  （一）组织项目管理班子；  

  （二）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身份处理与所承担的工程项目有关的外部关系，受委托签署有关合同；  

  （三）指挥工程项目建设的生产经营活动，调配并管理进入工程项目的人力、资金、物资、机械设备等生产

要素；  

  （四）选择施工作业队伍；  

  （五）进行合理的经济分配；  

  （六）企业法定代表人授予的其它管理权力。  

  第九条 项目经理在承担工程项目施工的管理过程中，应当接受企业领导和上级有关部门的工作检查及职

工民主管理机构的监督。  

第三章项目经理的资质等级和申请条件  

  第十条 项目经理资质分为一、二、三、四级。  

  第十一条 项目经理资质申请条件：  

  一级项目经理：担任过一个一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项目，或两个二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标

准要求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并已取得国家认可的高级或者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者。  

  二级项目经理：担任过两个工程项目，其中至少一个为二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项目施工管

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并已取得国家认可的中级或者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者。  

  三级项目经理：担任过两个工程项目，其中至少一个为三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项目施工管

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并已取得国家认可的中级或者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者。  

  四级项目经理：担任过两个工程项目，其中至少一个为四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项目施工管

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并已取得国家认可的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者。  

  所称一、二、三、四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标准，按建设部颁布的《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的有关规定

执行。  

第四章项目经理的资质考核和注册  

  第十二条 项目经理实行持证上岗制度。从事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项目经理，必须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组织培训、考核和注册，获得《全国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培训合格证》（以

下简称“项目经理培训合格证”）或《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证书》。  

  第十三条 项目经理经过培训，考试合格后发给项目经理培训合格证。  

  第十四条 取得项目经理培训合格证书，并经过项目经理岗位工作实践后，达到项目经理资质申请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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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人提出申请，经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署意见，参加相应级别的项目经理资质考核。  

  第十五条 项目经理资质考核委员会负责项目经理的资质考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建立项目经理资质考核委员会。  

  项目经理资质考核委员会为非常设机构，由行政领导和各有关方面专家组成。  

  第十六条 项目经理资质考核委员会对项目经理的资质考核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人的专业技术职称证书、项目经理培训合格证（复印件）。  

  （二）申请人从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简历和主要业绩。  

  （三）有关方面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水平、完成情况（包括工期、效益、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的评价。  

  （四）其他有关情况。  

  第十七条 项目经理资质考核完成后，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认定

注册，发给相应等级的项目经理资质证书。其中一级项目经理须报建设部认可后才能发给资质证书。  

  第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证书》正本 1 本、副本 1 本，由建设部统一印制，全国通用。  

第五章项目经理的管理  

  第十九条 项目经理是岗位职务，在承担工程建设时，必须具有国家授予的项目经理资质，其承担工程规模

应符合相应的项目经理资质等级。  

  第二十条 各级项目经理承担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范围是：一级项目经理可承担一级资质建筑施工企业营

业范围内的工程项目管理；二级项目经理可承担二级资质以下（含二级）建筑施工企业营业范围内的工程项目管理；

三级项目经理可承担三级资质以下（含三级）建筑施工企业营业范围内的工程项目管理；四级项目经理可承担四级资

质建筑施工企业营业范围内的工程项目管理；  

  所称建筑施工企业营业范围，依照建设部颁布的《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全国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培训合格证》持有者，自领取证书起三年内未经注册，其证书失

效，不得在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中担任项目经理岗位职务。  

  第二十二条 项目经理资质管理部门每二年对《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证书》持有者复查一次。复查工

作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受检项目经理按规定时间向资质管理部门提交《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复查表》、《建筑施工企业

项目经理资质证书》；  

  （二）资质管理部门在审查核实有关资料后，应对项目经理资质复查做出结论分为合格、不合格、不在岗三

种：  

  1、项目经理履行项目承包合同，且未发生工程建设重大事故及违法行为的，为“合格”；  

  2、项目经理未能发行项目承包合同，或发生过一起三级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或发生过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

设重大事故，或发生过一起三级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或发生过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或发生过重大违法行

为的，均为“不合格”；  

  3、项目经理在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中未担任项目经理岗位职务的，为“不在岗”。  

  第二十三条 连续二次复查结论为“不合格”者，降低资质等级一级。  

  项目二次复查结论为“不在岗”者，需重新注册认定后方可担任项目经理职务。  

  第二十四条 项目经理达到上一个资质等级条件的，可随时提出升级申请。  

  项目经理资质升级的考核和注册，按本办法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条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项目经理原则只能承担一个工程项目施工的管理工作。特殊情况允许一级、二级项目经理同

时承担两个工程项目施工的管理工作。  

  第二十六条 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和建筑施工企业应加强对项目经理的管理和培养工作，并将建设单位（或

建设监理单位、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对项目经理完成工程建设情况的评价及其工作业绩记录在案，作为其晋职和专业

技术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七条 已取得项目经理资质证书的，各企业应给予其相应的企业管理人员待遇，并实行项目岗位工

资和奖励制度。具体办法由企业自行规定。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206 / 3277 页 

 

第六章罚 则  

  第二十八条 对于弄虚作假或者以不正当手段取得项目经理资质证书的，由发证机关收回其资质证书，并

在三年内不得申请注册。 

  第二十九条 项目经理资质考核委员会擅自降低项目经理资质考核条件，使不合格人员通过资质考核，发

证机关未按规定程序办理注册发证手续的，上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对直接责任者依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没有取得项目经理培训合格证书工资质证书的人员担任项目经理工作的，或越级承担工程项目

施工管理工作的，由工程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离岗，对于其所在单位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通报

批评、罚款的处罚。  

  第三十一条 伪造、涂改、出卖或转让《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证书》、《全国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培

训合格证》的，由企业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扣留资质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罚款

或取消资质的处罚。  

  第三十三条 被降低资质等级的项目经理，需两年后经检验合格方可申请恢复原资质等级。  

  被吊销项目经理资质证书的项目经理，需三年后才能申请项目经理资质注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所列各项罚款的具体标准和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报人

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做出处罚决定机关

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

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第七章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并报建设部备案。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建设部 1992 年 7 月 21 日印发的建施[1992]464 号《施工企业项目

经理资质管理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一九九五年一月七日 

 

3.7.12）《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暂行办法》(国家计委令第 3 号 1994-04-04） 

http://www.gxzj.com.cn/news.aspx?id=2293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10336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暂行办法 

国家计委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暂行办法 

1994 年 4 月 4 日，国家计委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工程咨询业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为保障工程咨询单位按资格依法经营业务，提高工程咨询质

量，促进工程咨询业的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工程咨询单位是指从事工程咨询业务、具有法人资格和资格认定单位颁发的工程咨询资格

等级证书的企业、事业单位。 

第三条 国家计委委托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办理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的具体工作。 

第二章 工程咨询单位的资格等级 

第四条 工程咨询单位的资格等级分为甲级、乙级、丙级。 

第五条 甲级工程咨询单位的资格标准 

一、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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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五年以上工程咨询资历，承担过行业或地区经济建设咨询和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或技术改造限上项目咨询，

咨询成果具有较高水平；具有承担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或技术改造限上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招标评标、工程

监理和建设项目后评价等咨询业务的能力；有较高的社会信誉。 

二、技术力量 

技术力量雄厚。按承担的咨询业务范围所需专业人员配备齐全，能同时承担两个以上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或技术

改造限上项目的工程咨询任务，具有高级职称的技术与经济专业人员占 在编专业人员总数的 20％以上。 

三、技术水平 

拥有先进技术，能采用现代工程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完成工程咨询任务；具有计算机软件开发与应用能力，能系

统应用计算机软件开展工程咨询业务；具有与国内外工程咨询单位合作进行工程咨询的能力。 

四、管理水平 

有完善的组织机构、详细的组织章程和严密的管理制度。 

五、技术装备水平 

有良好固定的工作场所，配备先进齐全的技术装备。 

六、注册资金超过 100 万元（含 100 万元）。 

七、年营业额在 100 万元以上（含 100 万元）。 

第六条 乙级工程咨询单位的资格标准 

一、业务水平 

具有三年以上工程咨询资历，承担过专业或城镇经济建设咨询和中型基本建设项目或技术改造限上项目咨询，

咨询质量较好；具有承担中型基本建设项目或技术改造限上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招标评标、工程监理和建

设项目后评价等咨询业务的能力；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二、技术力量 

技术力量较强。按承担的咨询业务范围所需专业人员配备齐全，能同时承担两个以上中型基本建设项目或技术

改造限上项目的工程咨询任务，具有高级职称的技术与经济专业人员占有编专业人员总数的 10％以上。 

三、技术水平 

能采用国内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开展工程咨询业务；具有计算机软件应用能力，能较好地应用计算机软件开展

工程咨询业务；具有与其它行业或地区的工程咨询单位合作开展工程咨询业务的能力。 

四、管理水平 

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较详细的组织章程和严格的管理制度。 

五、技术装备水平 

有较好的固定工作场所，配备较齐全的技术装备。 

六、注册资本超过 50 万元（含 50 万元）。 

七、年营业额在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元）。 

第七条 丙级工程咨询单位的资格标准 

一、业务水平 

具有承担小型基本建设项目或技术改造限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招标评标、工程监理和建设项目后评

价等咨询任务的能力。有一定的社会信誉。 

二、技术力量 

有一定的技术力量，按承担的咨询业务范围所需专业人员配备齐全，能同时承担两个以上小型基本建设项目或

技术改造限下项目的工程咨询任务。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技术与经济专业人员占在编专业人员总数的 40％以上。 

三、技术水平 

能采用国内先进经验进行小型基本建设项目或技术改造项目的工程咨询服务，能应用电子计算机配合完成工程

咨询任务。 

四、管理水平 

有相应的组织机构、章程和必要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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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术装备水平 

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一定的技术装备。 

六、注册资金超过 20 万元（含 20 万元）。 

七、年营业额在 20 万元以上（含 20 万元）。 

第八条 凡具备为建设全过程提供咨询服务能力的单位，可申请全过程咨询的资格等级，按认定的等级开展咨询

业务。 

只具备建议过程中某个阶段工程咨询能力的单位，可申请相应阶段的资格等级；此类单位中，凡与具有其它阶段

资格的工程咨询单位，建立了相对固定的联合或合作关系，本身又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力量，可以合作承担其它阶段

的咨询服务。 

第九条 凡要申请甲级或乙级工程咨询资格，但不具备五年或三年以上工程咨询资历的单位，可先申请甲级或乙

级预备资格等级证书，经过定期考核后，再按照工程咨询单位的资格等级标准申办相应的正式资格等级证书。 

第三章 各级工程咨询单位的业务范围 

第十条 各级工程咨询单位的业务范围如下： 

一、甲级工程咨询单位可承担行业或地区的经济建设咨询，以及大、中、小型基本建设项目或技术改造项目的工

程咨询业务； 

二、乙级工程咨询单位可在本专业或所在地区内承担专业或城镇规划咨询，以及中、小型基本建设项目或技术改

造项目的工程咨询业务； 

三、丙级工程咨询单位可在批准的范围内承担小型基本建设项目或技术改造项目的工程咨询业务。 

第四章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的认定 

第十一条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实行分级管理。 

一、凡申请办理《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证书》的单位，首先按隶属关系，分别向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行业主管部门提交《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申请书》及有关文件，由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 

二、凡初审建议为甲、乙级工程咨询单位、属国家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的，将初审意见和申办文件报送国家计委；

属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行业主管部门初审的，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计委（计经委）审

核后，报送国家计委。国家计委委托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审定申办单位的业务范围和资格等级，报国家计委备案，并签

发《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证书》。 

三、凡初审建议为丙级工程咨询单位的，将初审意见和申办文件报送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计委

（计经委），由计委（计经委）负责或指定单位审定申办单位的业务范围和资格等级，并签发《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

级证书》。 

第十二条 工程咨询单位凭《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证书》开展相应的工程咨询业务。 

第十三条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申请书》格式、《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证书》统一由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制

定。必要时可核发《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证书》副本，副本与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四条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申请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单位名称和地址； 

二、单位所有制性质； 

三、单位负责人的姓名、年龄、简历及主要工作经历； 

四、单位组建时间及完成工程咨询任务的概况； 

五、单位主要技术、经济人员一览表，包括姓名、年龄、专业、职称及主要经历； 

六、业务范围； 

七、资金来源及经营情况； 

八、主要合作单位情况。 

第十五条 申请认定资格等级的工程咨询单位应提交下列文件： 

一、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申请书； 

二、工程咨询业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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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 

四、单位章程； 

五、其它有关证明文件。 

已取得有关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证书或工程监理证书需要申请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证书的单位可以只提交第

一、四两项文件。 

第十六条 工程咨询单位承担工程咨询任务时，应持《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证书》向项目所在地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计委（计经委）备案。 

第五章 工程咨询单位的升级与降级 

第十七条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证书》签发单位，每三年按其管理范围对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进行一次复

评。 

第十八条 凡执业成绩优异，获得良好社会信誉，经复评确定升级的单位，按本办法第五、六条规定的等级标准

和第十一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升级手续；凡核定降级的单位，由原资格认定单位先收缴认定的资格等级证书，再核发新

的等级证书。当收缴丙级工程咨询单位的资格证书后，若该单位再申请《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证书》时，按第十一

条规定办理。 

第六章 工程咨询单位的变更和终止 

第十九条 工程咨询单位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向原资格认定单位申请办理有关手续。 

一、分立或者合并，应向原资格审定单位交回《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证书》，经重新审查和认定等级后，再领

取相应的《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证书》。 

二、单位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经济负责人变更时，应向原资格等级审定单位办理变更手续。 

三、当宣告破产或其它原因终止工程咨询业务时，应报原资格认定单位备案，并交回《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证

书》。 

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条 凡认真执行本办法并取得优秀成绩的单位，适当给予荣誉奖励。 

第二十一条 工程咨询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资格认定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通报批评、降低

等级、停业整顿直至收缴《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证书》的处罚。 

一、申请设立或者定级、升级时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者； 

二、超越认定的业务范围从事工程咨询活动； 

三、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证书》； 

四、变更或者终止业务，不及时办理核批或备案手续者。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有关处罚不服时，可依法提出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计委（计经委）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地区的实施细则，并报

国家计委备案。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计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3.7.13）《工程咨询业管理暂行办法》(国家计委令第 2 号 1994-04-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令 

第 2 号 

《工程咨询业管理暂行办法》已经 1994 年 1 月 29 日国家计委主任办公会 议讨论通过，并经国务院领导同意。

现予发布实施。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一九九四年四月四日 

工程咨询业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210 / 3277 页 

 

第一条 为适应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要求，促进工程咨询业的发展，特制订本办

法。 

第二条 工程咨询业是智力型服务行业，运用多学科知识和经验、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办法，遵循独立、科学、

公正的原则，为政府部门和投资者对经济建设和工程项目的投资决策与实施提供咨询服务，以提高宏观和微观的经

济效益。 

第三条 工程咨询是投资和工程建设管理中的重要环节。 

凡需各级政府部门批准立项的建设项目，应遵守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委托有资格的工程咨询单位进行阶段的

或全过程的咨询。 

其他建设项目可自主选择有资格的工程咨询单位进行必要的咨询。 

第四条 鼓励工程咨询单位开展公平竞争，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开拓国际工程咨询业务。 

第五条 工程咨询行业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归口管理，并受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指导，行业管理的具体工作委托中

国工程咨询协会承担。 

第二章 工程咨询的业务范围和内容 

第六条 工程咨询的业务范围： 

一、为国家、行业、地区、城镇、工业区等的经济发展提供规划和政策咨询或专题咨询； 

二、为国内外各类工程项目提供全过程或分阶段的咨询； 

三、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管理提供咨询； 

四、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投资选择、市场调查、概预算审查和资产评估等咨询服务。 

第七条 工程项目的全过程咨询包括： 

一、投资前期阶段的咨询：包括投资机会研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或评估等； 

二、建设准备阶段的咨询：包括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招标评标咨询等； 

三、实施阶段的咨询：包括设备材料采购咨询、合同管理咨询、施工监理咨询、生产准备咨询、人员培训咨询、

竣工验收咨询等； 

四、生产阶段的咨询，包括后评价等。 

第三章 工程咨询单位 

第八条 工程咨询单位是指从事工程咨询业务、具有法人资格和资格认定单位颁发的工程咨询资格等级证书的企

业、事业单位。 

第九条 工程咨询单位必须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恪守工程咨询业的职业道德行为准则，认真负责地

为政府部门和国内外客户服务。 

第十条 工程咨询单位的权利： 

一、独立公正的提出咨询成果，不受外来干预； 

二、按合同从委托方获取完成咨询任务所必要的资料和工作条件； 

三、获得合理的咨询报酬。 

第十一条工程咨询单位的义务： 

一、按合同规定完成咨询任务，维护客户的合法利益； 

二、对客户提供的资料、文件负责保密； 

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工作指导和检查。 

第四章 工程咨询行业的管理 

第十二条工程咨询单位应加入工程咨询协会 

第十三条工程咨询单位实行资格等级制。工程咨询单位的等级资格认定，实行分级管理，并由审批单位颁发相应

的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证书。 

对国家有关部门已颁发了工程设计、工程监理资格等级证书的单位，可简化审批手续，颁发相应的工程咨询资格

等级证书。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对工程咨询单位的资格等级和执业情况定期进行检查和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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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工程咨询实行有偿服务。 

国内工程咨询收费标准另行规定。 

涉外工程咨询收费参照国际通用的计费标准和办法由双方协商计取。 

第十五条工程咨询单位通过投标中标或接受委托承揽业务后，应依法与客户签订咨询合同(或协议)，双方共同遵

守履行。 

工程勘察、设计合同要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签定；其他咨询服务合同条款由当

事人约定。涉外项目参照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的合同条款签定。 

合同应包括以下主要条款： 

一、咨询任务名称； 

二、咨询任务的内容和具体要求，提供的方式； 

三、完成咨询任务的时间要求； 

四、对咨询成果的检验标准和方法； 

五、咨询费用的计取标准和方法，支付日期和方式； 

六、违约责任； 

七、争议的解决办法； 

八、当事人协商同意的其他的条款。 

第十六条工程咨询单位不能同时承担同一咨询文件的编制与评估。 

第十七条工程咨询单位除不可抗拒原因外，未能按合同完成咨询任务，给委托方造成经济损失者，应承担合同规

定的违约责任；若双方都有过失，应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别按合同规定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第五章 涉外工程咨询管理 

第十八条我国使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的工程咨询，应按照同等优先的原则由中国有资格的

工程单位承担；需要外国工程咨询公司参与的，鼓励外方与中国工程咨询单位合作承担。 

第十九条我国利用国内外汇资金及使用国外商业贷款引进外国技术或设备的项目，原则上由政府有关部门或项

目法人委托中国的工程咨询单位提供咨询服务或与外国工程咨询公司合作的提供咨询服务。 

第二十条我国在境外投资项目的工程咨询应按照同等优先的原则由我国有资格的工程咨询单位承担，或与外国

工程咨询公司合作承担。 

第二十一条外国工程咨询公司在我国境内从事工程咨询业务，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和行业的有关规定。我

国工程咨询单位在境外开展工程咨询业务，应遵守我国有关规定和当地有关法律。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具体实施细则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委托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制订。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 

 

 

3.7.14）《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实施方案》(建监[1996]312 号 1996-05-17） 

建设部、监察部、国家计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实施方案》的通知 

建监[1996]312 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领导小组，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解放军

总后营房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领导小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监察厅（局）、

计委（计经委）、工商行政管理局： 

现将《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建设部 

监察部 

国家计委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1996 年 5 月 17 日 附件：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开展建设工程项目执

法监察的意见》，经建设部、监察部、国家计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研究，特制定《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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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实施方案》如下： 

    一、准备发动阶段 

    （一）主要工作 

    1．各地按分级管理、逐级负责的原则，建立由政府领导召集的，有建设、监察、计划、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

领导同志参加的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并设立专门办事机构。 

    2．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按部门负责的原则，建立由主管领导负责的、有关部门参加的建设工程项目执

法监察领导小组，并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 

    3．各地、各部门要抓紧传达贯彻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工作会议精神，并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在动

员部署工作的同时，大力宣传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二）基本要求 

    1．各地、各部门要加强领导，认真组织，积极协调，做到组织机构健全、办事人员到位；要建立主管领导负

责的工作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2．要做好宣传工作，搞好“三个动员”（即：动员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动员建筑施工企业和工程项

目班子，动员广大职工和人民群众），有针对性地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以提高对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必要性和重要

性的认识。 

    3．通过宣传动员，要达到“四个明白”（即：明白开展这项工作的意义，明白实施的方法和步骤，明白各自的

职责和要求、明白依据的法规和政策），增强搞好这项工作的自觉性，以保证下一步工作的顺利进行。 

    4．以上工作于今年 5 月底之前完成，各地、各部门要抓紧将机构设置（包括人员组成、办公地点、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等）、实施方案、宣传动员情况，一并报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办公室备案。 

    二、调查摸底阶段 

    （一）主要工作 为全面掌握本地区、本部门建设工程项目总数和投资底数，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工作。 

    1．调查范围：①1995 年以来竣工和 1996 年在建及新开工（工程投资总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

②1995 年以前竣工、存在严重违法违纪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建设工程项目。 

    2．调查内容：上述建设工程项目是否按基建程序报批立项、可研、批准开工、报建、招标投标、工程质量、

竣工验收等方面的情况，以及相关单位执行有关规定的情况，重点检查工程建设中存在的严重违法违纪和扰乱建筑

市场的行为。 

    3．调查方法：督促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如实填写《建设工程项目登记表》，注意发现有问题的项目，收集并汇

总登记情况、填写《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统计表》和《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汇总表》（表格式样附后）。 

    4．各级执法监察办事机构要设立投诉信箱，公布举报电话，按分级办理、部门负责的原则，认真受理涉及建

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的信访举报，及时上报重大问题和案件线索，并收集整理查结的案件材料，一并报上级机构备

案。 

    （二）基本要求 

    1．要及时、准确、无误地做好项目登记和统计上报工作，对弄虚作假、知情不报者，要严肃查处，并追究其

主管领导的责任。 

    2．要深入到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和用户，调查了解有关情况，做到不漏项、底数清、情况

明，并按时上报汇总表和分析报告。 

    3．以上工作于今年 8 月底之前完成，各级办事机构要深入了解情况，加强调查研究，对管辖范围内的调查摸

底工作进行督促、检查与指导。 

    三、自查抽查阶段 

    （一）自查自纠 

    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组织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在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自查自纠。 

    1．立项决策与报建方面 

    ——工程项目是否立项（包括报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未立项的要查清原因；已立项的要查明立

项时间、批准机关，立项文件是否齐备，是否严格按审批程序履行了审批手续，是否经政府或投资计划主管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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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列入年度投资计划，是否存在越级、越权、盲目决策、失职渎职问题。 

    ——工程项目是否报建，未报建的要查清原因；是否存在大中型和限额以上项目未经国家计委、经贸委批准开

工，地方项目未经省市计委、经委批准开工就报建的；有哪些项目，要查清原因；已报建的要查明报建时间、承报机

关，报建文件是否齐备。 

    2．招标与发包方面 

    ——工程项目施工是否实行了招标，未实行招标的要查明情况。 

    ——招标发包中，有无私相授受、串通投标、强行肢解工程发包和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等问题。 

    ——有无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指定施工队伍、干预工程发包问题。 

    ——有无强行让建筑企业垫资承包问题，垫付的数额及时间。 

    ——有无指定厂家，强行要求建筑企业购买不合格的材料设备问题。 

    ——是否实行了监理；未实施监理的原因；监理单位是否履行了职责，有无违法违纪问题。 

    3．设计与施工方面 

    ——设计中有无无证设计、越级设计、出卖证照和图签以及变相提高设计收费等问题。 

    ——有无因设计错误、漏项或不按时提交图纸等给工程项目建设造成损失的问题。 

    ——施工中有无无证施工、越级施工、出卖证照等问题。 

    ——施工中有无私招滥雇、倒手转包问题。 

    ——有无业主不与总包商议强行分包，总包单位不经业主同意自行分包、不加管理等问题。 

    4．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方面 

    ——有无项目施工规划或施工组织设计。 

    ——有无偷工减料、粗制滥造问题。 

    ——有无不执行标准、规范的行为。 

    ——有无违反合同中对质量，安全的要求，违约的具体情况。 

    ——是否出现过质量、伤亡事故；对事故是否按规定进行了处理。 

    ——是否校规定委托了质量监督；对工程质量问题是否做了妥善的处理；有无地方、部门质量监督站只收费、

不认真工作、乱收费情况。 

    ——是否按规定进行了竣工验收，工程质量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及合同要求。 

    5．工程资金与管理使用方面 

    ——资金来源是否正当及资金到位情况。 

    ——有无擅自提高标准、增加建设内容、投资超规模、超概算问题。 

    ——有无挪用或挥霍浪费工程资金问题。 

    ——有无向建设工程项目乱收费问题。 

    ——工程结算有无高估冒算问题，经审计认定高估冒算的数额。 

    ——工程竣工有无不校规定结算、拖欠设备材料和工程款问题；拖欠的款额与时间。 

    ——工程决算是否经过了审计；审计情况。 

    （二）重点检查 

    1．各地、各部门的执法监察机构和建设、监察、计划、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要组织检查组围绕建设工程项

目，有重点地检查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的自查自纠情况，抽查率不得低于 40％。 

    2．抽查工作分级、分层同步进行，国家抽查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的建设项目，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抽查市（地）主管的建设项目，市（地）抽查县（县级市）主管的建设项目。 

    3．在抽查中，要认真审核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的登记表和自查报告，对自查不认真、不严格，消极应付的单

位，要责成重新自查；对工作不得力、不落实、走过场的单位，要给予批评帮助；对抗拒检查、弄虚作假、问题较多

的单位，要追究领导责任。 

    4．建设、监察、计划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加强协作，积极发挥职能

优势，形成整体合力，注意揭露和查处建设工程项目中的各种问题、并督促有问题的单位及时、果断地进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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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违法违纪问题，执法执纪部门要严格掌握政策界限，切实体现自查出来的处理从宽、检查发现的处罚从

重的原则；要深入调查问题的情节、背景及责任，根据问题的性质、后果及影响，按规定进行适当的处罚；对以权谋

私、行贿受贿以及失职渎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人身伤亡事故，构成犯罪的问题，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6．自查自纠与重点检查工作，应于今年底之前完成，届时各地、各部门要写出阶段性工作总结，并逐级上报。 

    四、整改验收阶段 

    （一）整章建制 

    在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的基础上，各地、各部门要围绕加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建筑市场行为这一主要目

的，督促投资建设主管部门以及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针对工程立项、报建、招标投标、工程质量和竣工验收方面存

在的问题，分别写出整改报告，制订整章建制计划，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上下功夫。 

    （二）逐级验收 

    需要重点把握的总体验收标准是“五个效果”，即：建设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建筑市场开始

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工程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法规建设进一步健全，反腐倡廉取得了一定成效。各地、各部门可

根据上述精神，结合实际确定具体的验收标准。 

    验收工作自下而上、逐级进行。验收人员由各地、各部门从执法监察机构和有关部门抽调，组成若干验收小

组，分头对下级投资和建设主管部门，以及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的整改情况进行检查验收，验收的比例不能低于 60％。

验收的情况要书面报告同级政府，同时抄报负责执法监察工作的建设、监察、计划、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及其办事机

构。 

    验收报告要如实反映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情况，主要内容应包括：本地区、本部门投资及建筑市场的基本情

况，项目决策、审批程序及投资计划管理和建筑市场管理法规的执行情况，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自查自纠的情况，主

管部门依法管理和执法监督的情况，执法监察机构对整改工作的评价等。 

    以上工作按计划应于 1997 年 6 月底前完成。 

    （三）工作总结 

    通过验收的地区和部门，要认真总结执法监察的成功经验，大力宣传严守法律法规、勇斗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的典范，隆重表彰一批工作认真负责、抓出显著成效的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公开处理一批严重违法违纪、扰乱建

筑市场秩序的经济犯罪分子，以巩固和发展执法监察工作成果，使这项工作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3.7.1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管理确保工程建设质量的通知》(国办发明电[1998]15 号 1998-09-29） 

http://www.people.com.cn/item/flfgk/gwyfg/1998/21961199809.html 

关于加强建设项目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 

  【颁布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颁布日期】 19981109  

  【实施日期】 19981109  

  【章名】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国 务院有关部门：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管理确保工程建设质量的通 知》（国办发明电〖1998〗15 号），结

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实际工作， 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建设项目管理、确保建设工程质量的重要意义。从 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大局出

发，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对历 史负责的政治责任感，切实做好建设项目管理工作。  

  二、认真履行各级建设部门的职责。建设部和各级建委（厅局）是国 务院及各级政府负责建设工作的行政

主管部门，在加强建设项目管理、确 保工程质量工作中担负着重要任务，责任重大。按国务院办公厅通知要求 ，建

设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使用国家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安排的项目进 行全过程监督和管理”。按照国家计委工程质

量有关部门分工，建设部主 要具体负责城市基础设施、经济适用住房和抗震加固项目的工程质量，还 要对全国建设

项目中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的质量标准、招标投标、工程监理行使行业监督职能。 

  三、切实加强管理。要依据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依靠 现有的管理机构，分工负责，紧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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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加大管理力度，抓好工作落实， 依法管理，严格管理。  

  四、要深入调查研究，加强政府监管力度，抓住关键环节，突出工作 重点，对列入这次基础设施建设范围

的政府投资工程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 ，特别重申如下规定：  

  （一）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建立健全施工许可制度，对于不具 备规定条件的工程，不予颁发施工许

可证。对于违反规定擅自开工的要依 法查处。严格禁止“三边”工程。  

  （二）尊重客观规律，保证合理工期。不准脱离客观实际抢工期，搞“献礼”、“报喜”工程。施工工期要依

据建设部制定的工期定额科学确定，精心组织，精心施工，避免层层加码，任意缩短工期。  

  （三）要严格按照审定的设计图纸进行施工，不准随意提高建设标准 ，增加建设内容；也不允许盲目压级

压价，降低工程建设标准。要严肃查 处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等违法行为。  

  （四）认真执行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招投标管理的规定》， 尚未开工的建设项目，一律实行公开招

标，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选择勘察设计、建筑安装和建设监理单位。严禁搞议标发包或直接发包 ，更不

允许搞地方保护和部门封锁。对于已开工的，要跟踪监督，严禁转包和违法分包。凡发现转包或违法分包的，要依据

《建筑法》严肃查处。 

  （五）严格按照《建筑法》和建设部、国家计委联合颁布的《工程建设监理规定》，对工程项目，一律实行

工程监理。对于已开工而没有实行监理的项目，建设单位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进行监理；对于尚未动工

兴建的项目，建设单位要通过招标择优选定具有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实施监理。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承包单位

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供应单位不得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监理单位必须认真履行签定的监理合

同，选派素质高、责任心强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人员，对建设项目的施工质量、建设工期和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实

施监督管理。  

  （六）要依据建设部第 29 号令《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办法》，加大政府对建设工程的质量监管力度。所有工程

项目，一律实行政府工程质量监督。项目法人单位必须按建设部《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单位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在

项目开工建设前，到当地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各地工程质量监督部门要按照现行的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进行全过程的质量监督，及时进行抽查和核验。要严格把关，对出现质量问题要责成责任单位及时纠

正，不及时改正和改正不符合要求的，质量监督部门有权责令停工。  

  工程完工之后，项目法人单位要及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未经过验收和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不准

交付使用。  

  五、建立和完善工程档案制度和具体责任人公示制度。要根据《档案法》和城市建设档案工作的有关规定，

建立健全工程档案，做到所有建设项日图纸资料齐全、完整、准确。工程竣工验收以后，所有竣工图纸资料必须按规

定及时整理移送当地城建档案馆和有关部门。 

  对建设项目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要建立明确的具体责任人制度，并且要在项目建设现场挂牌公示，强化责

任，接受监督。  

  六、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会同纪检监察部门继续做好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认真查处各种违法

案件。当前要重点抓住违反建筑市场管理有关规定和造成重大质量责任事故的典型案例，集中突破，严肃处理，以做

效尤。建设主管部门在建设项目监督和管理过程中，对于存在问题的项目，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对那些不服从管理，

存在隐患的项目，应及时与计划、财政部门协商并采取处罚措施直至停止拨付和取消财政债券额度。  

  七、建设部各有关司局按照“三定方案”分工负责，恪尽职守，加强协作，紧密配合，指导各地、各部门加

强建设项目管理，确保工程质量。  

  八、加强项目管理确保工程质量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要任务，是建设系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

工作，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真正落实工作责任，采取切实措施，履行建设部门的职责，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3.7.16）《关于改进工程建设概预算工作的若干规定》(计标[1983]1038 号 1983-07-19） 

国家计委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试行《关于改进工程建设概预算工作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计标[1983]1038 号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http://www.ccicc.com.cn/_zcfg/show.php?itemid=2120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216 / 3277 页 

 

国务院有关部、委、局，总后勤部、国防科工委，中直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区计委、建委、建行分行： 

  为了加强工程建设概预算工作，提高概预算文件的质量，合理确定工程造价，控制工程项目投资，特制订

《关于改进工程建设概预算工作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现发给你们试行，请将试行中的情况和经验及时

告诉我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关于设计单位编制施工图预算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拟有计划、有步

骤地在各设计单位推行。有条件的设计单位从今年起就要编制施工图预算。条件不具备的设计单位要积极创造条件，

至迟在一九八六年实行，但从现在起要选定几个工程编制施工图预算。 

  在一九八五年前，设计单位没有条件编制施工图预算的单位工程，仍由施工单位负责编制施工图预算，经建

设单位、设计单位和建设银行共同审定后，作为预算包干和办理工程结算的依据。 

  附件：关于改进工程建设概预算工作的若干规定 

国家计委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1983 年 7 月 19 日 

附件： 

关于改进工程建设概预算工作的若干规定 

工程建设概、预算是控制和确定工程造价的文件。改进概预算工作，对正确确定工程造价，控制工程项目投资，

推行经济合同制，提高投资效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特制订本规定。 

一、凡采用两阶段设计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阶段必须编制总概算，施工图设计阶段必须编制预算。采用三阶段

设计的，技术设计阶段还必须编制修正总概算。对于技术简单的建设项目，设计方案确定后就做施工图设计的，必须

编制施工预算。 

二、设计概算经批准后，实行建设项目投资包干的依据；也是控制基本建设拨款和施工图预算，以及考核设计经

济合理性的依据。 

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经审定后，是确定工程预算造价，签订建设安装工程合同，实行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投

资包干和办理工程结算的依据。实行招标的工程，预算是工程价款的标底。 

三、建设项目的总概、预算、应包括建设项目从筹建到竣工验收所需的全部建设费用。其投资构成为：建筑工程

费用，安装工程费用，设备、工器具购置费用和其他费用。 

概、预算文件应包括：概、预算编制说明包括投资效益分析，建设项目总概、预算，单项工程综合概、预算，单

位工程概、预算，其他工程和费用概、预算。概算文件应包括钢材、木材、水泥等主要材料表，预算文件还应包括钢

材明细汇总表及补充单位估价表。 

四、设计单位承担可行性研究和参加编制设计任务书时，其投资估算的编制工作，应由概预算人员（以下统称技

术经济人员）负责进行，并与其他专业设计人员配合，共同做好建设项目经济效益的评价工作。 

五、概、预算的编制工作，均由设计单位负责。必要时，施工图预算的编制，可邀请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参加。 

一个建设项目，如由几个设计单位共同设计时，主管部门指定的主体设计单位，应负责统一概、预算编制原则等

有关事项并汇总概、预算。其他设计单位应负责编好所承担设计的工程概、预算。 

建设、施工等有关单位，应及时向设计单位提供编制概、预算所必须的有关资料。 

六、设计人员应加强经济观念。初步设计应参照设计任务书及其估算进行；施工图设计应控制在批准的初步设计

及其概算范围之内。在不同的设计阶段要提出足够深度设计技术资料，以满足编制概、预算的要求，施工图设计应列

出钢材明细表。 

技术经济人员应与其他专业的设计人员共同做好设计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工作，以选出最合理的方案。要及时

了解设计内容，掌握设计变更情况啄其对造价的增减影响，并提出合理使用投资的建议，以发挥技术经济人员在设计

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七、建筑安装工程概、预算，应根据不同设计阶段的图纸及说明，以及现行的预算定额（综合预算定额），概算

定额，概算指标、材料、构配件预算价格，各项费用标准等进行编制。 

设备购置概、预算，其设备单价应按照设备清单和现行的设备原价及运杂费率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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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程和费用概、预算，应按照现行有关费用定额或指标进行编制。 

八、设计单位要努力提高概、预算的准确性，保证概、预算的质量。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和制度，

实事求是地对工程所在地的建设条件，包括自然条件、施工条件等可能影响造价的各种因素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在此

基础上正确选用定额、费用和价格等各项编制依据。同时，要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价格调整指数，考虑建设期间价格

变动等因素，做到概、预算能够完整地反映设计内容，合理地反映施工条件，准确地确定工程造价。 

九、概算是设计文件的重要组成部件。主管单位在报批设计时，必须同时报批概算。设计单位应实事求是地向审

批机关反映概算编制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各主管部门必须认真执行设计文件审批办法，不断提高审查水平，在审批设计的同时，认真审批概算，不得下放

审批权限。 

十、建设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的审定，应由建设单位或主管部门组织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建设银行分批或集中

进行。一些地区没有预算审定专门机关的，由专门机关组织审定。预算审定的时间，从设计单位交付预算文件之日起

算，一般不得超过 30 天。设计单位除交付预算文件外，还应对工程量计算底稿进行理事，以备审查时使用。 

在审定预算时，各有关单位必须从全局利益出发，及时审查定案。预算审定后，由设计单位按照审定的意见，对

原预算作补充、批准后，由建设单位分送各有关单位。 

十一、各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都应认真执行批准的总概算，不得任意突破。如单位工程或单项工程必须增加投资

时，首先用其他工程多余的投资调剂解决。调剂有困难时，经建设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批准，可动用总

概算的预备费解决。如必须突破总概算时，其超出部分经设计单位同意并批准后，由主管单位报原初步设计批准机关

审核，按十三条规定的批准权限报经批准。 

十二、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审定后，在总概算的控制范围内，按照规定允许作量差、价差调整的部分，其中

由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提出的设计变更所引起的预算增减，应经设计单位同意；不属设计变更的其他原因引起的预

算增减，应经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同意，建设银行审定，作为调整预算的依据，并抄送设计单位一份。 

工程竣工验收后，设计单位应了解和掌握竣工决算资料，以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概、预算的质量。 

十三、计划部门应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和概算以及建设工期定额，编制建设项目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严格控

制单项工程的投资和建设项目总投资。凡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额已超过总概算的建设项目，必须由原设计单位和

建设单位共同提出需要追加投资的理由，并经原初步设计批准机关审核后，大中型项目按隶属关系由国务院主管部

门或省、市、自治区计委批准后，方能追加年度固定资产投资。 

十四、建设单位必须对概、预算设计和概、预算的执行全面负责。根据批准的总概、预算合理使用投资，切实搞

好工程造价的管理，按照设计和概、预算安排工程项目，不得任意提高工程标准，增加工程内容；按照主要材料表申

请材料指标；按照设备清单进行订货；按照其他工程和费用概、预算合理开支各项费用，按照本规定要求做好施工图

预算的管理工作。工程竣工后，工程决算资料应抄送设计单位一份。 

十五、施工单位必须根据审定的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编制施工预算，作为企业内部

核算的依据，以加强经营管理，搞好经济核算。 

十六、建设银行应根据批准的设计和建设项目总概算、单项工程综合概算，在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投资额范

围内控制拨款和贷款。监督有关单位严格执行概、预算。建设项目的投资突破总概算时，在未经批准追加总概算、单

项工程综合概算，对其超出部分不得拨款。 

对于建筑安装工程的拨款，建设银行应根据规定的单位工程预算和工程进度办理预支和结算。 

十七、在预算审定概、预算执行过程中，建设、设计、施工等各有关单位发生纠纷时，首先应从全局出发，及时

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时，争议双方属于同一个部门的，由上级主管部门解决或仲裁，不属于同一个部门的，可向各

级主管基建的综合部门申请调解或仲裁；凡属于违反经济合同的纠纷，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及有关

合同实施条例的规定执行。 

十八、为适应概、预算工作发展的要求，需迅速充实和培养技术经济人员。国务院各有关部和各省、市、自治区

主管部门就商请有关教育部门，选择有关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设置工程建设技术经济专业；同时也应积极

办好培训班，培养概预算工作专门人才。设计单位对有实践经验的技术经济人员要尽快调回经济工作岗位；根据 1981

年国家建委、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关于概算、预算人员执行载程技术干部技术职称的通知》，继续做好业务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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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设计单位从事概预算工作的人员配备，一般应在设计人员总数的 10%。 

十九、国务院有关部和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基建的综合部门，必须把提高基本建设经济效益作为根本出发点，

切实加强工程建设概、预算工作的领导，管好用好基本建设投资。要尽快健全概、预算工作和定额等管理机构及研究

机构，搞好概、预算以及定额、费用标准、设备材料预算价格等的管理和研究工作。 

二十、国务院各有关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规定的精神，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订实施细则

或具体办法，并报国家计委备案，过去有关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3.7.17）《关于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垄断市场和肢解发包工程的通知》(建建[1996]240 号 1996-04-22） 

http://www.ccicc.com.cn/_zcfg/show.php?itemid=1853  

http://ip.people.com.cn/GB/12868353.html  

http://zjw.hg.gov.cn/Info_1_949.aspx  

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垄断市场和肢解发包工程的通知【1996-04-22】 

 【发布单位】建设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发布文号】建建[1996]240 号 

 【发布日期】1996-04-22 

 【生效日期】1996-04-22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垄断市场和肢解发包工程的通知 

  （建建〔１９９６〕２４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工商行政管理局，计划单列市建委（建工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国

务院有关部门基建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用事业发展迅速，对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是，在一些地方和行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依赖行业特权垄断市场、肢解工程发包等不正当行为。主要表

现为：在工程承包中，有关单位强行垄断本专业的建设项目，要求承包单位和建设单位必须采购其指定厂家生产的材

料、设备，否则不予验收工程，不予供水、供气、供热、供电等。这种做法，不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

求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为此，特通知如下： 

  一、在工程施工中，总包（包括施工总包，下同）单位有能力并有相应资质承担上下水、暖气、电气、电讯、

消防工程和清运渣土的，应当由其自行组织施工和清运；若总包单位需将上述某种工程分包的，在征得建设单位同意

后，亦可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但必须由总包单位统一进行管理，切实承担总包责任。建设单位要加强监督检

查，明确责任，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除总包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指定分包单位。 

  二、单项工程或住宅小区以外的供水、供热、供气、供电、电讯、消防等工程项目，应依法按工程建设程序

及有关规定，通过招标投标、公平竞争，优选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承包。工程项目的主管部门及企事业单位，不得以

任何方式强行垄断承包本专业的工程项目。 

  三、工程建设的材料、设备，应主要由承包单位负责采购，并明确责任，择优选购，加强检查验收，切实保

证材料、设备的质量。建设单位需要自己定货采购的，要在合同中明确其责任和要求。对可能影响工程质量和使用功

能的劣质材料、设备，承包单位有权拒绝使用；若建设单位强行要求承包单位使用的，由建设单位承担由此造成的工

程质量和安全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强行要求承包单位购买其指定厂家生产的材料、设备。 

  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工程竣工验收的管理。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或有关方面，应按规定及时组

织各有关部门共同验收，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拒绝参加。工程按规定经验收通过后，供水、排水、供气、供热、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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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讯等公用企事业单位必须按规定接通管线、线路。 

  五、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加强对建筑市场的监督检查，同时，

要建立举报制度，发挥全社会的监督作用。对于垄断市场、肢解发包工程的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依照《反不正

当竞争法》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严肃查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

按照《关于在工程建设中深入开展反对腐败和反对不正当竞争的通知》中的规定，对违法单位的负责人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执法工作。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3.7.18）《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的通知》(发改法规[2010]628 号 2010-03-29） 

http://www.creditchina.gov.cn/hangyexinyong_824/faguiguifanbiaozhun/zhongyangrenminzhengfu/201712/t20171227_

104893.html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0-04/12/content_19791954.htm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004/t20100409_339712.html  

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的通知 

发改法规[2010]62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通信管理局、监察厅、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建

委、建设交通委）、交通厅、水利厅、商务主管部门、法制办、各铁路局、民航各地区管理局： 

    严格落实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是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招标投

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发改法规[2008]1531 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自 2009 年 1 月 1 日颁布实施以来，

各地认真贯彻落实，推进招标投标市场诚信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是，总体进展尚不平衡，一些地方至今尚未建立公

告平台，一些地方虽建立了公告平台却没有按照规定及时进行公告，影响了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实施效果。为进一

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9]27

号）、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中治工发

[2009]2 号）和《规范工程建设项目决策行为和招标投标活动指导意见》（中治工发[2009]3 号）部署和要求，切实发

挥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的失信惩戒作用，促进招标投标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抓紧建立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平台。2010 年 5 月底前，各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暂行办法》要

求，在本部门网站上建立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平台，并做好公告平台维护和管理工作；已经建立的，进一步规

范和完善公告平台，逐步实现互联互通、互认共用；条件成熟的建立统一的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平台。要加强对市、县

级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平台建设的指导和督促，争取今年年底前，建立起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省、市、县四

级公告平台。结合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将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平台制度落实与工程建

设领域项目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相结合，促进信息共享。 

    二、依法公告违法行为记录。各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要以落实中央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部署为契机，加大监督检查工作力度，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严肃查处招标投标违法违规行为。对于依法应当公告的

违法行为，应及时在公告平台上公告。严格按照《暂行办法》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发布公告，确保公告准确和客观。各

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公告的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行政处理决定，须按要求及时抄报相应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国务

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将选取一批典型案件进行公告，并加强对本系统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工作的指导，建立系统公告

记录信息通报制度。 

    三、加大招标投标失信惩戒力度。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将公告的招标投标违

法行为记录作为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投标人资格审查、招标代理机构选择、中标人推荐和确

定、评标委员会成员确定和评标专家考核等活动的重要依据。 

    各地要按照中央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统一部署，采取有效措施，全面落实招标投标违法行

为记录公告制度。2010 年上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监察部将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各地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重点检查公告平台建立和运行情况。对没有建立公告平台，或者不按照规定及时公告违法行为记录的地方，要进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004/t20100409_339712.html
http://www.creditchina.gov.cn/hangyexinyong_824/faguiguifanbiaozhun/zhongyangrenminzhengfu/201712/t20171227_104893.html
http://www.creditchina.gov.cn/hangyexinyong_824/faguiguifanbiaozhun/zhongyangrenminzhengfu/201712/t20171227_104893.html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0-04/12/content_19791954.htm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004/t20100409_339712.html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220 / 3277 页 

 

行通报。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监  察  部 

财  政  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 通 运 输 部 

铁  道  部 

水  利  部 

商  务  部 

国务院法制办 

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3.7.19）《工程建设项目报建管理办法》(建建[1994]482 号 1994-08-13） 

http://www.mohurd.gov.cn/jzsc/jzsczcfb/200611/t20061101_153307.html  

程建设项目报建管理办法建建字[1994]482 号    

  第一条 为有效掌握建设规模，规范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程序管理，统一工程项目报建的有关规定，达到加强

建筑市场管理的目的，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程建设项目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土木工程设备安装、管道线路敷设、装饰装修等固定资产投资的

新建、扩建、改建以及技改等建设项目，通称为工程建设项目。凡在我国境内投资兴建的工程建设项目，都必须实行

报建制度，接受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工程建设项目由建设单位或其代理机构在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其他立项文件批准后，须向

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进行报建，交验工程项目立项的批准文件，包括建设项目的报建内容主要包括： 

  （一）工程名称； 

  （二）建设地点； 

  （三）投资规模； 

  （四）资金来源； 

  （五）当年投资额； 

  （六）工程规模； 

  （七）开工、竣工日期； 

  （八）发包方式； 

  （九）工程筹建情况； 

  第五条 报建程序： 

  （一）建设单位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领取《工程建设项目报建表》（表达附后）； 

  （二）按报建表的内容及要求认真填写； 

  （三）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报送《工程建设项目报建表》，并按要求进行招标准备。 

  第六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投资和建设规模有变化时，建设单位应及时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进

行补充登记。筹建负责人变更时，应重新登记。 

  第七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下列几方面对工程建设项目报建实施管理： 

  （一）贯彻实施《建筑市场管理规定》和有关的方针政策； 

  （二）管理监督工程项目的报建登记； 

  （三）对报建的工程建设项目进行核实、分类、汇总； 

  （四）向上级主管机关提供综合的工程建设项目报建情况； 

  （五）查处隐瞒不报违章建设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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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工程建设项目报建实行分级管理，分管的权限由各地自行规定。 

  第九条 凡未报建的工程建设项目，不得办理招标手续和发放施工许可证，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承接该项工

程的设计和施工任务。 

  第十条 本办法适用我国境内兴建的所有工程建设项目，以及外国独资、合资、合作的工程建设项目。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办法或细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工程建设项目报建表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三日 

  

工程建设项目报建表 

建设单位   单位性质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投资总额   当年投资   

资金来源构成 政府投资 %；自筹 %；贷款 %；外资 % 

  立项文件名   

  文号   

工程规模   

计划开工日期   计划竣工日期   

发包方式   

银行资信证明   

工程筹建情况 

  

报建单位：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3.7.20）《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建设管理规定》(建设部,公安部令第 49 号 1996 年 02 月 01 日） 

http://www.shaanxijs.gov.cn/zhengce/2011/10/47172.s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1996-00004 主题信息：工程质量安全,房地产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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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生成日期：1996 年 01 月 05 日文件名称：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建设管理规定有 效 期：1996

年 02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49 号主 题 词：城市居民住宅安

全防范设施建设管理规定   

  《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建设管理规定》经建设部、公安部批准，现予发布，自一九九六年二月一日起

施行。 

  

建设部部长 侯捷 

公安部部长 陶驹驹 

一九九六年一月五日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居民住宅安全防范功能，保护居民人身财

产安全，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  

  本规定所称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是指附属于住宅建筑主体并具有安全防范功能的防盗门、防盗锁、防踹

板、防护墙、监控和报警装置，以及居民住宅或住宅区内附设的治安值班室。  

  第四条 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必须具备防撬、防踹、防攀缘、防跨越、防爬入等安全防范功能。  

  第五条 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的建设，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适用、安全、经济、美观；  

  （二）符合消防法规、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和城市容貌规定；  

  （三）符合当地居民习俗；  

  （四）因地制宜。  

  第六条 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的建设，应当纳入住宅建设规划，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

用。  

  第七条 设计单位应当依据与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有关的规范、标准、规定进行设计。  

  第八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批的有关住宅建筑设计文件应当包括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部分。

对不符合安全防范设施规范、标准、规定的设计文件，应责成原设计单位修改。  

  第九条 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安全防范设计要求进行施工，不得擅自改动。必须修改的，应当由原设计单

位出具变更设计通知书及相应的图纸并报设计审批部门重新审批后方可进行。  

  第十条 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所用产品、设备和材料，必须是符合有关标准规定并经鉴定合格的产

品。未经鉴定和不合格的产品不得采用。  

  第十一条 城市居民住宅竣工后，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和住宅管理单位必须按规定对安全防范设施进行验收，

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二条 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所需费用，由产权人或使用人承担。  

  第十三条 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的管理，由具体管理住宅的单位实施。  

  公安机关负责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管理的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居民住宅区的防护墙、治安值班室等公共安全防范设施应由产权人和使用人妥善使用与保护，

不得破坏或挪作他用。  

  第十五条 公民和单位有责任保护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对破坏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的行为有权向公

安机关举报。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增补、修改、停工、返

工、恢复原状，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按有关规范、标准、规定进行设计的；  

  （二）擅自改动设计文件中安全防范设施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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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使用未经鉴定和鉴定不合格的产品、材料、设备的；  

  （四）安全防范设施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而交付使用的。  

  有（三）、（四）行为之一，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责任者负责赔偿损失。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破坏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由公安机关责令其改正、恢复原状，并可依据《治安

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公安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安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

则。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199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3.7.21）《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9 号 2003 年 12 月 17 日） 

http://www.shaanxijs.gov.cn/zhengce/2013/5/57335.shtml?t=8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19 号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已于 2003 年 11 月 15 日建设部第 22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紫线，是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的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界线，以及历史文化街区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保护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界线。本

办法所称紫线管理是划定城市紫线和对城市紫线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条 在编制城市规划时应当划定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紫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紫线由城

市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时划定。其他城市的城市紫线由城市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

划时划定。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紫线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紫线管理工作。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紫线管理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了解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紫线范围及其保护规划，对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管理提出意见，对破坏保护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 

第六条 划定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紫线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应当包括历史建筑物、构筑物和其风貌环境所组成的核心地段，以及为确保该地段

的风貌、特色完整性而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地区； 

(二)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应当包括历史建筑本身和必要的风貌协调区； 

(三)控制范围清晰，附有明确的地理坐标及相应的界址地形图。 

城市紫线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划定，依据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 

第七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当包括征求公众意见的程序。审查历史文化名城和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当组织专家进行充分论证，并作为法定审批程序的组成部分。 

市、县人民政府批准保护规划前，必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第八条 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一经批准，原则上不得调整。因改善和加强保护工作的需要，确

需调整的，由所在城市人民政府提出专题报告，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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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组织编制调整方案。 

调整后的保护规划在审批前，应当将规划方案公示，并组织专家论证。审批后应当报历史文化名城批准机关备

案，其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批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后的一个月内，将保护规划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还应当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一经批准，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

门必须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第十一条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已经破坏，不再具有保护价值的，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向所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专题报告，经批准后方可撤销相关的城市紫线。 

撤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城市紫线，应当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各项建设必须坚持保护真实的历史文化遗存，维护街区传统格局和风貌，改善基

础设施、提高环境质量的原则。历史建筑的维修和整治必须保持原有外形和风貌，保护范围内的各项建设不得影响历

史建筑风貌的展示。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据保护规划，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整治和更新，以改善人居环境为前提，加强基础设施、

公共设施的改造和建设。 

第十三条 在城市紫线范围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一)违反保护规划的大面积拆除、开发； 

(二)对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格局和风貌构成影响的大面积改建； 

(三)损坏或者拆毁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四)修建破坏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五)占用或者破坏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地、河湖水系、道路和古树名木等； 

(六)其他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构成破坏性影响的活动。 

第十四条 在城市紫线范围内确定各类建设项目，必须先由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保护规

划进行审查，组织专家论证并进行公示后核发选址意见书。 

第十五条 在城市紫线范围内进行新建或者改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对规划确定保护的建筑物、构

筑物和其他设施进行修缮和维修以及改变建筑物、构筑物的使用性质，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

续后方可进行。 

第十六条 城市紫线范围内各类建设的规划审批，实行备案制度。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历史文化街区，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直辖市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的历史文化街区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在城市紫线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的

规定。 

第十八条 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直辖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保护规划执行情况进行

检查监督，并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告。 

对于监督中发现的擅自调整和改变城市紫线，擅自调整和违反保护规划的行政行为，或者由于人为原因，导致历

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遭受局部破坏的，监督机关可以提出纠正决定，督促执行。 

第十九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直辖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

主管部门根据需要可以向有关城市派出规划监督员，对城市紫线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规划监督员行使下述职能： 

(一)参与保护规划的专家论证，就保护规划方案的科学合理性向派出机关报告； 

(二)参与城市紫线范围内建设项目立项的专家论证，了解公示情况，可以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提出意见，并向派

出机关报告； 

(三)对城市紫线范围内各项建设审批的可行性提出意见，并向派出机关报告； 

(四)接受公众的投诉，进行调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处理建议，并向派出机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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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城市紫线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

的，由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在城市紫线范围内审批建设项目和批准建设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3.7.22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 146 号  2005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85.html  

http://huoqiu.luan.gov.cn/4664053/8152661.html  

http://www.fjjs.gov.cn/hygl/cxgh/gzzd/199110/t19911001_119127.htm  

索 引 号：000013338/2005-00002 主题信息：城乡规划发文单位：建设部生成日期：2005 年 12 月 31 日文件名

称：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有 效 期：2006 年 04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6 号主 题 词：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已于 2005 年 10 月 28 日经建设部第 76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市规划编制工作，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组织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城市规划是政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

益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  

  第四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基本目标，坚持五个统筹，

坚持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坚持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文资源，尊重历史文化，坚持因地制

宜确定城市发展目标与战略，促进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五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考虑人民群众需要，改善人居环境，方便群众生活，充分关注中低收入人群，

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第六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坚持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原则。 

  第七条 城市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大、中城市根据需要，可以依法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

组织编制分区规划。  

  城市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第八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省域城镇体

系规划，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依据。  

  第九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采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资料。 

  第十条 承担城市规划编制的单位，应当取得城市规划编制资质证书，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城

市规划编制工作。  

第二章 城市规划编制组织  

  第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分区规划。具体工作由城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承担。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组织制定近

期建设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已经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或者城

市分区规划组织编制。  

  修建性详细规划可以由有关单位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的规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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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委托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编制。  

  第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提出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前，应当对现行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的实施情况

进行总结，对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和建设条件做出评价；针对存在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从土地、水、能源和环境等

城市长期的发展保障出发，依据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和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着眼区域统筹和城乡统筹，对城市的定位、

发展目标、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等战略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工作基础。  

  第十三条 城市总体规划应当按照以下程序组织编制：  

  （一）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组织前期研究，在此基础上，按规定提出进行编制工作的报告，经同意后方

可组织编制。其中，组织编制直辖市、省会城市、国务院指定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的，应当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提出

报告；组织编制其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的，应当向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报告。  

  （二）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纲要，按规定提请审查。其中，组织编制直辖市、省会城市、国务院指定市的

城市总体规划的，应当报请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审查；组织编制其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的，应当报请省、自治区

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审查。  

  （三）依据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的审查意见，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成

果，按法定程序报请审查和批准。  

  第十四条 在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中，对于涉及资源与环境保护、区域统筹与城乡统筹、城市发展目标与空

间布局、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重大专题，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组织下，由相关领域的专家领衔进行研究。  

  第十五条 在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中，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组织下，充分吸取政府有关部门和军事机关的

意见。  

  对于政府有关部门和军事机关提出意见的采纳结果，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报送审批材料的专题组成部分。  

  组织编制城市详细规划，应当充分听取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保证有关专业规划的空间落实。  

  第十六条 在城市总体规划报送审批前，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  

  在城市详细规划的编制中，应当采取公示、征询等方式，充分听取规划涉及的单位、公众的意见。对有关意

见采纳结果应当公布。  

  第十七条 城市总体规划调整，应当按规定向规划审批机关提出调整报告，经认定后依照法律规定组织调

整。  

  城市详细规划调整，应当取得规划批准机关的同意。规划调整方案，应当向社会公开，听取有关单位和公众

的意见，并将有关意见的采纳结果公示。  

第三章 城市规划编制要求  

  第十八条 编制城市规划，要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体现布局合理、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的原则，保护自然与文化资源、体现城市特色，考虑城市安全和国防建设需要。  

  第十九条 编制城市规划，对涉及城市发展长期保障的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区域协调发展、风景名胜资源

管理、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等方面的内容，应当确定为必须严格执行的强制性内容。  

  第二十条 城市总体规划包括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和中心城区规划。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先组织编制总体规划纲要，研究确定总体规划中的重大问题，作为编制规划成果的

依据。  

  第二十一条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应当以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以及其它上层次法定规划

为依据，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城市定位和发展战略，按照人口与产业、就业岗位的协调发展要求，控制人

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按照有效配置公共资源、改善人居环境的要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区域辐射和带动作用，

合理确定城乡空间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十二条 编制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应当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明确近期内实施城市总体

规划的重点和发展时序，确定城市近期发展方向、规模、空间布局、重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选址安排，提出自

然遗产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与治理的措施。  

  第二十三条 编制城市分区规划，应当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土地利用、人口分布和公

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配置做出进一步的安排，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提出指导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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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条 编制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考虑相关专

项规划的要求，对具体地块的土地利用和建设提出控制指标，作为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建设项目

规划许可的依据。  

  编制城市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对所在地块的建设提出具体的安排

和设计。  

  第二十五条 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包括专门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历史文化街区应当编制专门的保护性详细规划。  

  第二十六条 城市规划成果的表达应当清晰、规范，成果文件、图件与附件中说明、专题研究、分析图纸等

表达应有区分。  

  城市规划成果文件应当以书面和电子文件两种方式表达。  

  第二十七条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应当严格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城市规划，提交的规划成果应当符合

本办法和国家有关标准。  

第四章 城市规划编制内容  

第一节 城市总体规划  

  第二十八条 城市总体规划的期限一般为二十年，同时可以对城市远景发展的空间布局提出设想。 

  确定城市总体规划具体期限，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要求。  

  第二十九条 总体规划纲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纲要，内容包括：提出市域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确定生态环境、土地和水资源、能

源、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综合目标和保护要求，提出空间管制原则；预测市域总人口及城镇化水平，确

定各城镇人口规模、职能分工、空间布局方案和建设标准；原则确定市域交通发展策略。  

  （二）提出城市规划区范围。  

  （三）分析城市职能、提出城市性质和发展目标。  

  （四）提出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范围。  

  （五）预测城市人口规模。  

  （六）研究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提出建设用地规模和建设用地范围；  

  （七）提出交通发展战略及主要对外交通设施布局原则。  

  （八）提出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目标。  

  （九）提出建立综合防灾体系的原则和建设方针。  

  第三十条 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提出市域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其中位于人口、经济、建设高度聚集的城镇密集地区的中心城市，应

当根据需要，提出与相邻行政区域在空间发展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城乡统筹发

展等方面进行协调的建议。  

  （二）确定生态环境、土地和水资源、能源、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等方面的保护与利用的综合目标和要求，

提出空间管制原则和措施。  

  （三）预测市域总人口及城镇化水平，确定各城镇人口规模、职能分工、空间布局和建设标准。  

  （四）提出重点城镇的发展定位、用地规模和建设用地控制范围。  

  （五）确定市域交通发展策略；原则确定市域交通、通讯、能源、供水、排水、防洪、垃圾处理等重大基础

设施，重要社会服务设施，危险品生产储存设施的布局。  

  （六）根据城市建设、发展和资源管理的需要划定城市规划区。城市规划区的范围应当位于城市的行政管辖

范围内。  

  （七）提出实施规划的措施和有关建议。  

  第三十一条 中心城区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分析确定城市性质、职能和发展目标。  

  （二）预测城市人口规模。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228 / 3277 页 

 

  （三）划定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和已建区，并制定空间管制措施。  

  （四）确定村镇发展与控制的原则和措施；确定需要发展、限制发展和不再保留的村庄，提出村镇建设控制

标准。  

  （五）安排建设用地、农业用地、生态用地和其它用地。  

  （六）研究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确定建设用地规模，划定建设用地范围。  

  （七）确定建设用地的空间布局，提出土地使用强度管制区划和相应的控制指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容

积率、人口容量等）。  

  （八）确定市级和区级中心的位置和规模，提出主要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  

  （九）确定交通发展战略和城市公共交通的总体布局，落实公交优先政策，确定主要对外交通设施和主要道

路交通设施布局。  

  （十）确定绿地系统的发展目标及总体布局，划定各种功能绿地的保护范围（绿线），划定河湖水面的保护

范围（蓝线），确定岸线使用原则。  

  （十一）确定历史文化保护及地方传统特色保护的内容和要求，划定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范围（紫

线），确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范围；研究确定特色风貌保护重点区域及保护措施。  

  （十二）研究住房需求，确定住房政策、建设标准和居住用地布局；重点确定经济适用房、普通商品住房等

满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的居住用地布局及标准。  

  （十三）确定电信、供水、排水、供电、燃气、供热、环卫发展目标及重大设施总体布局。  

  （十四）确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目标，提出污染控制与治理措施。  

  （十五）确定综合防灾与公共安全保障体系，提出防洪、消防、人防、抗震、地质灾害防护等规划原则和建

设方针。  

  （十六）划定旧区范围，确定旧区有机更新的原则和方法，提出改善旧区生产、生活环境的标准和要求。  

  （十七）提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原则和建设方针。  

  （十八）确定空间发展时序，提出规划实施步骤、措施和政策建议。  

  第三十二条 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包括：  

  （一）城市规划区范围。  

  （二）市域内应当控制开发的地域。包括：基本农田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地、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地下矿产资源分布地区。  

  （三）城市建设用地。包括：规划期限内城市建设用地的发展规模，土地使用强度管制区划和相应的控制指

标（建设用地面积、容积率、人口容量等）；城市各类绿地的具体布局；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布局。  

  （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城市干道系统网络、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交通枢纽布局；城市

水源地及其保护区范围和其他重大市政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主要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  

（五）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包括：历史文化保护的具体控制指标和规定；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重要地

下文物埋藏区的具体位置和界线。  

  （六）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目标，污染控制与治理措施。  

  （七）城市防灾工程。包括：城市防洪标准、防洪堤走向；城市抗震与消防疏散通道；城市人防设施布局；

地质灾害防护规定。  

  第三十三条 总体规划纲要成果包括纲要文本、说明、相应的图纸和研究报告。  

  城市总体规划的成果应当包括规划文本、图纸及附件（说明、研究报告和基础资料等）。在规划文本中应当

明确表述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第三十四条 城市总体规划应当明确综合交通、环境保护、商业网点、医疗卫生、绿地系统、河湖水系、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地下空间、基础设施、综合防灾等专项规划的原则。  

  编制各类专项规划，应当依据城市总体规划。  

第二节 城市近期建设规划  

  第三十五条 近期建设规划的期限原则上应当与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年限一致，并不得违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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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近期建设规划到期时，应当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新的近期建设规划。  

  第三十六条 近期建设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确定近期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确定近期建设用地范围和布局。  

  （二）确定近期交通发展策略，确定主要对外交通设施和主要道路交通设施布局；  

  （三）确定各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公益设施的建设规模和选址。  

  （四）确定近期居住用地安排和布局；  

  （五）确定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等的保护措施，城市河湖水系、绿化、环境等保护、

整治和建设措施。  

  （六）确定控制和引导城市近期发展的原则和措施。  

  第三十七条 近期建设规划的成果应当包括规划文本、图纸，以及包括相应说明的附件。在规划文本中应当

明确表达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第三节 城市分区规划  

  第三十八条 编制分区规划，应当综合考虑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布局、片区特征、河流道路等自然和人

工界限，结合城市行政区划，划定分区的范围界限。  

  第三十九条 分区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确定分区的空间布局、功能分区、土地使用性质和居住人口分布。  

  （二）确定绿地系统、河湖水面、供电高压线走廊、对外交通设施用地界线和风景名胜区、文物古迹、历史

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提出空间形态的保护要求。  

  （三）确定市、区、居住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的分布、用地范围和控制原则；  

  （四）确定主要市政公用设施的位置、控制范围和工程干管的线路位置、管径，进行管线综合。  

  （五）确定城市干道的红线位置、断面、控制点座标和标高，确定支路的走向、宽度，确定主要交叉口、广

场、公交站场、交通枢纽等交通设施的位置和规模，确定轨道交通线路走向及控制范围，确定主要停车场规模与布

局。  

  第四十条 分区规划的成果应当包括规划文本、图件，以及包括相应说明的附件。  

第四节 详细规划  

  第四十一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确定规划范围内不同性质用地的界线，确定各类用地内适建，不适建或者有条件地允许建设的建筑类

型。  

  （二）确定各地块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确定公共设施配套要求、交通出入口

方位、停车泊位、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要求。  

  （三）提出各地块的建筑体量、体型、色彩等城市设计指导原则；  

  （四）根据交通需求分析，确定地块出入口位置、停车泊位、公共交通场站用地范围和站点位置、步行交通

以及其它交通设施。规定各级道路的红线、断面、交叉口形式及渠化措施、控制点坐标和标高。  

  （五）根据规划建设容量，确定市政工程管线位置、管径和工程设施的用地界线，进行管线综合。确定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具体要求。  

  （六）制定相应的土地使用与建筑管理规定。  

  第四十二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各地块的主要用途、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容积率、绿地率、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规定应当作为强制性内容。  

  第四十三条 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建设条件分析及综合技术经济论证。  

  （二）建筑、道路和绿地等的空间布局和景观规划设计，布置总平面图。  

  （三）对住宅、医院、学校和托幼等建筑进行日照分析。  

  （四）根据交通影响分析，提出交通组织方案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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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市政工程管线规划设计和管线综合。  

  （六）竖向规划设计。  

  （七）估算工程量、拆迁量和总造价，分析投资效益。  

  第四十四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应当包括规划文本、图件和附件。图件由图纸和图则两部分组成，规划说

明、基础资料和研究报告收入附件。  

  修建性详细规划成果应当包括规划说明书、图纸。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城市规划编制，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六条 对城市规划文本、图纸、说明、基础资料等的具体内容、深度要求和规格等，由国务院建设主

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1991 年 9 月 3 日建设部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同时废

止。 

      

 

3.7.23)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2 号 2002 年 9 月 9 日）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47.html   

http://zfxxgk.beijing.gov.cn/11011514/gz22j/2015-07/22/content_285583.shtml  

http://ghj.hazf.gov.cn/4822224/6546570.html  

http://www.yueyang.gov.cn/lxzfw/24733/24760/24821/24859/36947/content_1115820.html  （2010）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已经 2002 年 9 月 9 日建设部第 6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2 年 11 月 1 日

起施行。  

                              部长 汪光焘  

                              二○○二年九月十三日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并严格实行城市绿线管理制度，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可

持续发展，根据《城市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线，是指城市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  

  本办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  

  第三条 城市绿线的划定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绿线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绿线管理工作。  

  城市人民政府规划、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城市绿线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城市规划、园林绿化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密切合作，组织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应当确定城市绿化目标和布局，规定城市各类绿地的控制

原则，按照规定标准确定绿化用地面积，分层次合理布局公共绿地，确定防护绿地、大型公共绿地等的绿线。  

  第六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提出不同类型用地的界线、规定绿化率控制指标和绿化用地界线的具体坐标。  

  第七条 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明确绿地布局，提出绿化配置的原则或者方案，划定绿

地界线。  

  第八条 城市绿线的审批、调整，按照《城市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的规定进行。  

  第九条 批准的城市绿线要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城市绿地、服从城市绿线管理的义务，有监督城市绿线管理、对违反城市绿线管理

行为进行检举的权利。  

  第十条 城市绿线范围内的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道路绿地、风景

林地等，必须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公园设计规范》等标准，进行绿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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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城市绿线内的用地，不得改作他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以及批准的规划进行开发建

设。  

  有关部门不得违反规定，批准在城市绿线范围内进行建设。  

  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线内用地的，必须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在城市绿线范围内，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应当限期迁出。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

其他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动。  

  近期不进行绿化建设的规划绿地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应当进行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并按照《城市规划法》的

规定，予以严格控制。  

  第十三条 居住区绿化、单位绿化及各类建设项目的配套绿化都要达到《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的

标准。  

  各类建设工程要与其配套的绿化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达不到规定标准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四条 城市人民政府规划、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城市绿线的控制和实施情况进行

检查，并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绿线的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对违法行为，及时纠正。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改变城市绿线内土地用途、占用或者破坏城市绿地的，由城市规划、园林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

他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活动的，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已经划定的城市绿线范围内违反规定审批建设项目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

有关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城镇体系规划所确定的，城市规划区外防护绿地、绿化隔离带等的绿线划定、监督和管理，参照

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二○○二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2010 年修改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1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12 号，在 2002 年 9 月 9 日建设部第 6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0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经 2010 年 12 月 31 日第 68 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常务会议审议，将《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2

号）第一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中的“《城市规划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一条 为建立并严格实行城市绿线管理制度，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线，是指城市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 

本办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 

第三条 城市绿线的划定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绿线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绿线管理工作。 

城市人民政府规划、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城市绿线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城市规划、园林绿化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密切合作，组织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应当确定城市绿化目标和布局，规定城市各类绿地的控制原则，

按照规定标准确定绿化用地面积，分层次合理布局公共绿地，确定防护绿地、大型公共绿地等的绿线。 

第六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提出不同类型用地的界线、规定绿化率控制指标和绿化用地界线的具体坐标。 

第七条 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明确绿地布局，提出绿化配置的原则或者方案，划定绿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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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第八条 城市绿线的审批、调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的规定进行。 

第九条 批准的城市绿线要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城市绿地、服从城市绿线管理的义务，有监督城市绿线管理、对违反城市绿线管理行为

进行检举的权利。 

第十条 城市绿线范围内的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道路绿地、风景林地

等，必须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公园设计规范》等标准，进行绿地建设。 

第十一条 城市绿线内的用地，不得改作他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以及批准的规划进行开发建设。 

有关部门不得违反规定，批准在城市绿线范围内进行建设。 

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线内用地的，必须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在城市绿线范围内，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应当限期迁出。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

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动。 

近期不进行绿化建设的规划绿地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应当进行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的规定，予以严格控制。 

第十三条 居住区绿化、单位绿化及各类建设项目的配套绿化都要达到《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的标

准。 

各类建设工程要与其配套的绿化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达不到规定标准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四条 城市人民政府规划、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城市绿线的控制和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并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绿线的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违法行为，及时纠正。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改变城市绿线内土地用途、占用或者破坏城市绿地的，由城市规划、园林绿化

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

城市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活动的，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已经划定的城市绿线范围内违反规定审批建设项目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有关

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城镇体系规划所确定的，城市规划区外防护绿地、绿化隔离带等的绿线划定、监督和管理，参照本办

法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二○○二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9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已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 68 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姜伟新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经 2010 年 12 月 31 日第 68 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常务会议审议，决定废止、修改下列规章，现予发布，自发布

之日起生效。 

一、废止下列规章 

......... 

二、修改下列规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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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将《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2 号）第一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中的“《城市规划法》”修改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7.24) 《城市黄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4 号 2005 年 11月 8 日）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83.html  

http://jsj.pinghu.gov.cn/ViewInfo.aspx?id=98B1461ECD6DE2CA  

http://www.sjzghj.gov.cn/col/1325063301543/2012/03/22/1332408000571.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05-00080 主题信息：城乡规划发文单位：建设部生成日期：2005 年 12 月 20 日文件名

称：城市黄线管理办法有 效 期：2006 年 03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4 号主 题 词：

城市黄线管理办法   

  《城市黄线管理办法》已于 2005 年 11 月 8 日经建设部第 78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管理，保障城市基础设施的正常、高效运转，保证城市经济、社会健康

发展，根据《城市规划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黄线的划定和规划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城市黄线，是指对城市发展全局有影响的、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必须控制的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的

控制界线。  

  本办法所称城市基础设施包括：  

  （一）城市公共汽车首末站、出租汽车停车场、大型公共停车场；城市轨道交通线、站、场、车辆段、保养

维修基地；城市水运码头；机场；城市交通综合换乘枢纽；城市交通广场等城市公共交通设施。  

  （二）取水工程设施（取水点、取水构筑物及一级泵站）和水处理工程设施等城市供水设施。  

  （三）排水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垃圾转运站、垃圾码头、垃圾堆肥厂、垃圾焚烧厂、卫生填埋场（厂）；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和修造厂；环境质量监测站等城市环境卫生设施。  

  （四）城市气源和燃气储配站等城市供燃气设施。  

  （五）城市热源、区域性热力站、热力线走廊等城市供热设施。  

  （六）城市发电厂、区域变电所（站）、市区变电所（站）、高压线走廊等城市供电设施。  

  （七）邮政局、邮政通信枢纽、邮政支局；电信局、电信支局；卫星接收站、微波站；广播电台、电视台等

城市通信设施。  

  （八）消防指挥调度中心、消防站等城市消防设施。  

  （九）防洪堤墙、排洪沟与截洪沟、防洪闸等城市防洪设施。  

  （十）避震疏散场地、气象预警中心等城市抗震防灾设施。  

  （十一）其他对城市发展全局有影响的城市基础设施。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黄线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黄线的规划管理工作。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城市基础设施用地、服从城市黄线管理的义务，有监督城市黄线管理、对

违反城市黄线管理的行为进行检举的权利。  

  第五条 城市黄线应当在在制定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时划定。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不同规划阶段的规划深度要求，负责

组织划定城市黄线的具体工作。  

  第六条 城市黄线的划定，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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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与同阶段城市规划内容及深度保持一致；  

  （二）控制范围界定清晰；  

  （三）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范。  

  第七条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应当根据规划内容和深度要求，合理布置城市基础设施，确定城市基础设施的

用地位置和范围，划定其用地控制界线。  

  第八条 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据城市总体规划，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基础设施的用地位

置和面积，划定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界线，规定城市黄线范围内的控制指标和要求，并明确城市黄线的地理坐标。  

  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按不同项目具体落实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界线，提出城市基础设

施用地配置原则或者方案，并标明城市黄线的地理坐标和相应的界址地形图。  

  第九条 城市黄线应当作为城市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与城市规划一并报批。城市黄线上报审批前，应当进行

技术经济论证，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  

  第十条 城市黄线经批准后，应当与城市规划一并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予以公布；但法律、法规规定

不得公开的除外。  

  第十一条 城市黄线一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  

  因城市发展和城市功能、布局变化等，需要调整城市黄线的，应当组织专家论证，依法调整城市规划，并相

应调整城市黄线。调整后的城市黄线，应当随调整后的城市规划一并报批。  

  调整后的城市黄线应当在报批前进行公示，但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除外。  

  第十二条 在城市黄线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贯彻安全、高效、经济的方针，处理好近远期关系，根据城市

发展的实际需要，分期有序实施。  

  第十三条 在城市黄线范围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一）违反城市规划要求，进行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建设；  

  （二）违反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建设；  

  （三）未经批准，改装、迁移或拆毁原有城市基础设施；  

  （四）其他损坏城市基础设施或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和正常运转的行为。  

  第十四条 在城市黄线内进行建设，应当符合经批准的城市规划。  

  在城市黄线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应当依法向建设主管部

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城市规划许可，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  

  迁移、拆除城市黄线内城市基础设施的，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五条 因建设或其他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黄线内土地的，应当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城市黄线管理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城市规划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一）未经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在城市黄线范围内进行建设活

动的；  

  （二）擅自改变城市黄线内土地用途的；  

  （三）未按规划许可的要求进行建设的。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批准在城市黄线范

围内进行建设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3.7.25)《 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5 号 2005 年 12月 20 日）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84.html  

http://zjt.hainan.gov.cn/info/1342/34738.htm  

索 引 号：000013338/2005-00003 主题信息：城乡规划发文单位：建设部生成日期：2005 年 12 月 20 日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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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城市蓝线管理办法有 效 期：2006 年 03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5 号主 题 词：

城市蓝线管理办法   

  《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已于 2005 年 11 月 28 日经建设部第 80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6 年

3 月 1 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城市水系的保护与管理，保障城市供水、防洪防涝和通航安全，改善城市人居生态环

境，提升城市功能，促进城市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蓝线，是指城市规划确定的江、河、湖、库、渠和湿地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

的地域界线。  

  城市蓝线的划定和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蓝线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蓝线管理工作。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服从城市蓝线管理的义务，有监督城市蓝线管理、对违反城市蓝线管理行为

进行检举的权利。  

  第五条 编制各类城市规划，应当划定城市蓝线。  

  城市蓝线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各类城市规划时划定。  

  城市蓝线应当与城市规划一并报批。  

  第六条 划定城市蓝线，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统筹考虑城市水系的整体性、协调性、安全性和功能性，改善城市生态和人居环境，保障城市水系安

全；  

  （二）与同阶段城市规划的深度保持一致；   

  （三）控制范围界定清晰；  

  （四）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  

  第七条 在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应当确定城市规划区范围内需要保护和控制的主要地表水体，划定城市蓝

线，并明确城市蓝线保护和控制的要求。  

  第八条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应当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划定的城市蓝线，规定城市蓝线范围内的保护要

求和控制指标，并附有明确的城市蓝线坐标和相应的界址地形图。  

  第九条 城市蓝线一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  

  因城市发展和城市布局结构变化等原因，确实需要调整城市蓝线的，应当依法调整城市规划，并相应调整城

市蓝线。调整后的城市蓝线，应当随调整后的城市规划一并报批。  

  调整后的城市蓝线应当在报批前进行公示，但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除外。  

  第十条 在城市蓝线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一）违反城市蓝线保护和控制要求的建设活动；  

  （二）擅自填埋、占用城市蓝线内水域；  

  （三）影响水系安全的爆破、采石、取土；  

  （四）擅自建设各类排污设施；  

  （五）其它对城市水系保护构成破坏的活动。  

  第十一条 在城市蓝线内进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经批准的城市规划。  

  在城市蓝线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应当依法向建设主管部

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城市规划许可，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二条 需要临时占用城市蓝线内的用地或水域的，应当报经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同意，并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临时占用后，应当限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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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城市蓝线管理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城市蓝线范围内进行各类建设活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批准在城市蓝线范

围内进行建设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3.7.26）《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50 号 2007 年 8 月 26 日） 

http://www.gov.cn/test/2005-06/30/content_11351.htm  （2003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379 号 2003 年 6 

月 8 日）  

http://www.gov.cn/flfg/2007-08/31/content_733267.htm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7-08/31/content_8776876.htm  

http://xxgk.ganzhou.gov.cn/c100475p/2018-04/10/content_a8d81ef142104d8b845e159563081baf.shtml  （2018 版） 

 

《物业管理条例》（2018 年修正本） 

（2003 年 6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79 号公布 根据 2007 年 8 月 26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物业管

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

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

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

动。 

第三条  国家提倡业主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选择物业服务企业。 

第四条  国家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方法，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物业管理和服务水平。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业主及业主大会 

第六条  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业主。 

  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接受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服务； 

  （二）提议召开业主大会会议，并就物业管理的有关事项提出建议； 

  （三）提出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建议； 

  （四）参加业主大会会议，行使投票权； 

  （五）选举业主委员会成员，并享有被选举权； 

  （六）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 

  （七）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八）对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九）监督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http://www.gov.cn/flfg/2007-08/31/content_733267.htm
http://www.gov.cn/test/2005-06/30/content_11351.htm
http://www.gov.cn/flfg/2007-08/31/content_733267.htm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7-08/31/content_8776876.htm
http://xxgk.ganzhou.gov.cn/c100475p/2018-04/10/content_a8d81ef142104d8b845e159563081baf.shtml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237 / 3277 页 

 

第七条  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二）遵守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

制度； 

  （三）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和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 

  （五）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用；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八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 

  业主大会应当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一个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一个业主大会。 

  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应当考虑物业的共用设施设备、建筑物规模、社区建设等因素。具体办法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制定。 

第十条 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应当在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但是，只有一个业主的，或者业主人数较少且经

全体业主一致同意，决定不成立业主大会的，由业主共同履行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职责。 

第十一条  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 

  （一）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二）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 

  （三）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 

  （四）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 

  （五）筹集和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六）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七）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二条  业主大会会议可以采用集体讨论的形式，也可以采用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但是，应当有物业管理区

域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参加。 

  业主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业主大会会议。 

  业主大会决定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五）项和第（六）项规定的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2/3 以

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3 以上的业主同意；决定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其他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

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约束力。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第十三条  业主大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业主大会定期会议应当按照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召开。经 20%以上的业主提议，业主委员会应当组织

召开业主大会临时会议。 

第十四条  召开业主大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 15 日以前通知全体业主。 

  住宅小区的业主大会会议，应当同时告知相关的居民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应当做好业主大会会议记录。 

第十五条  业主委员会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事项，履行下列职责： 

  （一）召集业主大会会议，报告物业管理的实施情况； 

  （二）代表业主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三）及时了解业主、物业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监督和协助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四）监督管理规约的实施； 

  （五）业主大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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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 30 日内，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和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业主委员会委员应当由热心公益事业、责任心强、具有一定组织能力的业主担任。 

  业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在业主委员会成员中推选产生。 

第十七条  管理规约应当对有关物业的使用、维护、管理，业主的共同利益，业主应当履行的义务，违反管理规

约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事项依法作出约定。 

  管理规约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管理规约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 

第十八条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应当就业主大会的议事方式、表决程序、业主委员会的组成和成员任期等事项作

出约定。 

第十九条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不得作出与物业管理无关的决定，不得从事与物业管理无

关的活动。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法规的，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定，并通告全体业主。 

第二十条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配合公安机关，与居民委员会相互协作，共同做好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

社会治安等相关工作。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相关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责，支持居民

委员会开展工作，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 

住宅小区的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应当告知相关的居民委员会，并认真听取居民委员会的建议。 

第三章 前期物业管理 

第二十一条  在业主、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之前，建设单位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应当签订书面的前期物

业服务合同。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销售物业之前，制定临时管理规约，对有关物业的使用、维护、管理，业主的共同

利益，业主应当履行的义务，违反临时管理规约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事项依法作出约定。 

  建设单位制定的临时管理规约，不得侵害物业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物业销售前将临时管理规约向物业买受人明示，并予以说明。 

  物业买受人在与建设单位签订物业买卖合同时，应当对遵守临时管理规约予以书面承诺。 

第二十四条  国家提倡建设单位按照房地产开发与物业管理相分离的原则，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

业。 

  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投标人少于 3 个或者住宅规模较小的，

经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第二十五条  建设单位与物业买受人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当包含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内容。 

第二十六条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可以约定期限；但是，期限未满、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

同生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 

第二十七条  业主依法享有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建设单位不得擅自处分。 

第二十八条  物业服务企业承接物业时，应当对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查验。 

第二十九条  在办理物业承接验收手续时，建设单位应当向物业服务企业移交下列资料： 

  （一）竣工总平面图，单体建筑、结构、设备竣工图，配套设施、地下管网工程竣工图等竣工验收资料； 

  （二）设施设备的安装、使用和维护保养等技术资料； 

  （三）物业质量保修文件和物业使用说明文件； 

  （四）物业管理所必需的其他资料。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将上述资料移交给业主委员会。 

第三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 

第三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保修期限和保修范围，承担物业的保修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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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物业管理服务 

第三十二条  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加强行业诚信管理。 

第三十三条  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由一个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物业管理。 

第三十四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 

  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业管理事项、服务质量、服务费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

物业管理用房、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 

第三十五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 

  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物业服务企业承接物业时，应当与业主委员会办理物业验收手续。 

  业主委员会应当向物业服务企业移交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料。 

第三十七条  物业管理用房的所有权依法属于业主。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改变物业管理用房

的用途。 

第三十八条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物业管理用房和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料

交还给业主委员会。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服务企业的，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应当做好交接工作。 

第三十九条  物业服务企业可以将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专项服务业务委托给专业性服务企业，但不得将该区域内

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 

第四十条  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区别不同物业的性质和特点，

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物业服务收费办法，在物业服

务合同中约定。 

第四十一条  业主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业主与物业使用人约定由物业使用人交纳

物业服务费用的，从其约定，业主负连带交纳责任。 

  已竣工但尚未出售或者尚未交给物业买受人的物业，物业服务费用由建设单位交纳。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物业服务收费的监督。 

第四十三条  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根据业主的委托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外的服务项目，服务报酬由双方约定。 

第四十四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有关费用。 

  物业服务企业接受委托代收前款费用的，不得向业主收取手续费等额外费用。 

第四十五条  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物业

服务企业应当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物业服务企业的报告后，应当依法对违法行为予以制止或者依法处理。 

第四十六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发生安全事故时，物业服务企业在

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应当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协助做好救助工作。 

  物业服务企业雇请保安人员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保安人员在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秩序时，应

当履行职责，不得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七条  物业使用人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权利义务由业主和物业使用人约定，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管

理规约的有关规定。 

  物业使用人违反本条例和管理规约的规定，有关业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使用人和物业

服务企业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投诉。 

第五章 物业的使用与维护 

第四十九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不得改变用途。 

  业主依法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应当在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后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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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应当提请业主大会讨论决定同意后，由业主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第五十条  业主、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道路、场地，损害业主的共同利益。 

  因维修物业或者公共利益，业主确需临时占用、挖掘道路、场地的，应当征得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的

同意；物业服务企业确需临时占用、挖掘道路、场地的，应当征得业主委员会的同意。 

  业主、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临时占用、挖掘的道路、场地，在约定期限内恢复原状。 

第五十一条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依法承担物业管理区域内相关管线和设施

设备维修、养护的责任。 

  前款规定的单位因维修、养护等需要，临时占用、挖掘道路、场地的，应当及时恢复原状。 

第五十二条  业主需要装饰装修房屋的，应当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企业。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房屋装饰装修中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业主。 

第五十三条  住宅物业、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物业或者与单幢住宅楼结构相连的非住宅物业的业主，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 

  专项维修资金属于业主所有，专项用于物业保修期满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

不得挪作他用。 

  专项维修资金收取、使用、管理的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第五十四条  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业主大会、物业服务企业的

同意后，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业主所得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第五十五条  物业存在安全隐患，危及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时，责任人应当及时维修养护，有关业主应当给

予配合。 

  责任人不履行维修养护义务的，经业主大会同意，可以由物业服务企业维修养护，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未经批准，

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擅自处分属于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

用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业主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通报，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委托合同价款 3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委托所得收

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给业主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挪用专项维修资金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追回挪用

的专项维修资金，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挪用数额 2 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不按照规定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收益的，所

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警告，并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款；所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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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修、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一）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 

  （二）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 

  （三）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个人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5 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四条  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业主逾期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业主委员会应当督促其限期交纳；逾期

仍不交纳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十五条  业主以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名义，从事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

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0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物业管理条例》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504 号 

  现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 

《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决定对《物业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应当在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

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但是，只有一个业主

的，或者业主人数较少且经全体业主一致同意，决定不成立业主大会的，由业主共同履行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职

责。” 

  删除第十条第二款。 

  二、将第十一条修改为：“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 

  “（一）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二）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 

  “（三）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 

  “（四）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 

  “（五）筹集和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六）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七）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 

  三、将第十二条修改为：“业主大会会议可以采用集体讨论的形式，也可以采用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但是，

应当有物业管理区域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参加。 

  “业主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业主大会会议。 

  “业主大会决定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五）项和第（六）项规定的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2/3

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3 以上的业主同意；决定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其他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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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约束力。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四、将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法规的，物业所在地的区、

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定，并通告全体业

主。”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有关规定，将“物业管理企业”修改为“物业服务企业”，将“业

主公约”修改为“管理规约”，将“业主临时公约”修改为“临时管理规约”，并对个别条文的文字作了修改。 

  本决定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物业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订，重新公布。 

  

物业管理条例 

  （2003 年 6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79 号公布 根据 2007 年 8 月 26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物

业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

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

活动。 

  第三条 国家提倡业主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选择物业服务企业。 

  第四条 国家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方法，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物业管理和服务水平。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业主及业主大会 

  第六条 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业主。 

  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接受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服务； 

  （二）提议召开业主大会会议，并就物业管理的有关事项提出建议； 

  （三）提出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建议； 

  （四）参加业主大会会议，行使投票权； 

  （五）选举业主委员会成员，并享有被选举权； 

  （六）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 

  （七）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八）对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九）监督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七条 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二）遵守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

制度； 

  （三）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和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 

  （五）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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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八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 

  业主大会应当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一个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一个业主大会。 

  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应当考虑物业的共用设施设备、建筑物规模、社区建设等因素。具体办法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制定。 

  第十条 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应当在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

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但是，只有一个业主的，或者业主人数较

少且经全体业主一致同意，决定不成立业主大会的，由业主共同履行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职责。 

  第十一条 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 

  （一）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二）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 

  （三）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 

  （四）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 

  （五）筹集和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六）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七）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二条 业主大会会议可以采用集体讨论的形式，也可以采用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但是，应当有物业管

理区域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参加。 

  业主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业主大会会议。 

  业主大会决定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五）项和第（六）项规定的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2/3 以

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3 以上的业主同意；决定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其他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

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约束力。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第十三条 业主大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业主大会定期会议应当按照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召开。经 20%以上的业主提议，业主委员会应当组织

召开业主大会临时会议。 

  第十四条 召开业主大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 15 日以前通知全体业主。 

  住宅小区的业主大会会议，应当同时告知相关的居民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应当做好业主大会会议记录。 

  第十五条 业主委员会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事项，履行下列职责： 

  （一）召集业主大会会议，报告物业管理的实施情况； 

  （二）代表业主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三）及时了解业主、物业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监督和协助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四）监督管理规约的实施； 

  （五）业主大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六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 30 日内，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业主委员会委员应当由热心公益事业、责任心强、具有一定组织能力的业主担任。 

  业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在业主委员会成员中推选产生。 

  第十七条 管理规约应当对有关物业的使用、维护、管理，业主的共同利益，业主应当履行的义务，违反管

理规约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事项依法作出约定。 

  管理规约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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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规约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 

  第十八条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应当就业主大会的议事方式、表决程序、业主委员会的组成和成员任期等事

项作出约定。 

  第十九条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不得作出与物业管理无关的决定，不得从事与物业管

理无关的活动。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法规的，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定，并通告全体业主。 

  第二十条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配合公安机关，与居民委员会相互协作，共同做好维护物业管理区域

内的社会治安等相关工作。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相关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责，支持居民

委员会开展工作，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 

  住宅小区的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应当告知相关的居民委员会，并认真听取居民委员会的建

议。 

第三章 前期物业管理 

  第二十一条 在业主、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之前，建设单位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应当签订书面的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销售物业之前，制定临时管理规约，对有关物业的使用、维护、管理，业主的

共同利益，业主应当履行的义务，违反临时管理规约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事项依法作出约定。 

  建设单位制定的临时管理规约，不得侵害物业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物业销售前将临时管理规约向物业买受人明示，并予以说明。 

  物业买受人在与建设单位签订物业买卖合同时，应当对遵守临时管理规约予以书面承诺。 

  第二十四条 国家提倡建设单位按照房地产开发与物业管理相分离的原则，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

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 

  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投标人少于 3 个或者住

宅规模较小的，经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

业服务企业。 

  第二十五条 建设单位与物业买受人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当包含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内容。 

  第二十六条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可以约定期限；但是，期限未满、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

务合同生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 

  第二十七条 业主依法享有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建设单位不得擅自处分。 

  第二十八条 物业服务企业承接物业时，应当对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查验。 

  第二十九条 在办理物业承接验收手续时，建设单位应当向物业服务企业移交下列资料： 

  （一）竣工总平面图，单体建筑、结构、设备竣工图，配套设施、地下管网工程竣工图等竣工验收资料； 

  （二）设施设备的安装、使用和维护保养等技术资料； 

  （三）物业质量保修文件和物业使用说明文件； 

  （四）物业管理所必需的其他资料。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将上述资料移交给业主委员会。 

  第三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 

  第三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保修期限和保修范围，承担物业的保修责任。 

第四章 物业管理服务 

  第三十二条 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国家对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三条 从事物业管理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第三十四条 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由一个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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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 

  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业管理事项、服务质量、服务费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

物业管理用房、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 

  第三十六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 

  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物业服务企业承接物业时，应当与业主委员会办理物业验收手续。 

  业主委员会应当向物业服务企业移交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料。 

  第三十八条 物业管理用房的所有权依法属于业主。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改变物业管理

用房的用途。 

  第三十九条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物业管理用房和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

资料交还给业主委员会。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服务企业的，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应当做好交接工作。 

  第四十条 物业服务企业可以将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专项服务业务委托给专业性服务企业，但不得将该区域

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 

  第四十一条 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区别不同物业的性质

和特点，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物业服务收费办法，

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 

  第四十二条 业主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业主与物业使用人约定由物业使用人

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从其约定，业主负连带交纳责任。 

  已竣工但尚未出售或者尚未交给物业买受人的物业，物业服务费用由建设单位交纳。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物业服务收费的

监督。 

  第四十四条 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根据业主的委托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外的服务项目，服务报酬由双方

约定。 

  第四十五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有关

费用。 

  物业服务企业接受委托代收前款费用的，不得向业主收取手续费等额外费用。 

  第四十六条 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物业服务企业的报告后，应当依法对违法行为予以制止或者依法处理。 

  第四十七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发生安全事故时，物业服务企

业在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应当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协助做好救助工作。 

  物业服务企业雇请保安人员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保安人员在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秩序时，应

当履行职责，不得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八条 物业使用人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权利义务由业主和物业使用人约定，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

和管理规约的有关规定。 

  物业使用人违反本条例和管理规约的规定，有关业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使用人和

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投诉。 

第五章 物业的使用与维护 

  第五十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不得改变用途。 

  业主依法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应当在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后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

企业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应当提请业主大会讨论决定同意后，由业主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246 / 3277 页 

 

  第五十一条 业主、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道路、场地，损害业主的共同利

益。 

  因维修物业或者公共利益，业主确需临时占用、挖掘道路、场地的，应当征得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的

同意；物业服务企业确需临时占用、挖掘道路、场地的，应当征得业主委员会的同意。 

  业主、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临时占用、挖掘的道路、场地，在约定期限内恢复原状。 

  第五十二条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依法承担物业管理区域内相关管线和

设施设备维修、养护的责任。 

  前款规定的单位因维修、养护等需要，临时占用、挖掘道路、场地的，应当及时恢复原状。 

  第五十三条 业主需要装饰装修房屋的，应当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企业。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房屋装饰装修中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业主。 

  第五十四条 住宅物业、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物业或者与单幢住宅楼结构相连的非住宅物业的业主，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 

  专项维修资金属于业主所有，专项用于物业保修期满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

不得挪作他用。 

  专项维修资金收取、使用、管理的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第五十五条 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业主大会、物业服务企

业的同意后，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业主所得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

用。 

  第五十六条 物业存在安全隐患，危及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时，责任人应当及时维修养护，有关业主应

当给予配合。 

  责任人不履行维修养护义务的，经业主大会同意，可以由物业服务企业维修养护，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未经批

准，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擅自处分属于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

者使用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业主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通报，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得资质证书从事物业管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业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罚，并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聘用未取得物业管理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物业管理活

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业主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委托合同价款 3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吊销资质证书。委托所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

修、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给业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挪用专项维修资金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追

回挪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挪用数额 2 倍以下的罚款；物业服务企业挪用专项维修

资金，情节严重的，并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吊销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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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不按照规定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收益的，

所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款；所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

设备的维修、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一）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 

  （二）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 

  （三）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个人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5 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七条 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业主逾期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业主委员会应当督促其限期交纳；

逾期仍不交纳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十八条 业主以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名义，从事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条 本条例自 200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物业管理条例》 （2003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379 号 2003 年 6 月 8 日） 

 http://www.gov.cn/test/2005-06/30/content_11351.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合法权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

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 

    第三条 国家提倡业主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选择物业管理企业。 

    第四条 国家鼓励物业管理采用新技术、新方法，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业主及业主大会 

    第六条 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业主。 

    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接受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的服务； 

    （二）提议召开业主大会会议，并就物业管理的有关事项提出建议； 

    （三）提出制定和修改业主公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建议； 

    （四）参加业主大会会议，行使投票权； 

    （五）选举业主委员会委员，并享有被选举权； 

    （六）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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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监督物业管理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八）对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九）监督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七条 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业主公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二）遵守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

度； 

    （三）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和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 

    （五）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用；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八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 

    业主大会应当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一个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一个业主大会。 

    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应当考虑物业的共用设施设备、建筑物规模、社区建设等因素。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制定。 

    第十条 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应当在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成

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但是，只有一个业主的，或者业主人数较少且经全体业主一致同意，决定不成

立业主大会的，由业主共同履行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职责。 

    业主在首次业主大会会议上的投票权，根据业主拥有物业的建筑面积、住宅套数等因素确定。具体办法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第十一条 业主大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修改业主公约和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二）选举、更换业主委员会委员，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 

    （三）选聘、解聘物业管理企业； 

    （四）决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续筹方案，并监督实施； 

    （五）制定、修改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

规章制度； 

    （六）法律、法规或者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其他有关物业管理的职责。 

    第十二条 业主大会会议可以采用集体讨论的形式，也可以采用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但应当有物业管理区域

内持有 1/2 以上投票权的业主参加。 

    业主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业主大会会议。 

    业主大会作出决定，必须经与会业主所持投票权 1/2 以上通过。业主大会作出制定和修改业主公约、业主大会

议事规则，选聘和解聘物业管理企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和续筹方案的决定，必须经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所持投

票权 2/3 以上通过。 

    业主大会的决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 

    第十三条 业主大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业主大会定期会议应当按照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召开。经 20%以上的业主提议，业主委员会应当组织召

开业主大会临时会议。 

    第十四条 召开业主大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 15 日以前通知全体业主。 

    住宅小区的业主大会会议，应当同时告知相关的居民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应当做好业主大会会议记录。 

    第十五条 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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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集业主大会会议，报告物业管理的实施情况； 

    （二）代表业主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三）及时了解业主、物业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监督和协助物业管理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四）监督业主公约的实施； 

    （五）业主大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六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 30 日内，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 

    业主委员会委员应当由热心公益事业、责任心强、具有一定组织能力的业主担任。 

    业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在业主委员会委员中推选产生。 

    第十七条 业主公约应当对有关物业的使用、维护、管理，业主的共同利益，业主应当履行的义务，违反公约

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事项依法作出约定。 

    业主公约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 

    第十八条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应当就业主大会的议事方式、表决程序、业主投票权确定办法、业主委员会的组

成和委员任期等事项作出约定。 

    第十九条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不得作出与物业管理无关的决定，不得从事与物业管理

无关的活动。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法规的，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定，并通告全体业主。 

    第二十条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配合公安机关，与居民委员会相互协作，共同做好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

的社会治安等相关工作。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相关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责，支持居民委

员会开展工作，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 

    住宅小区的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应当告知相关的居民委员会，并认真听取居民委员会的建议。 

第三章 前期物业管理 

    第二十一条 在业主、业主大会选聘物业管理企业之前，建设单位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的，应当签订书面的前期

物业服务合同。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销售物业之前，制定业主临时公约，对有关物业的使用、维护、管理，业主的共

同利益，业主应当履行的义务，违反公约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事项依法作出约定。 

    建设单位制定的业主临时公约，不得侵害物业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物业销售前将业主临时公约向物业买受人明示，并予以说明。 

    物业买受人在与建设单位签订物业买卖合同时，应当对遵守业主临时公约予以书面承诺。 

    第二十四条 国家提倡建设单位按照房地产开发与物业管理相分离的原则，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

质的物业管理企业。 

    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投标人少于 3 个或者住宅

规模较小的，经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

管理企业。 

    第二十五条 建设单位与物业买受人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当包含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内容。 

    第二十六条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可以约定期限；但是，期限未满、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

合同生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 

    第二十七条 业主依法享有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建设单位不得擅自处分。 

    第二十八条 物业管理企业承接物业时，应当对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查验。 

    第二十九条 在办理物业承接验收手续时，建设单位应当向物业管理企业移交下列资料： 

    （一）竣工总平面图，单体建筑、结构、设备竣工图，配套设施、地下管网工程竣工图等竣工验收资料； 

    （二）设施设备的安装、使用和维护保养等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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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物业质量保修文件和物业使用说明文件； 

    （四）物业管理所必需的其他资料。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将上述资料移交给业主委员会。 

    第三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 

    第三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保修期限和保修范围，承担物业的保修责任。 

第四章 物业管理服务 

    第三十二条 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国家对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三条 从事物业管理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第三十四条 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由一个物业管理企业实施物业管理。 

    第三十五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 

    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业管理事项、服务质量、服务费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物

业管理用房、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 

    第三十六条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 

    物业管理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第三十七条 物业管理企业承接物业时，应当与业主委员会办理物业验收手续。 

    业主委员会应当向物业管理企业移交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料。 

    第三十八条 物业管理用房的所有权依法属于业主。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管理企业不得改变物业管理用房

的用途。 

    第三十九条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将物业管理用房和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料

交还给业主委员会。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企业的，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应当做好交接工作。 

    第四十条 物业管理企业可以将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专项服务业务委托给专业性服务企业，但不得将该区域内的

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 

    第四十一条 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区别不同物业的性质和特

点，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物业服务收费办法，在物

业服务合同中约定。 

    第四十二条 业主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业主与物业使用人约定由物业使用人交纳

物业服务费用的，从其约定，业主负连带交纳责任。 

    已竣工但尚未出售或者尚未交给物业买受人的物业，物业服务费用由建设单位交纳。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物业服务收费的监督。 

    第四十四条 物业管理企业可以根据业主的委托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外的服务项目，服务报酬由双方约定。 

    第四十五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有关费

用。 

    物业管理企业接受委托代收前款费用的，不得向业主收取手续费等额外费用。 

    第四十六条 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物

业管理企业应当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物业管理企业的报告后，应当依法对违法行为予以制止或者依法处理。 

    第四十七条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发生安全事故时，物业管理企业在

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应当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协助做好救助工作。 

    物业管理企业雇请保安人员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保安人员在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秩序时，应当

履行职责，不得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八条 物业使用人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权利义务由业主和物业使用人约定，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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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公约的有关规定。 

    物业使用人违反本条例和业主公约的规定，有关业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使用人和物业

管理企业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投诉。 

第五章 物业的使用与维护 

    第五十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不得改变用途。 

    业主依法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应当在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后告知物业管理企业；物业管理企

业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应当提请业主大会讨论决定同意后，由业主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第五十一条 业主、物业管理企业不得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道路、场地，损害业主的共同利益。 

    因维修物业或者公共利益，业主确需临时占用、挖掘道路、场地的，应当征得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同

意；物业管理企业确需临时占用、挖掘道路、场地的，应当征得业主委员会的同意。 

    业主、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将临时占用、挖掘的道路、场地，在约定期限内恢复原状。 

    第五十二条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依法承担物业管理区域内相关管线和设

施设备维修、养护的责任。 

    前款规定的单位因维修、养护等需要，临时占用、挖掘道路、场地的，应当及时恢复原状。 

    第五十三条 业主需要装饰装修房屋的，应当事先告知物业管理企业。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将房屋装饰装修中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业主。 

    第五十四条 住宅物业、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物业或者与单幢住宅楼结构相连的非住宅物业的业主，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 

    专项维修资金属业主所有，专项用于物业保修期满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不得

挪作他用。 

    专项维修资金收取、使用、管理的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第五十五条 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业主大会、物业管理企业

的同意后，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业主所得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

用。 

    第五十六条 物业存在安全隐患，危及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时，责任人应当及时维修养护，有关业主应当

给予配合。 

    责任人不履行维修养护义务的，经业主大会同意，可以由物业管理企业维修养护，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或者未经批准，

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擅自处分属于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

用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业主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物业管理企业予以通报，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得资质证书从事物业管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业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罚，并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物业管理企业聘用未取得物业管理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业主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物业管理企业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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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委托合同价款 3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吊销资质证书。委托所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

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给业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挪用专项维修资金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追回挪

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挪用数额 2 倍以下的罚款；物业管理企业挪用专项维修资

金，情节严重的，并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吊销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不按照规定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管理企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收益的，

所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警告，并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款；所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的维修、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一）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 

    （二）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 

    （三）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个人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七条 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业主逾期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业主委员会应当督促其限期交纳；逾

期仍不交纳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十八条 业主以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名义，从事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

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条 本条例自 200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3.7.27）《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88 号 2001 年 4 月 4 日） 

http://www.yzx.gov.cn/5/146/304/329/85121.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88  号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已于 2001 年 3 月 14 日经建设部第 38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二○○一年四月四日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保障商品房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商品房销售及商品房销售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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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商品房销售包括商品房现售和商品房预售。 

本办法所称商品房现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竣工验收合格的商品房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房价款

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定金

或者房价款的行为。 

第四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自行销售商品房，也可以委托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销售商品房。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商品房的销售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商品房的销售管理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商品房的销售管理工作。 

第二章  销售条件 

第六条  商品房预售实行预售许可制度。 

商品房预售条件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办理程序，按照《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和《城市商品房预售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商品房现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现售商品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具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二)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使用土地的批准文件； 

(三)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四)已通过竣工验收； 

(五)拆迁安置已经落实； 

(六)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等配套基础设施具备交付使用条件，其他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具备交付

使用条件或者已确定施工进度和交付日期； 

(七)物业管理方案已经落实。 

第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商品房现售前将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符合商品房现售条件的有关证明文件报

送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设有抵押权的商品房，其抵押权的处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城市房地

产抵押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在未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将作为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行销售给他人。 

第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的方式销售商品房。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 

第十二条  商品住宅按套销售，不得分割拆零销售。 

第十三条  商品房销售时，房地产开发企业选聘了物业管理企业的，买受人应当在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与房地

产开发企业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订立有关物业管理的协议。 

第三章  广告与合同 

第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发布商品房销售宣传广告，应当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房地产广告发布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广告内容必须真实、合法、科学、准确。 

第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发布的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所明示的事项，当事人应当

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 

第十六条  商品房销售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买受人应当订立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 

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以下主要内容： 

(一)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商品房基本状况； 

(三)商品房的销售方式； 

(四)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254 / 3277 页 

 

(五)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 

(六)装饰、设备标准承诺； 

(七)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道路、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 

(八)公共配套建筑的产权归属； 

(九)面积差异的处理方式； 

(十)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 

(十一)解决争议的方法； 

(十二)违约责任； 

(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七条  商品房销售价格由当事人协商议定，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  商品房销售可以按套(单元)计价，也可以按套内建筑面积或者建筑面积计价。 

商品房建筑面积由套内建筑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成，套内建筑面积部分为独立产权，分摊的共有建筑

面积部分为共有产权，买受人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享有权利，承担责任。 

按套(单元)计价或者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应当注明建筑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 

第十九条  按套(单元)计价的现售房屋，当事人对现售房屋实地勘察后可以在合同中直接约定总价款。 

按套(单元)计价的预售房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合同中附所售房屋的平面图。平面图应当标明详细尺寸，并

约定误差范围。房屋交付时，套型与设计图纸一致，相关尺寸也在约定的误差范围内，维持总价款不变；套型与设计

图纸不一致或者相关尺寸超出约定的误差范围，合同中未约定处理方式的，买受人可以退房或者与房地产开发企业

重新约定总价款。买受人退房的，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十条  按套内建筑面积或者建筑面积计价的，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载明合同约定面积与产权登记面积发生误

差的处理方式。 

合同未作约定的，按以下原则处理： 

(一)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 3%以内(含 3%)的，据实结算房价款； 

(二)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 3%时，买受人有权退房。买受人退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买受人提出退房之

日起 30 日内将买受人已付房价款退还给买受人，同时支付已付房价款利息。买受人不退房的，产权登记面积大于合

同约定面积时，面积误差比在 3%以内(含 3%)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补足；超出 3%部分的房价款由房地产开发企业

承担，产权归买受人。产权登记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时，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 3%以内(含 3%)部分的房价款由房地

产开发企业返还买受人；绝对值超出 3%部分的房价款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双倍返还买受人。 

因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规划设计变更造成面积差异，当事人不解除合同的，应当签署补充协议。 

第二十一条  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套内建筑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并约定建筑面

积不变而套内建筑面积发生误差以及建筑面积与套内建筑面积均发生误差时的处理方式。 

第二十二条  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销售商品房，不得向买受人收取任何预订款性质费

用。 

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的，订立商

品房买卖合同时，所收费用应当抵作房价款；当事人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买受人返还

所收费用；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二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向买受人明示《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和《商品房

买卖合同示范文本》；预售商品房的，还必须明示《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第二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批准的规划、设计建设商品房。商品房销售后，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擅自

变更规划、设计。 

经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变更、设计单位同意的设计变更导致商品房的结构型式、户型、空间尺寸、朝向变化，以

及出现合同当事人约定的其他影响商品房质量或者使用功能情形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变更确立之日起 10 日内，

书面通知买受人。 

买受人有权在通知到达之日起 15 日内做出是否退房的书面答复。买受人在通知到达之日起 15 日内未作书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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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视同接受规划、设计变更以及由此引起的房价款的变更。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在规定时限内通知买受人的，买受

人有权退房；买受人退房的，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违约责任。 

第四章  销售代理 

第二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中介服务机构销售商品房的，受托机构应当是依法设立并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与受托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订立书面委托合同，委托合同应当载明委托期限、委托权限以

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权利、义务。 

第二十六条  受托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销售商品房时，应当向买受人出示商品房的有关证明文件和商品房销售委

托书。 

第二十七条  受托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销售商品房时，应当如实向买受人介绍所代理销售商品房的有关情况。 

受托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不得代理销售不符合销售条件的商品房。 

第二十八条  受托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在代理销售商品房时不得收取佣金以外的其他费用。 

第二十九条  商品房销售人员应当经过专业培训，方可从事商品房销售业务。 

第五章  交    付 

第三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将符合交付使用条件的商品房按期交付给买受人。未能按期交付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因不可抗力或者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其他原因，需延期交付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及时告知买受人。 

第三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时设置样板房的，应当说明实际交付的商品房质量、设备及装修与样板

房是否一致，未作说明的，实际交付的商品房应当与样板房一致。 

第三十二条  销售商品住宅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根据《商品住宅实行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的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向买受人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 

第三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对所售商品房承担质量保修责任。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就保修范围、保修期限、

保修责任等内容做出约定。保修期从交付之日起计算。 

商品住宅的保修期限不得低于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向建设单位出具的质量保修书约定保修期的存续期；存续期少

于《规定》中确定的最低保修期限的，保修期不得低于《规定》中确定的最低保修期限。 

非住宅商品房的保修期限不得低于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向建设单位出具的质量保修书约定保修期的存续期。 

在保修期限内发生的属于保修范围的质量问题，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因不可抗力或者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坏，房地产开发企业不承担责任。 

第三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前按项目委托具有房产测绘资格的单位实施测绘，测绘成果

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用于房屋权属登记。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 60 日内，将需要由其提供的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的资料报送房屋所

在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协助商品房买受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 

第三十五条  商品房交付使用后，买受人认为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委托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重新核验。经核验，确属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买受人有权退房；给买受人造成损失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销售商品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城市房地产开

发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七条  未取得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擅自销售商品房的，责令停止销售活动，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擅自预售商品房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收取预付款的，可

以并处已收取的预付款 1%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在未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将作为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行销售给他人的，处以警告，责令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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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并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未组织竣工验收、验收不合格或者对不合格按合格验收的商品房擅自交付使用的，

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定将测绘成果或者需要由其提供的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的资料报送房地产行

政主管部门的，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品房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1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的现售条件现售商品房的； 

(二)未按照规定在商品房现售前将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符合商品房现售条件的有关证明文件报送房地产开发

主管部门备案的； 

(三)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商品房的； 

(四)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的； 

(五)分割拆零销售商品住宅的； 

(六)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的； 

(七)未按照规定向买受人明示《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的； 

(八)委托没有资格的机构代理销售商品房的。 

第四十三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代理销售不符合销售条件的商品房的,处以警告，责令停止销售，并可处以 2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商品房销售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返本销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定期向买受人返还购房款的方式销售商品房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售后包租，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在一定期限内承租或者代为出租买受人所购该企业商品房的方式

销售商品房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分割拆零销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将成套的商品住宅分割为数部分分别出售给买受人的方式销

售商品住宅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产权登记面积，是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登记的房屋面积。 

第四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3.7.28）《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77 号 2001 年 8 月 15 日） 

http://www.bjchy.gov.cn/affair/zfyj/law/37739.htm  

http://www.shaanxijs.gov.cn/zhengce/2011/10/47207.shtml  

http://www.bjjs.gov.cn/bjjs/bszn/qygl/302133/302137/xgwj/369688/index.shtml  

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97 号）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已经 2001 年 7 月 23 日建设部第 45 次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二○○一年八月十五日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  

建设部决定对《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地产中介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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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房地产经纪人的考试和注册办法另行制定。”  

  三、删去第九条。  

  四、删去第十二条第二款。  

  五、第十二条第三款改为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事房地产估价业务的机构，

应当到该业务发生地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六、删去第十三条第二款。  

  七、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

房地产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责任者给予处罚：  

  （一）未取得房地产中介资格擅自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的，责令停止房地产中介业务，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收回资格证书或者公告资格证书作废，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收回资格证书或者公告资格证书作废，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  

  （四）超出营业范围从事房地产中介活动的，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八、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九、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七条，修改为：“房地产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中以权谋私、

贪污受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八条，修改为：“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可

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十一、删去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此外，对部分条文的文字和条文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发布。    

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  

  （1996 年 1 月 8 日建设部令第 50 号发布，2001 年 8 月 15 日根据《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

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房地产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凡从事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的，应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房地产中介服务，是指房地产咨询、房地产价格评估、房地产经纪等活动的总称。  

  本规定所称房地产咨询，是指为房地产活动当事人提供法律法规、政策、信息、技术等方面服务的经营活

动。  

  本规定所称房地产价格评估，是指对房地产进行测算，评定其经济价值和价格的经营活动。  

  本规定所称房地产经纪，是指为委托人提供房地产信息和居间代理业务的经营活动。  

  第三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全国房地产中介服务工作。  

  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地产中介服务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房地产管理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地产中介

服务工作。  

  第二章中介服务人员资格管理  

  第四条从事房地产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是具有房地产及相关专业中等以上学历，有与房地产咨询业务相

关的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取得考试合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  

  房地产咨询人员的考试办法，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直辖市房地产管理部门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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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国家实行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资格认证制度。  

  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分为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员。  

  第六条房地估价师必须是经国家统一考试、执业资格认证，取得《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证书》，并经注册

登记取得《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的人员。未取得《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的人员，不得以房地产估价师的名义从事

房地产估价业务。  

  房地产估价师的考试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人事主管部门共同制定。  

  第七条房地产估价员必须是经过考试并取得《房地产估价员岗位合格证》的人员。未取得《房地产估价员岗

位合格证》的人员，不得从事房地产估价业务。  

  房地产估价员的考试办法，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直辖市房地产管理部门制订。  

  第八条房地产经纪人必须是经过考试、注册并取得《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证》的人员。未取得《房地产经纪人

资格证》的人员，不得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  

  房地产经纪人的考试和注册办法另行制定。  

  第九条严禁伪造、涂改、转让《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证书》、《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房地产估价员岗位

合格证》、《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证》。  

  遗失《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证书》、《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房地产估价员岗位合格证》、《房地产经纪人

资格证》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发。  

  第三章中介服务机构管理  

  第十条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应当设立相应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  

  第十一条设立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  

  （二）有固定的服务场所；  

  （三）有规定数量的财产和经费；  

  （四）从事房地产咨询业务的，具有房地产及相关专业中等以上学历、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须占总人

数的 50％以上；从事房地产评估业务的，须有规定数量的房地产估价师；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的，须有规定数量的

房地产经纪人。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事房地产估价业务的机构，应到该业务发生地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设立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向当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

在领取营业执照后的一个月内，应当到登记机关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每年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条件进行一次检查，并于每年年初公

布检查合格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名单。检查不合格的，不得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  

  第十四条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遵守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三）按照核准的业务范围从事经营活动；  

  （四）按规定标准收取费用；  

  （五）依法交纳税费；  

  （六）接受行业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四章中介业务管理  

  第十五条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承办业务，由其所在中介机构统一受理并与委托人签订书面中介服务合同。  

  第十六条经委托人同意，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可以将委托的房地产中介业务转让委托给具有相应资格的中

介服务机构代理，但不得增加佣金。  

  第十七条房地产中介服务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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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中介服务项目的名称、内容、要求和标准；  

  （三）合同履行期限；  

  （四）收费金额和支付方式、时间；  

  （五）违约责任和纠纷解决方式；  

  （六）当事人约定的其它内容。  

  第十八条房地产中介服务费用由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统一收取，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收取费用应当开具发

票，依法纳税。  

  第十九条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开展业务应当建立业务记录，设立业务台帐。业务记录和业务台帐应当载明

业务活动中的收入、支出等费用，以及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直辖市房地产管理部门要求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条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执行业务，可以根据需要查阅委托人的有关资料和文件，查看现场。委托人应

当协助。  

  第二十一条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在房地产中介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索取、收受委托合同以外的酬金或其他财物，或者利用工作之便，牟取其他不正当的利益；  

  （二）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  

  （三）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中介服务机构执行业务；  

  （四）与一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二条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与委托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委托人有权要求其回避。  

  第二十三条因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过失，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由所在中介服务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所

在中介服务机构可以对有关人员追偿。  

  第五章罚则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责

任者给予处罚：  

  （一）未取得房地产中介资格擅自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的，责令停止房地产中介业务，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收回资格证书或者公告资格证书作废，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三）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收回资格证书或者公告资格证书作废，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  

  （四）超过营业范围从事房地产中介活动的，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因委托人的原因，给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或人员造成经济损失的，委托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房地产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中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八条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本规定自 199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3.7.29）《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31 号修订 2004 年 7 月 20 日）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fggz/315201/index.shtml  

http://www.hg.gov.cn/art/2017/6/16/art_3045_64051.html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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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653416.htm  

索 引 号：000013338/2004-00004 主题信息：房地产市场发文单位：建设部生成日期：2004 年 07 月 20 日文件

名称：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有 效 期：2004 年 07 月 20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1 号主 题 词：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已于 2004 年 7 月 13 日经建设部第 41 次常务会议讨

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二○○四年七月二十日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 

 

  建设部决定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95 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四条第三款中的“城市、县人民政府”改为“市、县人民政府”。  

  二、第六条修改为：“商品房预售实行许可制度。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预

售许可，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  

  三、第七条修改为：“开发企业申请预售许可，应当提交下列证件（复印件）及资料：  

  （一）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表；  

  （二）开发企业的《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  

  （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  

  （四）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占工程建设总投资的比例符合规定条件的证明；  

  （五）工程施工合同及关于施工进度的说明；  

  （六）商品房预售方案。预售方案应当说明预售商品房的位置、面积、竣工交付日期等内容，并应当附预售

商品房分层平面图。”  

  四、第八条修改为：“商品房预售许可依下列程序办理：  

  （一）受理。开发企业按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提交有关材料，材料齐全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当场出具受

理通知书；材料不齐的，应当当场或者 5 日内一次书面告知需要补充的材料。  

  （二）审核。房地产管理部门对开发企业提供的有关材料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进行审核。  

  开发企业对所提交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三）许可。经审查，开发企业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依法

作出准予预售的行政许可书面决定，发送开发企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开发企业颁发、送达《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  

  经审查，开发企业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依法作出不予许

可的书面决定。书面决定应当说明理由，告知开发企业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并送达开发

企业。  

  商品房预售许可决定书、不予商品房预售许可决定书应当加盖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行政许可专用印章，《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应当加盖房地产管理部门的印章。  

  （四）公示。房地产管理部门作出的准予商品房预售许可的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五、第九条修改为：“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承购人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售楼广告和说明

书应当载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批准文号。”  

  六、第十条修改为：“商品房预售，开发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开发企业应当自签约之日

起 30 日内，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  

  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应用网络信息技术，逐步推行商品房预售合同网上登记备案。  

  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委托代理人办理的，应当有书面委托书。”  

  七、第十一条修改为：“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所得款项应当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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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房预售款监管的具体办法，由房地产管理部门制定。”  

  八、第十二条修改为：“预售的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 90 日内，承购人应当依法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市、县

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权属登记手续。开发企业应当予以协助，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  

  由于开发企业的原因，承购人未能在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 90 日内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开发企业和承购

人有特殊约定外，开发企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九、第十三条修改为：“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商品房的，依照《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

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开发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采用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

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的，由房地产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预售，撤销商品房预售许可，并处 3 万元罚款。”  

  此外，对部分条文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发布。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1994 年 11 月 15 日建设部令第 40 号发布，根据 2001 年 8 月 15 日《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

法>的决定》、2004 年 7 月 20 日《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维护商品房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简称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

给承购人，由承购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城市商品房预售的管理。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全国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

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第五条 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 25％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

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第六条 商品房预售实行许可制度。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预售许可，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  

  第七条 开发企业申请预售许可，应当提交下列证件（复印件）及资料：  

  （一）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表；  

  （二）开发企业的《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  

  （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  

  （四）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占工程建设总投资的比例符合规定条件的证明；  

  （五）工程施工合同及关于施工进度的说明；  

  （六）商品房预售方案。预售方案应当说明预售商品房的位置、面积、竣工交付日期等内容，并应当附预售

商品房分层平面图。  

  第八条 商品房预售许可依下列程序办理：  

  （一）受理。开发企业按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提交有关材料，材料齐全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当场出具受

理通知书；材料不齐的，应当当场或者 5 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要补充的材料。  

  （二）审核。房地产管理部门对开发企业提供的有关材料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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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企业对所提交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三）许可。经审查，开发企业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依法

作出准予预售的行政许可书面决定，发送开发企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开发企业颁发、送达《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  

  经审查，开发企业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依法作出不予许

可的书面决定。书面决定应当说明理由，告知开发企业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并送达开发

企业。  

  商品房预售许可决定书、不予商品房预售许可决定书应当加盖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行政许可专用印章，《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应当加盖房地产管理部门的印章。  

  （四）公示。房地产管理部门作出的准予商品房预售许可的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第九条 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承购人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售楼广告和说明书应当载明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批准文号。  

  第十条 商品房预售，开发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开发企业应当自签约之日起 30 日内，

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  

  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积极应用网络信息技术，逐步推行商品房预售合同网上登记备案。  

  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委托代理人办理的，应当有书面委托书。  

  第十一条 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所得款项应当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  

  商品房预售款监管的具体办法，由房地产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二条 预售的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 90 日内，承购人应当依法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土

地管理部门办理权属登记手续。开发企业应当予以协助，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  

  由于开发企业的原因，承购人未能在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 90 日内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开发企业和承购

人有特殊约定外，开发企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三条 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商品房的，依照《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

三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第十四条 开发企业不按规定使用商品房预售款项的，由房地产管理部门责令限期纠正，并可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但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第十五条 开发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采用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的，由房地产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预售，撤销商品房预售许可，并处 3 万元罚款。  

  第十六条 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本办

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3.7.30）《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2 号修订 2005 年 10 月 12 日）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5-10/27/content_84708.htm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310/t20131029_216040.html  

http://www.gfx.gov.cn/ggfw/zzrd/fdcjg/2014/07/09/7403.htm  （2013 修正） 

http://www.ankang.gov.cn/Content-99749.html  （2015 年修正本） 

http://www.qhdfgj.gov.cn/qhdfgj/?action-viewnews-itemid-5124  （2015 年修正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42 号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已于 2005 年 9 月 27 日经第 73 次部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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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二○○五年十月十二日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房地产估价机构行为，维护房地产估价市场秩序，保障房地产估价活动当事人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对房地产估价机构实施

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房地产估价机构，是指依法设立并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中

介服务机构。 

  本办法所称房地产估价活动，包括土地、建筑物、构筑物、在建工程、以房地产为主的企业整体资产、企业

整体资产中的房地产等各类房地产评估，以及因转让、抵押、城镇房屋拆迁、司法鉴定、课税、公司上市、企业改制、

企业清算、资产重组、资产处置等需要进行的房地产评估。 

  第四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应当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执行房地产估价规范和

标准。 

  房地产估价机构依法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不受行政区域、行业限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房地

产估价活动和估价结果。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地产估价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估

价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估价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房地产估价行业组织应当加强房地产估价行业自律管理。 

  鼓励房地产估价机构加入房地产估价行业组织。 

第二章 估价机构资质核准 

  第七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分为一、二、三级。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一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二、三级房地产估价机构

资质许可，并接受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八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由自然人出资，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形式设立。 

  第九条 各资质等级房地产估价机构的条件如下： 

  （一）一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 6 年以上，且取得二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3 年以上； 

  3.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 120 万元以上； 

  4.有 15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5.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5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25 万

平方米以上； 

  6.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3 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

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8.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60％； 

  9.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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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11.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2.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禁止的行为。 

  （二）二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取得三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后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 4 年以上； 

  3.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 60 万元以上； 

  4.有 8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5.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15 万

平方米以上； 

  6.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3 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

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8.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60％； 

  9.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10.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11.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2.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禁止的行为。 

  （三）三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 30 万元以上； 

  3.有 3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在暂定期内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 

  5.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2 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

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60％； 

  8.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9.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10.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2.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禁止的行为。 

  第十条 申请核定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应当如实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申请表（一式二份，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原资质证书正本复印件、副本原件； 

  （三）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四）出资证明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五）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的任职文件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明； 

  （七）固定经营服务场所的证明； 

  （八）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及有关估价质量管

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申报机构信用档案信息； 

  （九）随机抽查的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申报机构所完成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复印件（一式

二份，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申请人应当对其提交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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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新设立的中介服务机构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应当提供第十条第（一）项、第（三）项至

第（八）项材料。 

  新设立中介服务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应当核定为三级资质，设 1 年的暂定期。 

  第十二条 申请核定一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应当向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

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材料。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

内审查完毕，并将初审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 

  第十三条 二、三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具体许可程序及

办理期限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作出资质许可决定之

日起 1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定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正、副本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房地产估价机构遗失资质证书的，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声明作废后，申请补办。 

  第十五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有效期为 3 年。 

  资质有效期届满，房地产估价机构需要继续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应当在资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资质

许可机关提出资质延续申请。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根据申请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准予延续的，有效期延续 3 年。 

  在资质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房地产估价的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和职业道德的房地产估价机构，经原资

质许可机关同意，不再审查，有效期延续 3 年。 

  第十六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的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注册资本或者出资额、组织形式、住所等

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到资质许可机关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第十七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

的资质等级，但应当符合相应的资质等级条件。 

  房地产估价机构分立的，只能由分立后的一方房地产估价机构承继原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但应当符合原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条件。承继原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一方由各方协商确定；其他各方按照新设立的中介服

务机构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第十八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的工商登记注销后，其资质证书失效。 

第三章 分支机构的设立 

  第十九条 一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设立分支机构。二、三级资质房地产

估价机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应当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的名义出具估价报告，并加盖该房地产估价机构公章。 

  第二十条 分支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名称采用“房地产估价机构名称＋分支机构所在地行政区划名＋分公司（分所）”的形式； 

  （二）分支机构负责人应当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并无不良执业记录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 

  （三）在分支机构所在地有 3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四）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五）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注册于分支机构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计入设立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

师人数。 

  第二十一条 新设立的分支机构，应当自领取分支机构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到分支机构工商注册所在

地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受备案后 10 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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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分支机构工商注册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并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分支机构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正本复印件； 

  （三）分支机构及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四）拟在分支机构执业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第二十三条 分支机构变更名称、负责人、住所等事项或房地产估价机构撤销分支机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手续后 30 日内，报原备案机关备案。 

第四章 估价管理 

  第二十四条 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机构，应当依法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范围

内从事估价业务。 

  一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从事各类房地产估价业务。 

  二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从事除公司上市、企业清算以外的房地产估价业务。 

  三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从事除公司上市、企业清算、司法鉴定以外的房地产估价业务。 

  暂定期内的三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从事除公司上市、企业清算、司法鉴定、城镇房屋拆迁、在建工程

抵押以外的房地产估价业务。 

  第二十五条 房地产估价业务应当由房地产估价机构统一接受委托，统一收取费用。 

  房地产估价师不得以个人名义承揽估价业务，分支机构应当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名义承揽

估价业务。 

  第二十六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及执行房地产估价业务的估价人员与委托人或者估价业务相对人有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 

  第二十七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承揽房地产估价业务，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估价委托合同。 

  估价委托合同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委托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估价机构的名称和住所； 

  （三）估价对象； 

  （四）估价目的； 

  （五）估价时点； 

  （六）委托人的协助义务； 

  （七）估价服务费及其支付方式； 

  （八）估价报告交付的日期和方式； 

  （九）违约责任； 

  （十）解决争议的方法。 

  第二十八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受托的估价业务。 

  经委托人书面同意，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与其他房地产估价机构合作完成估价业务，以合作双方的名义共

同出具估价报告。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及相关当事人应当协助房地产估价机构进行实地查勘，如实向房地产估价机构提供估

价所必需的资料，并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三十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因估价需要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查询房地产交易、登记

信息时，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供查询服务，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 

  第三十一条 房地产估价报告应当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加盖房地产估价机构公章，并有至少 2 名专职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第三十二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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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超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接房地产估价业务； 

  （三）以迎合高估或者低估要求、给予回扣、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四）违反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  

  （五）出具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估价报告；  

  （六）擅自设立分支机构；  

  （七）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擅自转让受托的估价业务；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三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妥善保管房地产估价报告及相关资料。 

  房地产估价报告及相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不得少于 10 年。保管期限届满而估价服务的

行为尚未结束的，应当保管到估价服务的行为结束为止。 

  第三十四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房地产估价机构不得对外提供估价过程中获

知的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业务资料。 

  第三十五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加强对执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为本机构的房地产估价师

参加继续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房地产

估价机构和分支机构的设立、估价业务及执行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有关房地产估价业务的文

档，有关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房地产估价报告以及估价委托合同、实地查勘记录等估价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及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

并出示执法证件，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第三十九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违法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

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及处理建议及时报告该估价机构资质的许可机关。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

撤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其他情形。 

  房地产估价机构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四十一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资质许可机关根据

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撤回其资质。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依法注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依法终止的；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被撤销、撤回，或者房地产估价资质证书依法被吊销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三条 资质许可机关或者房地产估价行业组织应当建立房地产估价机构信用档案。 

  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房地产估价信用档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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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估价机构信用档案应当包括房地产估价机构的基本情况、业绩、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内容。违法行

为、被投诉举报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房地产估价机构的不良记录记入其信用档案。 

  房地产估价机构的不良行为应当作为该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的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查阅信用档案。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受理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第四十五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由资质许可机关给予警告，并处 1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第四十六条 未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揽估价业务的，出具的

估价报告无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造成当事人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房地产估价机构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

关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设立分支机构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设立分支机构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新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备案的。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可处 5 千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揽业务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擅自转让受托的估价业务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规定出具估价报告的。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房地产估价机构及其估价人员应当回避未回避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拒绝提供房地产交易、登记信息查询服务的，

由其上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第五十二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有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房地产估价机构擅自对外提供估价过程中获知的当事人的商业

秘密和业务资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资质许可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或者超越职权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

质许可决定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

构资质许可决定的； 

  （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四）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1997 年 1 月 9 日建设部颁布的《关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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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资格等级管理的若干规定》（建房[1997]12 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施行前建设部发布的规章与本办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2013 修正 2013 年 10 月 16 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14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房地产估价机构行为，维护房地产估价市场秩序，保障房地产估价活动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对房地产估价机构实施监督

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房地产估价机构，是指依法设立并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中介

服务机构。 

本办法所称房地产估价活动，包括土地、建筑物、构筑物、在建工程、以房地产为主的企业整体资产、企业整体

资产中的房地产等各类房地产评估，以及因转让、抵押、房屋征收、司法鉴定、课税、公司上市、企业改制、企业清

算、资产重组、资产处置等需要进行的房地产评估。 

第四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应当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执行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

准。 

房地产估价机构依法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不受行政区域、行业限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房地产估

价活动和估价结果。 

第五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地产估价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估价机

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估价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房地产估价行业组织应当加强房地产估价行业自律管理。 

鼓励房地产估价机构加入房地产估价行业组织。 

第七条 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的房地产估价行业管理信息平台，实现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核准、人员注册、信用档

案管理等信息关联共享。 

第二章 估价机构资质核准 

第八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分为一、二、三级。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负责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执行国家统一的资质许可条

件，加强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

主管部门资质许可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资质许可中的违法行为。 

第九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由自然人出资，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形式设立。 

第十条 各资质等级房地产估价机构的条件如下： 

（一）一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 6 年以上，且取得二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3 年以上； 

3.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 120 万元以上； 

4.有 15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5.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5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25 万平方

米以上； 

6.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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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3 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

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8.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 60％； 

9.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10.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11.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2.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禁止的行为。 

（二）二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取得三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后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 4 年以上； 

3.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 60 万元以上； 

4.有 8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5.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15 万平方

米以上； 

6.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3 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

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8.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 60％； 

9.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10.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11.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2.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禁止的行为。 

（三）三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 30 万元以上； 

3.有 3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在暂定期内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 

5.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2 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

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 60％； 

8.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9.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10.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1.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禁止的行为。 

第十一条 申请核定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应当如实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申请表（一式二份，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原资质证书正本复印件、副本原件； 

（三）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四）出资证明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五）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的任职文件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明； 

（七）固定经营服务场所的证明； 

（八）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及有关估价质量管理、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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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申报机构信用档案信息； 

（九）随机抽查的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申报机构所完成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复印件（一式二份，

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申请人应当对其提交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二条 新设立的中介服务机构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应当提供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至第

（八）项材料。 

新设立中介服务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应当核定为三级资质，设 1 年的暂定期。 

第十三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核准中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抽查，应当执行全国统一的标准。 

第十四条 申请核定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应当向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本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材料。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审查完毕，并将初审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省、

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20 日

内作出决定。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在作出资质许可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定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正、副本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房地产估价机构遗失资质证书的，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声明作废后，申请补办。 

第十六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有效期为 3 年。 

资质有效期届满，房地产估价机构需要继续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应当在资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资质许可

机关提出资质延续申请。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根据申请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准予延续的，有效期延续 3 年。 

在资质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房地产估价的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和职业道德的房地产估价机构，经原资质许

可机关同意，不再审查，有效期延续 3 年。 

第十七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的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注册资本或者出资额、组织形式、住所等事项

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到资质许可机关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第十八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的资

质等级，但应当符合相应的资质等级条件。 

房地产估价机构分立的，只能由分立后的一方房地产估价机构承继原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但应当符合原房地

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条件。承继原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一方由各方协商确定；其他各方按照新设立的中介服务机

构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第十九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的工商登记注销后，其资质证书失效。 

第三章 分支机构的设立 

第二十条 一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设立分支机构。二、三级资质房地产估

价机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应当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的名义出具估价报告，并加盖该房地产估价机构公章。 

第二十一条 分支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名称采用“房地产估价机构名称＋分支机构所在地行政区划名＋分公司（分所）”的形式； 

（二）分支机构负责人应当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并无不良执业记录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三）在分支机构所在地有 3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四）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五）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注册于分支机构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计入设立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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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新设立的分支机构，应当自领取分支机构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到分支机构工商注册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受备案后 10 日内，告知

分支机构工商注册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并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分支机构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正本复印件； 

（三）分支机构及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四）拟在分支机构执业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第二十四条 分支机构变更名称、负责人、住所等事项或房地产估价机构撤销分支机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手续后 30 日内，报原备案机关备案。 

第四章 估价管理 

第二十五条 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机构，应当依法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从

事估价业务。 

一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从事各类房地产估价业务。 

二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从事除公司上市、企业清算以外的房地产估价业务。 

三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从事除公司上市、企业清算、司法鉴定以外的房地产估价业务。 

暂定期内的三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从事除公司上市、企业清算、司法鉴定、房屋征收、在建工程抵押以外

的房地产估价业务。 

第二十六条 房地产估价业务应当由房地产估价机构统一接受委托，统一收取费用。 

房地产估价师不得以个人名义承揽估价业务，分支机构应当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名义承揽估价

业务。 

第二十七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及执行房地产估价业务的估价人员与委托人或者估价业务相对人有利害关系的，

应当回避。 

第二十八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承揽房地产估价业务，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估价委托合同。 

估价委托合同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委托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估价机构的名称和住所； 

（三）估价对象； 

（四）估价目的； 

（五）价值时点； 

（六）委托人的协助义务； 

（七）估价服务费及其支付方式； 

（八）估价报告交付的日期和方式； 

（九）违约责任； 

（十）解决争议的方法。 

第二十九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受托的估价业务。 

经委托人书面同意，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与其他房地产估价机构合作完成估价业务，以合作双方的名义共同出

具估价报告。 

第三十条 委托人及相关当事人应当协助房地产估价机构进行实地查勘，如实向房地产估价机构提供估价所必

需的资料，并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三十一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因估价需要向房地产主管部门查询房地产交易、登记信息时，

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提供查询服务，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 

第三十二条 房地产估价报告应当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加盖房地产估价机构公章，并有至少 2 名专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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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第三十三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二）超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接房地产估价业务； 

（三）以迎合高估或者低估要求、给予回扣、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四）违反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 

（五）出具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估价报告； 

（六）擅自设立分支机构； 

（七）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擅自转让受托的估价业务；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四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妥善保管房地产估价报告及相关资料。 

房地产估价报告及相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不得少于 10 年。保管期限届满而估价服务的行为

尚未结束的，应当保管到估价服务的行为结束为止。 

第三十五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房地产估价机构不得对外提供估价过程中获知的

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业务资料。 

第三十六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加强对执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为本机构的房地产估价师参加

继续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房地产估价机构

和分支机构的设立、估价业务及执行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有关房地产估价业务的文档，有

关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房地产估价报告以及估价委托合同、实地查勘记录等估价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及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并出示

执法证件，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第四十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违法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

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及处理建议及时报告该估价机构资质的许可机关。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

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其他情形。 

房地产估价机构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四十二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资质许可机关根据利害

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撤回其资质。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依法注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依法终止的；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被撤销、撤回，或者房地产估价资质证书依法被吊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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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四条 资质许可机关或者房地产估价行业组织应当建立房地产估价机构信用档案。 

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房地产估价信用档案信息。 

房地产估价机构信用档案应当包括房地产估价机构的基本情况、业绩、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内容。违法行为、

被投诉举报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房地产估价机构的不良记录记入其信用档案。 

房地产估价机构的不良行为应当作为该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的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查阅信用档案。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受理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第四十六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由资质许可机关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第四十七条 未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揽估价业务的，出具的估价

报告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当事人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房地产估价机构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责

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设立分支机构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设立分支机构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新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备案的。 

第五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可处 5 千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揽业务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擅自转让受托的估价业务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规定出具估价报告的。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房地产估价机构及其估价人员应当回避未回避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房地产主管部门拒绝提供房地产交易、登记信息查询服务的，由其上

级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第五十三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有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房地产估价机构擅自对外提供估价过程中获知的当事人的商业秘密

和业务资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资质许可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或者超越职权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

可决定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

质许可决定的； 

（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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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1997 年 1 月 9 日建设部颁布的《关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

格等级管理的若干规定》（建房[1997]12 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施行前建设部发布的规章的规定与本办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 （2015 年修正本  2015 年 5 月 4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 ） 

 

( 2005 年 9 月 27 日建设部第 73 次部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2005 年 10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2 号

发布  根据 2013 年 10 月 16 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14 号修正   2015 年 5 月 4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

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发布  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房地产估价机构行为，维护房地产估价市场秩序，保障房地产估价活动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对房地产估价机构实施监督

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房地产估价机构，是指依法设立并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中介

服务机构。 

本办法所称房地产估价活动，包括土地、建筑物、构筑物、在建工程、以房地产为主的企业整体资产、企业整体

资产中的房地产等各类房地产评估，以及因转让、抵押、房屋征收、司法鉴定、课税、公司上市、企业改制、企业清

算、资产重组、资产处置等需要进行的房地产评估。 

第四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应当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执行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

准。 

房地产估价机构依法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不受行政区域、行业限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房地产估

价活动和估价结果。 

第五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地产估价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估价机

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估价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房地产估价行业组织应当加强房地产估价行业自律管理。 

鼓励房地产估价机构加入房地产估价行业组织。 

第七条  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的房地产估价行业管理信息平台，实现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核准、人员注册、信用档

案管理等信息关联共享。 

  

第二章 估价机构资质核准 

第八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分为一、二、三级。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负责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执行国家统一的资质许可条

件，加强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

主管部门资质许可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资质许可中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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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由自然人出资，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形式设立。 

第十条 各资质等级房地产估价机构的条件如下： 

（一）一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 6 年以上，且取得二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3 年以上； 

3.有 15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5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25 万平方

米以上； 

5.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3 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

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 60％； 

8.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9.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10.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1.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禁止的行为。 

（二）二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取得三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后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 4 年以上； 

3.有 8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15 万平方

米以上； 

5.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3 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

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 60％； 

8.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9.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10.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1.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禁止的行为。 

（三）三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有 3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3.在暂定期内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 

4.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5.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2 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

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 60％； 

7.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8.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9.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0.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禁止的行为。 

第十一条 申请核定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应当如实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申请表（一式二份，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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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地产估价机构原资质证书正本复印件、副本原件； 

（三）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四）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的任职文件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五）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明； 

（六）固定经营服务场所的证明； 

（七）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及有关估价质量管理、估

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申报机构信用档案信息； 

（八）随机抽查的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申报机构所完成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复印件（一式二份，

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申请人应当对其提交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二条 新设立的中介服务机构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应当提供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至第

（八）项材料。 

新设立中介服务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应当核定为三级资质，设 1 年的暂定期。 

第十三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核准中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抽查，应当执行全国统一的标准。 

第十四条 申请核定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应当向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本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材料。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审查完毕，并将初审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省、

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20 日

内作出决定。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在作出资质许可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定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正、副本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房地产估价机构遗失资质证书的，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声明作废后，申请补办。 

第十六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有效期为 3 年。 

资质有效期届满，房地产估价机构需要继续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应当在资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资质许可

机关提出资质延续申请。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根据申请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准予延续的，有效期延续 3 年。 

在资质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房地产估价的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和职业道德的房地产估价机构，经原资质许

可机关同意，不再审查，有效期延续 3 年。 

第十七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的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组织形式、住所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到资质许可机关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第十八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的资

质等级，但应当符合相应的资质等级条件。 

房地产估价机构分立的，只能由分立后的一方房地产估价机构承继原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但应当符合原房地

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条件。承继原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一方由各方协商确定；其他各方按照新设立的中介服务机

构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第十九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的工商登记注销后，其资质证书失效。 

  

第三章 分支机构的设立 

第二十条 一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设立分支机构。二、三级资质房地产估

价机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应当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的名义出具估价报告，并加盖该房地产估价机构公章。 

第二十一条 分支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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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称采用“房地产估价机构名称＋分支机构所在地行政区划名＋分公司（分所）”的形式； 

（二）分支机构负责人应当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并无不良执业记录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三）在分支机构所在地有 3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四）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五）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注册于分支机构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计入设立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人

数。 

第二十二条 新设立的分支机构，应当自领取分支机构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到分支机构工商注册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受备案后 10 日内，告知

分支机构工商注册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并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分支机构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正本复印件； 

（三）分支机构及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四）拟在分支机构执业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第二十四条 分支机构变更名称、负责人、住所等事项或房地产估价机构撤销分支机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手续后 30 日内，报原备案机关备案。 

第四章 估价管理 

第二十五条 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机构，应当依法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从

事估价业务。 

一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从事各类房地产估价业务。 

二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从事除公司上市、企业清算以外的房地产估价业务。 

三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从事除公司上市、企业清算、司法鉴定以外的房地产估价业务。 

暂定期内的三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从事除公司上市、企业清算、司法鉴定、房屋征收、在建工程抵押以外

的房地产估价业务。 

第二十六条 房地产估价业务应当由房地产估价机构统一接受委托，统一收取费用。 

房地产估价师不得以个人名义承揽估价业务，分支机构应当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名义承揽估价

业务。 

第二十七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及执行房地产估价业务的估价人员与委托人或者估价业务相对人有利害关系的，

应当回避。 

第二十八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承揽房地产估价业务，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估价委托合同。 

估价委托合同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委托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估价机构的名称和住所； 

（三）估价对象； 

（四）估价目的； 

（五）价值时点； 

（六）委托人的协助义务； 

（七）估价服务费及其支付方式； 

（八）估价报告交付的日期和方式； 

（九）违约责任； 

（十）解决争议的方法。 

第二十九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受托的估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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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委托人书面同意，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与其他房地产估价机构合作完成估价业务，以合作双方的名义共同出

具估价报告。 

第三十条 委托人及相关当事人应当协助房地产估价机构进行实地查勘，如实向房地产估价机构提供估价所必

需的资料，并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三十一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因估价需要向房地产主管部门查询房地产交易、登记信息时，

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提供查询服务，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 

第三十二条 房地产估价报告应当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加盖房地产估价机构公章，并有至少 2 名专职注册

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第三十三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二）超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接房地产估价业务； 

（三）以迎合高估或者低估要求、给予回扣、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四）违反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 

（五）出具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估价报告； 

（六）擅自设立分支机构； 

（七）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擅自转让受托的估价业务；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四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妥善保管房地产估价报告及相关资料。 

房地产估价报告及相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不得少于 10 年。保管期限届满而估价服务的行为

尚未结束的，应当保管到估价服务的行为结束为止。 

第三十五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房地产估价机构不得对外提供估价过程中获知的

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业务资料。 

第三十六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加强对执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为本机构的房地产估价师参加

继续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房地产估价机构

和分支机构的设立、估价业务及执行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有关房地产估价业务的文档，有

关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房地产估价报告以及估价委托合同、实地查勘记录等估价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及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并出示

执法证件，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第四十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违法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

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及处理建议及时报告该估价机构资质的许可机关。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

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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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机构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四十二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资质许可机关根据利害

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撤回其资质。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依法注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依法终止的；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被撤销、撤回，或者房地产估价资质证书依法被吊销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四条 资质许可机关或者房地产估价行业组织应当建立房地产估价机构信用档案。 

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房地产估价信用档案信息。 

房地产估价机构信用档案应当包括房地产估价机构的基本情况、业绩、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内容。违法行为、

被投诉举报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房地产估价机构的不良记录记入其信用档案。 

房地产估价机构的不良行为应当作为该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的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查阅信用档案。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受理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第四十六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由资质许可机关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第四十七条 未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揽估价业务的，出具的估价

报告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当事人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房地产估价机构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责

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设立分支机构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设立分支机构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新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备案的。 

第五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可处 5 千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揽业务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擅自转让受托的估价业务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规定出具估价报告的。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房地产估价机构及其估价人员应当回避未回避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房地产主管部门拒绝提供房地产交易、登记信息查询服务的，由其上

级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第五十三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有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房地产估价机构擅自对外提供估价过程中获知的当事人的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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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业务资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资质许可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或者超越职权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

可决定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

质许可决定的； 

（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四）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1997 年 1 月 9 日建设部颁布的《关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

格等级管理的若干规定》（建房[1997]12 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施行前建设部发布的规章的规定与本办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3.7.3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51 号修订 2006 年 12 月 25 日）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7/content_797353.htm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609/t20160930_229068.html  

http://www.mohurd.gov.cn/wbdt//bsdtryfds/200611/t20061122_160396.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51 号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已于 2006 年 3 月 7 日经建设部第 86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管理，完善房地产价格评估制度和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资格认证

制度，规范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行为，维护公共利益和房地产估价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注册、执业、继续教育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指通过全国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或者资格认定、资格互

认，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以下简称执业资格），并按照本办法注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房

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以下简称注册证书），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人员。 

  第四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行注册执业管理制度。 

  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经过注册方能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名义执业。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注册、执业活动

实施监督管理。 

  市、县、市辖区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

理。 

  第六条 房地产估价行业组织应当加强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自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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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加入房地产估价行业组织。 

第二章 注  册 

  第七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注册条件为： 

  （一）取得执业资格； 

  （二）达到继续教育合格标准； 

  （三）受聘于具有资质的房地产估价机构； 

  （四）无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不予注册的情形。 

  第八条 申请注册的，应当向聘用单位或者其分支机构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

（房地产）主管部门提出注册申请。 

  对申请初始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

审查完毕，并将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

定。 

  对申请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

起 5 日内审查完毕，并将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日

内作出决定。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初始、变更、延续注册，逐步实行网上申报、受理和审批。 

  第九条 注册证书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执业凭证。注册有效期为 3 年。 

  第十条 申请初始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初始注册申请表； 

  （二）执业资格证件和身份证件复印件； 

  （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四）取得执业资格超过 3 年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供达到继续教育合格标准的证明材料； 

  （五）聘用单位委托人才服务中心托管人事档案的证明和社会保险缴纳凭证复印件；或者劳动、人事部门颁

发的离退休证复印件；或者外国人就业证书、台港澳人员就业证书复印件。 

  第十一条 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注册有效期满 30 日前，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程序申请

延续注册；延续注册的，注册有效期为 3 年。 

  延续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延续注册申请表； 

  （二）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三）申请人注册有效期内达到继续教育合格标准的证明材料。 

  第十二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变更执业单位，应当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并按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

程序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变更注册后延续原注册有效期。 

  变更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变更注册申请表； 

  （二）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三）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文件； 

  （四）聘用单位委托人才服务中心托管人事档案的证明和社会保险缴纳凭证复印件；或者劳动、人事部门颁

发的离退休证复印件；或者外国人就业证书、台港澳人员就业证书复印件。 

  第十三条 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申请在新设立房地产估价机构、分支机构执业的，应当在申报房地产估价

机构资质或者分支机构备案的同时，办理注册手续。 

  第十四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三）因房地产估价及相关业务活动受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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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四）因前项规定以外原因受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五）被吊销注册证书，自被处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六）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准的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被撤销，自被撤销注册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

不满 3 年的； 

  （七）申请在 2 个或者 2 个以上房地产估价机构执业的； 

  （八）为现职公务员的； 

  （九）年龄超过 65 周岁的； 

  （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注册证书失效： 

  （一）聘用单位破产的； 

  （二）聘用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的； 

  （三）聘用单位被吊销或者撤回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的； 

  （四）已与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且未被其他房地产估价机构聘用的； 

  （五）注册有效期满且未延续注册的； 

  （六）年龄超过 65 周岁的； 

  （七）死亡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八）其他导致注册失效的情形。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应当及时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注销注册的申请，

交回注册证书，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办理注销手续，公告其注册证书作废：  

  （一）有本办法第十五条所列情形发生的； 

  （二）依法被撤销注册的； 

  （三）依法被吊销注册证书的； 

  （四）受到刑事处罚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注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举报；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报告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被注销注册者或者不予注册者，在具备注册条件后，可以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

的程序申请注册。 

  第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遗失注册证书的，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声明后，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三

款规定的程序申请补发。 

第三章 执  业 

  第十九条 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应当受聘于一个具有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单位，经注册后方可从事房

地产估价执业活动。 

  第二十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与其聘用单位业务范围相符的房地产估价活动。 

  第二十一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从事执业活动，由聘用单位接受委托并统一收费。 

  第二十二条 在房地产估价过程中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聘用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可依法向

负有过错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追偿。 

  第二十三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每一注册有效期内应当达到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继续教育要求。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继续教育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每一注册有效期各为 60 学时。经继续教育达到合格标准

的，颁发继续教育合格证书。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继续教育，由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负责组织。 

  第二十四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享有下列权利： 

  （一）使用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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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规定范围内执行房地产估价及相关业务； 

  （三）签署房地产估价报告； 

  （四）发起设立房地产估价机构； 

  （五）保管和使用本人的注册证书； 

  （六）对本人执业活动进行解释和辩护； 

  （七）参加继续教育； 

  （八）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九）对侵犯本人权利的行为进行申诉。 

  第二十五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行业管理规定和职业道德规范； 

  （二）执行房地产估价技术规范和标准； 

  （三）保证估价结果的客观公正，并承担相应责任； 

  （四）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技术秘密； 

  （五）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回避； 

  （六）接受继续教育，努力提高执业水准；  

  （七）协助注册管理机构完成相关工作。 

  第二十六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履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义务； 

  （二）在执业过程中，索贿、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费用外的其他利益； 

  （三）在执业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 

  （四）签署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估价报告； 

  （五）在估价报告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 

  （六）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房地产估价业务； 

  （七）同时在 2 个或者 2 个以上房地产估价机构执业； 

  （八）以个人名义承揽房地产估价业务； 

  （九）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 

  （十）超出聘用单位业务范围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 

  （十一）严重损害他人利益、名誉的行为； 

  （十二）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注

册房地产估价师的注册、执业和继续教育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信息告知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房地

产）主管部门。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将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信息告知本行政区域内市、县人

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将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信息告知本

行政区域内市、县、市辖区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人员出示注册证书； 

  （二）要求被检查人员所在聘用单位提供有关人员签署的估价报告及相关业务文档； 

  （三）就有关问题询问签署估价报告的人员； 

  （四）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及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第三十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违法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直辖市、市、县、市辖区人民政

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告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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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依法需撤销注册的，应当将违法事实、处理建议及有关材料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依据职权或者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以撤销房

地产估价师注册： 

  （一）注册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行政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许可的； 

  （四）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的其他情形。 

  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准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三十二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及其聘用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向注册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注册房地

产估价师信用档案信息。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信用档案应当包括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基本情况、业绩、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内容。违

法违规行为、被投诉举报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信用档案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的，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不予受理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房地产估价师注册。 

  第三十四条 聘用单位为申请人提供虚假注册材料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的，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注册，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其中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

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注册，擅自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名义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所签署的

估价报告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可处以 1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办理变更注册仍执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有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

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房地产估价师信用档案

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或其聘用单位行政

处罚的，应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以及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在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的； 

  （二）对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房地产估价师注册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注册决定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六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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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条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从事房地产教学、研究的人员取得执业资格的，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参

照本办法注册，但不得担任房地产估价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1998 年 8 月 20 日发布的《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 64 号）、2001 年 8 月 15 日发布的《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管理办法〉的决定》（建设部

令第 100 号）同时废止。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等 11 个部门规章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令第 32 号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609/t20160930_229068.html 

五、将《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51 号）第五条第一款中的“建设主管部门”修改为“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余条款依此修改。 

  将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将第八条修改为：“申请注册的，应当向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注册申请。 

  “对申请初始注册、变更注册、延续注册和注销注册的，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决定。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初始注册、变更注册、延续注册和注销注册，逐步实行网上申报、受理和审批。” 

  删去第二十七条中的“注册”。 

 

3.7.32）《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62 号修订 2007 年 11 月 26 日）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65.html (2004) 

http://www.gov.cn/flfg/2007-12/27/content_845202.htm  (2007) 

http://www.guangze.gov.cn/cms/html/xzfwz/2013-08-23/869212815.html (2007)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7-12/27/content_9442016.htm (2007) 

http://www.sqjsj.gov.cn/ReadNews.asp?NewsID=43653 (2015)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803/t20180320_235436.html  (2018 废止) 

  

 《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 2004 

  《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已于 2004 年 2 月 24 日经建设部第 29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 汪光焘  

                              二○○四年三月十七日  

                 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规范物业管理市场秩序，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根据《物

业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物业管理企业资质，实施对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物业管理企业，是指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物业管理服务活动的企业。  

  第三条 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等级分为一、二、三级。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一级物业管理企业资质证书的颁发和管理。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二级物业管理企业资质证书的颁发和管理，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

主管部门负责二级和三级物业管理企业资质证书的颁发和管理，并接受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负责三级物业管理企业资质证书的颁发和管理，并接受省、自治区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各资质等级物业管理企业的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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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级资质：  

  1.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以上；  

  2.物业管理专业人员以及工程、管理、经济等相关专业类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于 30 人。其中，具有

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20 人，工程、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3.物业管理专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4.管理两种类型以上物业，并且管理各类物业的房屋建筑面积分别占下列相应计算基数的百分比之和不低于

100％：  

  （1）多层住宅 200 万平方米；  

  （2）高层住宅 100 万平方米；  

  （3）独立式住宅（别墅）15 万平方米；  

  （4）办公楼、工业厂房及其它物业 50 万平方米。  

  5．建立并严格执行服务质量、服务收费等企业管理制度和标准，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系统，有优良的经营管

理业绩。  

  （二）二级资质：  

  1.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 万元以上；  

  2.物业管理专业人员以及工程、管理、经济等相关专业类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

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工程、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3.物业管理专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4.管理两种类型以上物业，并且管理各类物业的房屋建筑面积分别占下列相应计算基数的百分比之和不低于

100％：  

  （1）多层住宅 100 万平方米；  

  （2）高层住宅 50 万平方米；  

  （3）独立式住宅（别墅）8 万平方米；  

  （4）办公楼、工业厂房及其它物业 20 万平方米。  

  5.建立并严格执行服务质量、服务收费等企业管理制度和标准，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系统，有良好的经营管理

业绩。  

  （三）三级资质：  

  1.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以上；  

  2.物业管理专业人员以及工程、管理、经济等相关专业类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具有

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5 人，工程、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3.物业管理专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4.有委托的物业管理项目；  

  5.建立并严格执行服务质量、服务收费等企业管理制度和标准，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系统。  

  第六条 新设立的物业管理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持下列文件向工商注册所在地直辖市、

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申请资质：  

  （一）营业执照；  

  （二）企业章程；  

  （三）验资证明；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五）物业管理专业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和劳动合同。  

  第七条 新设立的物业管理企业，其资质等级按照最低等级核定，并设一年的暂定期。  

  第八条 一级资质物业管理企业可以承接各种物业管理项目。  

  二级资质物业管理企业可以承接 30 万平方米以下的住宅项目和 8 万平方米以下的非住宅项目的物业管理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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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资质物业管理企业可以承接 20 万平方米以下住宅项目和 5 万平方米以下的非住宅项目的物业管理业

务。  

  第九条 申请核定资质等级的物业管理企业，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企业资质等级申报表；  

  （二）营业执照；  

  （三）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四）物业管理专业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和劳动合同，工程、财务

负责人的职称证书和劳动合同；  

  （五）物业服务合同复印件；  

  （六）物业管理业绩材料。  

  第十条 资质审批部门应当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对符合相应资质等级条件的企业核发资

质证书；一级资质审批前，应当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审查，审查

期限为 20 个工作日。  

  第十一条 物业管理企业申请核定资质等级，在申请之日前一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资质审批部门不予

批准：  

  （一）聘用未取得物业管理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  

  （二）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业务一并委托给他人的；  

  （三）挪用专项维修资金的；  

  （四）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用途的；  

  （五）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  

  （六）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  

  （七）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八）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不按照规定移交物业管理用房和有关资料的；  

  （九）与物业管理招标人或者其他物业管理投标人相互串通，以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的；  

  （十）不履行物业服务合同，业主投诉较多，经查证属实的；  

  （十一）超越资质等级承接物业管理业务的；  

  （十二）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的；  

  （十三）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  

  第十二条 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  

  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应当在新闻媒体上声明后，方可申请补领。  

  第十四条 企业发生分立、合并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到原资质审批部

门申请办理资质证书注销手续，并重新核定资质等级。  

  第十五条 企业的名称、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到原资质审批部

门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企业破产、歇业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业务活动的，应当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手续后 15 日内，到

原资质审批部门办理资质证书注销手续。  

  第十七条 物业管理企业资质实行年检制度。  

  各资质等级物业管理企业的年检由相应资质审批部门负责。  

  第十八条 符合原定资质等级条件的，物业管理企业的资质年检结论为合格。  

  不符合原定资质等级条件的，物业管理企业的资质年检结论为不合格，原资质审批部门应当注销其资质证

书，由相应资质审批部门重新核定其资质等级。  

  资质审批部门应当将物业管理企业资质年检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物业管理企业取得资质证书后，不得降低企业的资质条件，并应当接受资质审批部门的监督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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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资质审批部门应当加强对物业管理企业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审批部门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根据职权

可以撤销资质证书：  

  （一）审批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物业管理企业资质审批决定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物业管理企业资质审批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物业管理企业资质审批决定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物业管理企业颁发资质证书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审批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物业管理企业超越资质等级承接物业管理业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

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物业管理企业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资质年检的，由资质审批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处 1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物业管理企业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予以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物业管理企业不按照本办法规定及时办理资质变更手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资质审批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颁发资质证书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不予颁发资质证书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未在法定期限内予以审批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 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64 号 

  《建设部关于修改〈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的决定》已于 2007 年 10 月 30 日经建设部第 142 次常务

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建设部关于修改《物业 

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的决定 

  建设部决定对《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25 号)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 

  二、将“物业管理企业”修改为“物业服务企业”。 

  此外，对条文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发布。 

  

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 

（2004 年 3 月 17 日建设部令第 125 号，2007 年 11 月 26 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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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部关于修改<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规范物业管理市场秩序，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根据《物

业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实施对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物业服务企业，是指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物业管理服务活动的企业。 

  第三条 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等级分为一、二、三级。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一级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的颁发和管理。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二级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的颁发和管理，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

主管部门负责二级和三级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的颁发和管理，并接受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负责三级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的颁发和管理，并接受省、自治区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各资质等级物业服务企业的条件如下： 

  （一）一级资质： 

  1.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以上； 

  2.物业管理专业人员以及工程、管理、经济等相关专业类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于 30 人。其中，具有

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20 人，工程、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3.物业管理专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4.管理两种类型以上物业，并且管理各类物业的房屋建筑面积分别占下列相应计算基数的百分比之和不低于

100%： 

  （1）多层住宅 200 万平方米； 

  （2）高层住宅 100 万平方米； 

  （3）独立式住宅（别墅）15 万平方米； 

  （4）办公楼、工业厂房及其它物业 50 万平方米。 

  5.建立并严格执行服务质量、服务收费等企业管理制度和标准，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系统，有优良的经营管理

业绩。 

  （二）二级资质： 

  1.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 万元以上； 

  2.物业管理专业人员以及工程、管理、经济等相关专业类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

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工程、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3.物业管理专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4.管理两种类型以上物业，并且管理各类物业的房屋建筑面积分别占下列相应计算基数的百分比之和不低于

100%： 

  （1）多层住宅 100 万平方米； 

  （2）高层住宅 50 万平方米； 

  （3）独立式住宅（别墅）8 万平方米； 

  （4）办公楼、工业厂房及其它物业 20 万平方米。 

  5.建立并严格执行服务质量、服务收费等企业管理制度和标准，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系统，有良好的经营管理

业绩。 

  （三）三级资质： 

  1.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以上； 

  2.物业管理专业人员以及工程、管理、经济等相关专业类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具有

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5 人，工程、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3.物业管理专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4.有委托的物业管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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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建立并严格执行服务质量、服务收费等企业管理制度和标准，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系统。 

  第六条 新设立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持下列文件向工商注册所在地直辖市、

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申请资质： 

  （一）营业执照； 

  （二）企业章程； 

  （三）验资证明；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五）物业管理专业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和劳动合同。 

  第七条 新设立的物业服务企业，其资质等级按照最低等级核定，并设一年的暂定期。 

  第八条 一级资质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承接各种物业管理项目。 

  二级资质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承接 30 万平方米以下的住宅项目和 8 万平方米以下的非住宅项目的物业管理业

务。 

  三级资质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承接 20 万平方米以下住宅项目和 5 万平方米以下的非住宅项目的物业管理业

务。 

  第九条 申请核定资质等级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企业资质等级申报表； 

  （二）营业执照； 

  （三）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四）物业管理专业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和劳动合同，工程、财务

负责人的职称证书和劳动合同； 

  （五）物业服务合同复印件； 

  （六）物业管理业绩材料。 

  第十条 资质审批部门应当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对符合相应资质等级条件的企业核发资

质证书；一级资质审批前，应当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审查，审查

期限为 20 个工作日。 

  第十一条 物业服务企业申请核定资质等级，在申请之日前一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资质审批部门不予

批准： 

  （一）聘用未取得物业管理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 

  （二）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业务一并委托给他人的； 

  （三）挪用专项维修资金的； 

  （四）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用途的； 

  （五）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 

  （六）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 

  （七）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八）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不按照规定移交物业管理用房和有关资料的； 

  （九）与物业管理招标人或者其他物业管理投标人相互串通，以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的； 

  （十）不履行物业服务合同，业主投诉较多，经查证属实的； 

  （十一）超越资质等级承接物业管理业务的； 

  （十二）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的； 

  （十三）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 

  第十二条 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 

  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应当在新闻媒体上声明后，方可申请补领。 

  第十四条 企业发生分立、合并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到原资质审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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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申请办理资质证书注销手续，并重新核定资质等级。 

  第十五条 企业的名称、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到原资质审批部

门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企业破产、歇业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业务活动的，应当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手续后 15 日内，到

原资质审批部门办理资质证书注销手续。 

  第十七条 物业服务企业取得资质证书后，不得降低企业的资质条件，并应当接受资质审批部门的监督检

查。 

  资质审批部门应当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审批部门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根据职权

可以撤销资质证书： 

  （一）审批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审批决定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审批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审批决定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颁发资质证书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审批的其他情形。 

  第十九条 物业服务企业超越资质等级承接物业管理业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予

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物业服务企业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予以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物业服务企业不按照本办法规定及时办理资质变更手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资质审批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颁发资质证书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不予颁发资质证书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未在法定期限内予以审批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2015 年 5 月 4 日修正版） 

（2004 年 3 月 17 日建设部令第 125 号发布，2007 年 11 月 26 日根据《建设部关于修改<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

办法>的决定》修正，2015 年 05 月 04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规范物业管理市场秩序，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根据《物

业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实施对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物业服务企业，是指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物业管理服务活动的企业。 

  第三条 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等级分为一、二、三级。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一级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的颁发和管理。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二级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的颁发和管理，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

主管部门负责二级和三级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的颁发和管理，并接受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负责三级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的颁发和管理，并接受省、自治区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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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各资质等级物业服务企业的条件如下： 

  （一）一级资质： 

  1.物业管理专业人员以及工程、管理、经济等相关专业类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于 30 人。其中，具有

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20 人，工程、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2.物业管理专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3.管理两种类型以上物业，并且管理各类物业的房屋建筑面积分别占下列相应计算基数的百分比之和不低于

100％： 

  （1）多层住宅 200 万平方米； 

  （2）高层住宅 100 万平方米； 

  （3）独立式住宅（别墅）15 万平方米； 

  （4）办公楼、工业厂房及其它物业 50 万平方米。 

  4.建立并严格执行服务质量、服务收费等企业管理制度和标准，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系统，有优良的经营管理

业绩。 

  （二）二级资质： 

  1.物业管理专业人员以及工程、管理、经济等相关专业类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

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工程、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2.物业管理专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3.管理两种类型以上物业，并且管理各类物业的房屋建筑面积分别占下列相应计算基数的百分比之和不低于

100％： 

  （1）多层住宅 100 万平方米； 

  （2）高层住宅 50 万平方米； 

  （3）独立式住宅（别墅）8 万平方米； 

  （4）办公楼、工业厂房及其它物业 20 万平方米。 

  4.建立并严格执行服务质量、服务收费等企业管理制度和标准，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系统，有良好的经营管理

业绩。 

  （三）三级资质： 

  1.物业管理专业人员以及工程、管理、经济等相关专业类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具有

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5 人，工程、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2.物业管理专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3.有委托的物业管理项目； 

  4.建立并严格执行服务质量、服务收费等企业管理制度和标准，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系统。 

  第六条 新设立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持下列文件向工商注册所在地直辖市、

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申请资质： 

  （一）营业执照； 

  （二）企业章程； 

  （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四）物业管理专业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和劳动合同。 

  第七条 新设立的物业服务企业，其资质等级按照最低等级核定，并设一年的暂定期。 

  第八条 一级资质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承接各种物业管理项目。 

  二级资质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承接 30 万平方米以下的住宅项目和 8 万平方米以下的非住宅项目的物业管理业

务。 

  三级资质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承接 20 万平方米以下住宅项目和 5 万平方米以下的非住宅项目的物业管理业

务。 

  第九条 申请核定资质等级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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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企业资质等级申报表； 

  （二）营业执照； 

  （三）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四）物业管理专业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和劳动合同，工程、财务

负责人的职称证书和劳动合同； 

  （五）物业服务合同复印件； 

  （六）物业管理业绩材料。 

  第十条 资质审批部门应当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对符合相应资质等级条件的企业核发资

质证书；一级资质审批前，应当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审查，审查

期限为 20 个工作日。 

  第十一条 物业服务企业申请核定资质等级，在申请之日前一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资质审批部门不予

批准： 

  （一）聘用未取得物业管理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 

  （二）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业务一并委托给他人的； 

  （三）挪用专项维修资金的； 

  （四）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用途的； 

  （五）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 

  （六）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 

  （七）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八）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不按照规定移交物业管理用房和有关资料的； 

  （九）与物业管理招标人或者其他物业管理投标人相互串通，以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的； 

  （十）不履行物业服务合同，业主投诉较多，经查证属实的； 

  （十一）超越资质等级承接物业管理业务的； 

  （十二）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的； 

  （十三）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 

  第十二条 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 

  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应当在新闻媒体上声明后，方可申请补领。 

  第十四条 企业发生分立、合并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到原资质审批部

门申请办理资质证书注销手续，并重新核定资质等级。 

  第十五条 企业的名称、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到原资质审批部

门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企业破产、歇业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业务活动的，应当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手续后 15 日内，到

原资质审批部门办理资质证书注销手续。 

  第十七条 物业服务企业取得资质证书后，不得降低企业的资质条件，并应当接受资质审批部门的监督检

查。 

  资质审批部门应当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审批部门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根据职权

可以撤销资质证书： 

  （一）审批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审批决定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审批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审批决定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颁发资质证书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审批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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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物业服务企业超越资质等级承接物业管理业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予

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物业服务企业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予以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物业服务企业不按照本办法规定及时办理资质变更手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资质审批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颁发资质证书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不予颁发资质证书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未在法定期限内予以审批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3.7.33）《房屋登记办法》(建设部令第 168 号修订 2008 年 2 月 1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68 号 

  《房屋登记办法》已于 2008 年 1 月 22 日经建设部第 147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二○○八年二月十五日 

  

房 屋 登 记 办 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房屋登记行为，维护房地产交易安全，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房屋登记，是指房屋登记机构依法将房屋权利和其他应当记载的事项在房屋登记簿上

予以记载的行为。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的房屋登记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登记工作。 

  第四条 房屋登记，由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登记机构办理。 

  本办法所称房屋登记机构，是指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或者其设置的负责房屋登

记工作的机构。 

  第五条 房屋登记机构应当建立本行政区域内统一的房屋登记簿。 

  房屋登记簿是房屋权利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由房屋登记机构管理。 

  第六条 房屋登记人员应当具备与其岗位相适应的专业知识。 

  从事房屋登记审核工作的人员，应当取得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登记上岗证书，持证上岗。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七条 办理房屋登记，一般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申请； 

  （二）受理； 

  （三）审核； 

  （四）记载于登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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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发证。 

  房屋登记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就登记事项进行公告。 

  第八条 办理房屋登记，应当遵循房屋所有权和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 

  第九条 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确定申请房屋登记需要提交的材料，并将申请登

记材料目录公示。 

  第十条 房屋应当按照基本单元进行登记。房屋基本单元是指有固定界限、可以独立使用并且有明确、唯一

的编号（幢号、室号等）的房屋或者特定空间。 

  国有土地范围内成套住房，以套为基本单元进行登记；非成套住房，以房屋的幢、层、间等有固定界限的部

分为基本单元进行登记。集体土地范围内村民住房，以宅基地上独立建筑为基本单元进行登记；在共有宅基地上建造

的村民住房，以套、间等有固定界限的部分为基本单元进行登记。 

  非住房以房屋的幢、层、套、间等有固定界限的部分为基本单元进行登记。 

  第十一条 申请房屋登记，申请人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登记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登记材料。 

  申请登记材料应当提供原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应当提交经有关机关确认与原件一致的复印件。 

  申请人应当对申请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不得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房屋

登记。 

  第十二条 申请房屋登记，应当由有关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但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有下列情形之一，申请房屋登记的，可以由当事人单方申请： 

  （一）因合法建造房屋取得房屋权利； 

  （二）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取得房屋权利； 

  （三）因继承、受遗赠取得房屋权利； 

  （四）有本办法所列变更登记情形之一； 

  （五）房屋灭失； 

  （六）权利人放弃房屋权利；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登记。 

  共有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可以由相关的共有人申请，但因共有性质或者共有人份额变更申请房屋登记的，

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 

  第十四条 未成年人的房屋，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登记。监护人代为申请未成年人房屋登记的，应当提

交证明监护人身份的材料；因处分未成年人房屋申请登记的，还应当提供为未成年人利益的书面保证。 

  第十五条 申请房屋登记的，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应

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登

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第十六条 申请房屋登记的，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登记费。 

  第十七条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登记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予以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登记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内容。 

  第十八条 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查验申请登记材料，并根据不同登记申请就申请登记事项是否是申请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申请登记房屋是否为共有房屋、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是否同意更正，以及申请登记材料中需进一步

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询问申请人。询问结果应当经申请人签字确认，并归档保留。 

  房屋登记机构认为申请登记房屋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 

  第十九条 办理下列房屋登记，房屋登记机构应当实地查看： 

  （一）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 

  （二）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 

  （三）因房屋灭失导致的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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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实地查看的其他房屋登记。 

  房屋登记机构实地查看时，申请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条 登记申请符合下列条件的，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予以登记，将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房屋登记簿： 

  （一）申请人与依法提交的材料记载的主体一致； 

  （二）申请初始登记的房屋与申请人提交的规划证明材料记载一致，申请其他登记的房屋与房屋登记簿记载

一致； 

  （三）申请登记的内容与有关材料证明的事实一致； 

  （四）申请登记的事项与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房屋权利不冲突； 

  （五）不存在本办法规定的不予登记的情形。 

  登记申请不符合前款所列条件的，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不予登记，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登记的原因。 

  第二十一条 房屋登记机构将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房屋登记簿之前，申请人可以撤回登记申请。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不予登记： 

  （一）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施工许可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的面积等内容建造的建筑申请登记的； 

  （二）申请人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权利来源证明文件或者申请登记的房屋权利与权利来源证明文件不一致

的； 

  （三）申请登记事项与房屋登记簿记载冲突的； 

  （四）申请登记房屋不能特定或者不具有独立利用价值的； 

  （五）房屋已被依法征收、没收，原权利人申请登记的； 

  （六）房屋被依法查封期间，权利人申请登记的； 

  （七）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其他不予登记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自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于下列时限内，将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房屋登记

簿或者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 

  （一）国有土地范围内房屋所有权登记，30 个工作日，集体土地范围内房屋所有权登记，60 个工作日； 

  （二）抵押权、地役权登记，10 个工作日； 

  （三）预告登记、更正登记，10 个工作日； 

  （四）异议登记，1 个工作日。 

  公告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时限。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登记时限的，经房屋登记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

最长不得超过原时限的一倍。 

  法律、法规对登记时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房屋登记簿应当记载房屋自然状况、权利状况以及其他依法应当登记的事项。 

  房屋登记簿可以采用纸介质，也可以采用电子介质。采用电子介质的，应当有唯一、确定的纸介质转化形

式，并应当定期异地备份。 

  第二十五条 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根据房屋登记簿的记载，缮写并向权利人发放房屋权属证书。 

  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房屋权利的证明，包括《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他项权证》等。申请登记房屋为

共有房屋的，房屋登记机构应当在房屋所有权证上注明“共有”字样。 

  预告登记、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在房屋登记簿上予以记载后，由房屋登记机

构发放登记证明。 

  第二十六条 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房屋登记簿确有错误外，

以房屋登记簿为准。 

  第二十七条 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破损的，权利人可以向房屋登记机构申请换发。房屋登记机构换发

前，应当收回原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并将有关事项记载于房屋登记簿。 

  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遗失、灭失的，权利人在当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遗失声明后，可以申请补发。

房屋登记机构予以补发的，应当将有关事项在房屋登记簿上予以记载。补发的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上应当注明

“补发”字样。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298 / 3277 页 

 

  在补发集体土地范围内村民住房的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前，房屋登记机构应当就补发事项在房屋所在

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公告。 

  第二十八条 房屋登记机构应当将房屋登记资料及时归档并妥善管理。 

  申请查询、复制房屋登记资料的，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房屋登记信息系统建设，逐步实现全国房

屋登记簿信息共享和异地查询。 

第三章 国有土地范围内房屋登记 

第一节 所有权登记 

  第三十条 因合法建造房屋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 

  （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明； 

  （四）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证明； 

  （五）房屋已竣工的证明； 

  （六）房屋测绘报告； 

  （七）其他必要材料。 

  第三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时，应当对建筑区划内依法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

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等房屋一并申请登记，由房屋登记机构在房屋登记簿上予以记载，不颁发房屋权属

证书。 

  第三十二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应当在有关法律文件生效或者事实发生后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

登记： 

  （一）买卖； 

  （二）互换； 

  （三）赠与； 

  （四）继承、受遗赠； 

  （五）房屋分割、合并，导致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六）以房屋出资入股； 

  （七）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合并，导致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三条 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 

  （三）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房地产权证书； 

  （四）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 

  （五）其他必要材料。 

  前款第（四）项材料，可以是买卖合同、互换合同、赠与合同、受遗赠证明、继承证明、分割协议、合并协

议、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者其他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 

  第三十四条 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房屋的所有权，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除提供本办法第三十

三条规定材料外，还应当提交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抵押权人同意抵押房屋转让的书面文件、他项权利证书。 

  第三十五条 因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合法建造房屋、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房屋所有

权，权利人转让该房屋所有权或者以该房屋设定抵押权时，应当将房屋登记到权利人名下后，再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

登记或者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 

  因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取得房屋所有权，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房屋登记机构

予以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予以办理。房屋登记机构予以登记的，应当在房屋登记簿上记载基于人民法院或者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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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登记的事实。 

  第三十六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权利人应当在有关法律文件生效或者事实发生后申请房屋所有权变更

登记： 

  （一）房屋所有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变更的； 

  （二）房屋坐落的街道、门牌号或者房屋名称变更的； 

  （三）房屋面积增加或者减少的； 

  （四）同一所有权人分割、合并房屋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七条 申请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 

  （三）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房地产权证书； 

  （四）证明发生变更事实的材料； 

  （五）其他必要材料。 

  第三十八条 经依法登记的房屋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所有权人应当自事实发生后申请

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 

  （一）房屋灭失的； 

  （二）放弃所有权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九条 申请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 

  （三）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房地产权证书； 

  （四）证明房屋所有权消灭的材料； 

  （五）其他必要材料。 

  第四十条 经依法登记的房屋上存在他项权利时，所有权人放弃房屋所有权申请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供他

项权利人的书面同意文件。 

  第四十一条 经登记的房屋所有权消灭后，原权利人未申请注销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可以依据人民法院、

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生效征收决定办理注销登记，将注销事项记载于房屋登记簿，原房屋所

有权证收回或者公告作废。 

第二节 抵押权登记 

  第四十二条 以房屋设定抵押的，当事人应当申请抵押权登记。 

  第四十三条 申请抵押权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房地产权证书； 

  （四）抵押合同； 

  （五）主债权合同； 

  （六）其他必要材料。 

  第四十四条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抵押权设立登记，房屋登记机构应当将下列事项记载于房屋登记簿： 

  （一）抵押当事人、债务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被担保债权的数额； 

  （三）登记时间。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第四十四条所列事项发生变化或者发生法律、法规规定变更抵押权的其他情形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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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应当申请抵押权变更登记。 

  第四十六条 申请抵押权变更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房屋他项权证书； 

  （四）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变更抵押权的书面协议； 

  （五）其他必要材料。 

  因抵押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发生变更，或者抵押房屋坐落的街道、门牌号发生变更申请变更登记的，无需提

交前款第（四）项材料。 

  因被担保债权的数额发生变更申请抵押权变更登记的，还应当提交其他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文件。 

  第四十七条 经依法登记的房屋抵押权因主债权转让而转让，申请抵押权转移登记的，主债权的转让人和

受让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房屋他项权证书； 

  （四）房屋抵押权发生转移的证明材料； 

  （五）其他必要材料。 

  第四十八条 经依法登记的房屋抵押权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权利人应当申请抵押权注销登记： 

  （一）主债权消灭； 

  （二）抵押权已经实现； 

  （三）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 

  （四）法律、法规规定抵押权消灭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九条 申请抵押权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 登记申请书； 

  （二）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 房屋他项权证书； 

  （四） 证明房屋抵押权消灭的材料； 

  （五） 其他必要材料。 

  第五十条 以房屋设定最高额抵押的，当事人应当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 

  第五十一条 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 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房屋所有权证书或房地产权证书； 

  （四）最高额抵押合同； 

  （五）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合同或者其他登记原因证明材料； 

  （六）其他必要材料。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存在债权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申请登记的，应

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已存在债权的合同或者其他登记原因证明材料； 

  （二）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同意将该债权纳入最高额抵押权担保范围的书面材料。 

  第五十三条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除本办法第四十四条所列事项外，登记机构还应

当将最高债权额、债权确定的期间记载于房屋登记簿，并明确记载其为最高额抵押权。 

  第五十四条 变更最高额抵押权登记事项或者发生法律、法规规定变更最高额抵押权的其他情形，当事人

应当申请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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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五条 申请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房屋他项权证书； 

  （四）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尚未确定的证明材料； 

  （五）最高额抵押权发生变更的证明材料； 

  （六）其他必要材料。 

  因最高债权额、债权确定的期间发生变更而申请变更登记的，还应当提交其他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文件。 

  第五十六条 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确定前，最高额抵押权发生转移，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转移登记的，转

让人和受让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房屋他项权证书； 

  （四）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尚未确定的证明材料； 

  （五）最高额抵押权发生转移的证明材料； 

  （六）其他必要材料。 

  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确定前，债权人转让部分债权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房屋登记机构不得办理最

高额抵押权转移登记。当事人约定最高额抵押权随同部分债权的转让而转移的，应当在办理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登记

之后，依据本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办理抵押权转移登记。 

  第五十七条 经依法登记的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确定，申请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

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房屋他项权证书； 

  （四）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已确定的证明材料； 

  （五）其他必要材料。 

  第五十八条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将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已经确

定的事实记载于房屋登记簿。 

  当事人协议确定或者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了债权数额的，房屋登记机构可以依照当

事人一方的申请将债权数额确定的事实记载于房屋登记簿。 

  第五十九条 以在建工程设定抵押的，当事人应当申请在建工程抵押权设立登记。 

  第六十条 申请在建工程抵押权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抵押合同； 

  （四）主债权合同； 

  （五）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或者记载土地使用权状况的房地产权证书； 

  （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七）其他必要材料。 

  第六十一条 已经登记在建工程抵押权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当事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申请变更登记、

转移登记、注销登记：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登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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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证明在建工程抵押权发生变更、转移或者消灭的材料； 

  （五）其他必要材料。 

  第六十二条 在建工程竣工并经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后，当事人应当申请将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转为房屋

抵押权登记。 

第三节 地役权登记 

  第六十三条 在房屋上设立地役权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地役权设立登记。 

  第六十四条 申请地役权设立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地役权合同； 

  （四）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房地产权证书； 

  （五）其他必要材料。 

  第六十五条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地役权设立登记，房屋登记机构应当将有关事项记载于需役地和供役地房

屋登记簿，并可将地役权合同附于供役地和需役地房屋登记簿。 

  第六十六条 已经登记的地役权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当事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申请变更登记、转移登

记、注销登记：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登记证明； 

  （四）证明地役权发生变更、转移或者消灭的材料； 

  （五）其他必要材料。 

第四节 预告登记 

  第六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申请预告登记： 

  （一）预购商品房； 

  （二）以预购商品房设定抵押； 

  （三）房屋所有权转让、抵押；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十八条 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书面同意，处分该房屋申请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不

予办理。 

  预告登记后，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相应的房屋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当事人申请房屋登记的，房屋登记

机构应当按照预告登记事项办理相应的登记。 

  第六十九条 预售人和预购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后，预售人未按照约定与预购人申请预告登记，预购人

可以单方申请预告登记。 

  第七十条 申请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已登记备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 

  （四）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约定； 

  （五）其他必要材料。 

  预购人单方申请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预售人与预购人在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对预告登记附有条件和期限的，

预购人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第七十一条 申请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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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抵押合同； 

  （四）主债权合同； 

  （五）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 

  （六）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约定； 

  （七）其他必要材料。 

  第七十二条 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预告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房屋所有权转让合同； 

  （四）转让方的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房地产权证书； 

  （五）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约定； 

  （六）其他必要材料。 

  第七十三条 申请房屋抵押权预告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抵押合同； 

  （四）主债权合同； 

  （五）房屋所有权证书或房地产权证书，或者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预告证明； 

  （六）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约定； 

  （七）其他必要材料。 

第五节 其他登记 

  第七十四条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房屋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的，可以提交下列材料，申请更正登

记：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证明房屋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材料。 

  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的，还应当提供权利人同意更正的证明材料。 

  房屋登记簿记载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更正；需要更正房屋权属证书内容的，应当书面通知权利人换领房屋

权属证书；房屋登记簿记载无误的，应当不予更正，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七十五条 房屋登记机构发现房屋登记簿的记载错误，不涉及房屋权利归属和内容的，应当书面通知有

关权利人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更正登记；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办理更正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可以依据申请登记

材料或者有效的法律文件对房屋登记簿的记载予以更正，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对于涉及房屋权利归属和内容的房屋登记簿的记载错误，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书面通知有关权利人在规定期

限内办理更正登记；办理更正登记期间，权利人因处分其房屋权利申请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暂缓办理。 

  第七十六条 利害关系人认为房屋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而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持登

记申请书、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房屋登记簿记载错误的证明文件等材料申请异议登记。 

  第七十七条 房屋登记机构受理异议登记的，应当将异议事项记载于房屋登记簿。 

  第七十八条 异议登记期间，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处分房屋申请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暂缓办理。 

  权利人处分房屋申请登记，房屋登记机构受理登记申请但尚未将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房屋登记簿之前，第

三人申请异议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中止办理原登记申请，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七十九条 异议登记期间，异议登记申请人起诉，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或者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异议登记申

请人或者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可以持登记申请书、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相应的证明文件等材料申请注销异议登

记。 

  第八十条 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房屋权利归属或者权利内容与房屋登记簿记载的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304 / 3277 页 

 

权利状况不一致的，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有关法律文书，办理相应的登记。 

  第八十一条 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委员会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件证明当事人以隐瞒真实情况、提交虚假

材料等非法手段获取房屋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可以撤销原房屋登记，收回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或者公告作废，

但房屋权利为他人善意取得的除外。 

第四章 集体土地范围内房屋登记 

  第八十二条 依法利用宅基地建造的村民住房和依法利用其他集体所有建设用地建造的房屋，可以依照本

办法的规定申请房屋登记。 

  法律、法规对集体土地范围内房屋登记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十三条 因合法建造房屋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宅基地使用权证明或者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明； 

  （四）申请登记房屋符合城乡规划的证明； 

  （五）房屋测绘报告或者村民住房平面图； 

  （六）其他必要材料。 

  申请村民住房所有权初始登记的，还应当提交申请人属于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证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的，还应当提交经村民会议同意或者由村民会议授权经村民代

表会议同意的证明材料。 

  第八十四条 办理村民住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房屋登记机构

受理登记申请后，应当将申请登记事项在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进行公告。经公告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

的，方可予以登记。 

  第八十五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权利人应当在有关法律文件生效或者事实发生后申请房屋所有权变更

登记： 

  （一）房屋所有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变更的； 

  （二）房屋坐落变更的； 

  （三）房屋面积增加或者减少的； 

  （四）同一所有权人分割、合并房屋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八十六条 房屋所有权依法发生转移，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房屋所有权证书； 

  （四）宅基地使用权证明或者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明； 

  （五）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 

  （六）其他必要材料。 

  申请村民住房所有权转移登记的，还应当提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转移的证明材料。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还应当提交经村民会议同意或者由村民会议授权经村民代

表会议同意的证明材料。 

  第八十七条 申请农村村民住房所有权转移登记，受让人不属于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除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不予办理。 

  第八十八条 依法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设立抵押，申请抵押权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房屋所有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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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明； 

  （五）主债权合同和抵押合同； 

  （六）其他必要材料。 

  第八十九条 房屋登记机构对集体土地范围内的房屋予以登记的，应当在房屋登记簿和房屋权属证书上注

明“集体土地”字样。 

  第九十条 办理集体土地范围内房屋的地役权登记、预告登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等房屋登记，可以参照

适用国有土地范围内房屋登记的有关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九十一条 非法印制、伪造、变造房屋权属证书或者登记证明，或者使用非法印制、伪造、变造的房屋权

属证书或者登记证明的，由房屋登记机构予以收缴；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十二条 申请人提交错误、虚假的材料申请房屋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房屋登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办理房屋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房屋登记机构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房屋登记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登记错误的工作人员，有权追偿。 

  第九十三条 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涂改、毁损、伪造房屋登记簿； 

  （二）对不符合登记条件的登记申请予以登记，或者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登记申请不予登记； 

  （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第六章 附  则 

  第九十四条 房屋登记簿的内容和管理规范，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九十五条 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制定式样，统一监制，统一编号规则。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房屋和土地登记工作的，可以制作、颁发统一的房地产权证书。

房地产权证书的式样应当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十六条 具有独立利用价值的特定空间以及码头、油库等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登记，可以参照本办法

执行。 

  第九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房屋登记实施细则。 

  第九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57 号）、《建设部

关于修改<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决定》（建设部令第 99 号）同时废止。   

 

3.7.34）《关于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实行信息登记管理的通知》(赣建办〔2017〕14 号 2017-03-28） 

信息分类：其他有关文件文件编号：赣建办〔2017〕14 号公开方式：主动公开发布日期：2017-03-28 公开时限：

常年公开公开范围：面向全社会信息索取号： M00160-0203-2017-0011 责任部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省外进赣

建设工程企业实行信息登记管理的通知 

各设区市和省直管试点县(市)建设局(建委): 

     为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建筑市场体系，加强对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的服务和管理，优化建

筑业发展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动建筑市场统一开放的若干规定》（建市

[2015]140 号）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简化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进入我省承接业务的信息登记和备案管理工作，

我厅开发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管理系统”，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工商注册地在我省行政区域外，取得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

标代理、造价咨询和检测等资质资格证书的企业，下同）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承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业务

的，应当在“省外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管理系统”上办理企业信息登记。该系统中有关企业信息将实时上传至江西

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化工作平台（以下简称“一体化工作平台”）。 

     (二）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实施建设工程招投标、施工图审查前，应当在“一体化工作平台”上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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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是否已经办理企业信息登记，并核对相关信息。不能在“一体化工作平台”上查询到的省外

进赣建设工程企业，不得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承揽业务。不能在“一体化工作平台”上查询到的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

人员，不得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活动。 

  （三）直接发包或者不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系统中招投标的项目，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一体

化工作平台”上查验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是否已经办理企业信息登记，并核对相关信息。 

  （四）凡在“省外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管理系统” 办理了企业信息登记，并能在“一体化工作平台”查

询到的省外建设工程企业，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得要求设立子公司（分公司）、要求法定代表人到场、缴纳

没有法律依据的保证金、强制扣押企业和人员相关证照资料等直接或变相设置门槛，限制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在

本地承揽业务。 

  二、信息登记 

  （五）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可登陆“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www.jxjst.gov.cn）”，进入“网上办事”

后，在业务系统中选择进入“省外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管理系统”。下载加密锁驱动程序后，凭加密锁登录，填报

相关信息。 

  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应当对报送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企业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在 30 日内通过“省

外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管理系统”更新相关信息。 

  （六）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通过“省外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管理系统”录入下列信息： 

  1、《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表》； 

  2、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资格）证书副本、开户许可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副本（施工企业）、分支机构营业执照（设立分支机构的造价咨询企业需提供）； 

  3、企业诚信守法承诺书； 

  4、企业驻赣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法定委托人的任命书或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和社会保险证明，联系方式；

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 

  5、在我省从事建设活动的企业相关人员需录入下列信息： 

  （1）勘察、设计企业。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工程师、非注册技术人员的注册证书（职称证书）、身份证、

社会保险证明、联系方式。 

  （2）施工企业。注册建造师、现场管理人员（八大员）的注册证书（岗位证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身份证、社会保险证明、联系方式。 

  （3）监理企业。注册监理工程师的注册证书、身份证、社会保险证明、联系方式。 

  （4）招标代理企业。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的注册证书（专职从业人员提供）、职称证（毕业证）、身份证、

社会保险证明、人事档案代理证明、联系方式。 

  （5）造价咨询企业。 

  A、分支机构备案。在分支机构执业注册的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3 名）的注册证书、身份证、社会保险证明、

联系方式。 

  B、单个项目备案。注册造价工程师（造价员）的注册证书（资格证书）、身份证、社会保险证明、联系方

式。 

  （6）检测从业人员岗位证书、身份证、社会保险证明、联系方式。 

  提供社会保险证明的，需提供社会保险网上查询网址。 

  6、驻赣办公场所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 

  7、省外进赣检测机构在赣自有相应的检测能力（包括检测场所、检测设备等）。 

  8、省外造价咨询企业单个项目备案拟承接工程造价咨询项目名称及相关信息。 

  上述证件、证明材料原件均扫描后上传至“省外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管理系统”。 

  （七）完成信息录入后，持以上材料原件到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进行核对确认（新版建筑业

资质证书可提供复印件）。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现场核对确认申请材料，对原件与上传扫描件核对无

误后，当场退还原件。对资料不全或核验有误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企业。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307 / 3277 页 

 

  （八）对符合要求的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办理企业信息登记，在“一体化工作平台”上公布省外进赣建

设工程企业相关信息。 

  （九）已办理进赣信息登记的省外进赣施工企业，在参与项目投标前，需在“省外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管

理系统”上填写并提交省外进赣施工企业单项工程投标登记表，拟参与建设活动的相关人员从已办理信息登记的人

员中选取（只需在网上平台操作提交，无需另行提交材料），经我厅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确认后，相关信息将在“一体

化工作平台”公布。 

  （十）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不予受理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申请： 

  1、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发布平台无法查询的外省建设工程企业； 

  2、未取得相应资质（资格）的； 

  3、近两年内发生过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 

  4、近两年内有恶意拖欠工程款或农民工工资行为，或其它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行为； 

  5、在办理信息登记时，提供的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 

  6、存在其它严重不良行为记录的。 

  （十一）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有效期一般情况下与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一致；但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有效期先于企业资质证书到期的，登记有效期与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一致。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在信息登

记有效期届满后，需继续在我省从事承揽业务活动的，应当于有效期届满前 30 日内通过“省外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

记管理系统”更新相关信息。 

  三、其他要求 

  （十二）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应遵守建筑市场管理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严格按照许可范围、法定程序从

事承揽业务活动，接受江西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十三）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加强对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的事中事后动态

监管，主要监管以下内容： 

  1、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情况； 

  2、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建筑市场行为情况，依法查处企业转包、挂靠、违法分包、围标串标、恶意以低

于成本价竞争承揽业务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 

  3、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情况； 

  4、项目管理机构建立情况、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情况、执业资格情况、到岗履行职责情况、依法应当备

案的成果文件备案情况、社会保险证明情况等； 

  5、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是否存在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行为； 

  6、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部署的其他工作。 

  （十四）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的诚信管理纳入省内建设工程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对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或

报送企业基本信息时弄虚作假的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依据有关规定，将其列入黑名单，采取市

场禁入等措施，同时将其违法违规行为通报企业注册所在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并上报住房城乡建设

部，在全国建筑市场与诚信平台上向社会公布。 

  （十五）已进入我省从事建筑活动的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应在本通知下发之日起 90 日内，按照本通知

要求完成企业信息登记工作。 

  （十六）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原有关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管理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照本通知

执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7 年 3 月 27 日   

 

3.7.35）《关于实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建质[2004] 

号 203 2004年 11 月 23日） 

索 引 号：000013338/2004-00010 主题信息：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建设部生成日期：2004 年 11 月 23 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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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名称：关于实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

建质[2004]203 号主 题 词：关于实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

知   

建质[2004]203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规划委）：  

  为贯彻实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34 号，以下简称

134 号令），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审查机构的认定  

  1、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要结合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规模，对本地区所需审查机构的数量进行

测算、定期进行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要在 200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对本地区审查机构的认定工作，2005 年 1

月 1 日起，建设部颁发（印制）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许可证》停止使用。  

  2、审查机构中专职从事审查工作的审查人员不得低于各专业审查人员要求数量的 50％。  

  专职从事审查的注册人员，在审查期间保留其注册资格，但须暂停勘察设计执业；兼职从事审查工作的注册

人员，应当与审查机构签订至少一年以上的聘用合同。  

  审查人员只能在一个审查机构从事审查工作。  

  3、申请某一类型市政工程审查机构认定的，其必须配套的专业人员与本机构其他类型市政工程所需专业或

者必须配套的专业人员专业相同的，该人员在认定时可以重复使用。  

  4、申报认定的机构，应当按规定提供相关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申报材料的要求及式样由各地自

定。  

  5、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获得认定的审查机构颁发《审查机构认定书》，并向社会公布。  

  《审查机构认定书》由各地自行印制，参考式样见附件一。  

  为便于审查工作管理和信息统计，认定书编号采用 5 位数，前两位全国统一编号，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代码，后三位由各地自定，代码见附件二。  

  二、关于审查任务的委托和承接  

  6、建设单位委托施工图审查任务，应当与审查机构签订审查合同。  

  7、对于技术力量薄弱，难以按规定的认定条件成立审查机构的地区，提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审查机构在这

些地区设立施工图审查受理窗口或者办事机构，以提高审查时效。  

  8、建设单位选择本省行政区域外审查机构审查的，审查机构出具审查合格书后,应当在向项目所在地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的同时,向审查机构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三、关于审查合格书  

  9、审查合格书是证明施工图审查合格的法定文书，是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必备条件。  

  审查合格书式样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审查合格书应当包括建设工程项目概况、勘察

设计企业概况、施工图审查情况等。  

  四、关于审查合格后的备案  

  10、审查机构应当在审查合格书颁发后 5 个工作日内将审查情况报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备案。该备案属于告知性备案，其内容应当包括审查合同和审查合格书。  

  五、关于不良记录的报送  

  11、审查机构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不良记录管理办法》要求，对审查中发现的建设

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问题，报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审查机构上报的不良记录进行核实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要求将施工图审查情况通过《勘察设计质量管理信息业务系

统》定期向我部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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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关于存档  

  12、审查机构应当在审查合格后，对包括审查记录和审查合格书在内的全套审查资料进行保存以备查。  

  七、关于签字盖章  

  13、审查合格后，审查机构应当在全套施工图（包括须经审查的设计变更文件）的每一张图纸上按规定盖

章。 

  附件一：《施工图审查机构认定书》参考式样 

  附件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3.7.36)《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2013 年 4 月 27 日 建设部令第 13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 13 号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已经第 95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

布，自 201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姜伟新 

                                   2013 年 4 月 27 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管理，提高工程勘察设计质

量，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和实施监督管

理的，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实施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文件，以下简称施工图）审查制度。 

  本办法所称施工图审查，是指施工图审查机构（以下简称审查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施工图涉及公

共利益、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的审查。施工图审查应当坚持先勘察、后设计的原则。 

  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的，不得使用。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监理等活动，以及实施对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应当以审查合格的施工图为依据。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的施工图审查工作实施指导、监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施工图审查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审查机构条件，结合本

行政区域内的建设规模，确定相应数量的审查机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审查机构是专门从事施工图审查业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法人。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查机构名录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审查机构按承接业务范围分两类，一类机构承接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业务范

围不受限制；二类机构可以承接中型及以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图审查。 

  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规模划分，按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一类审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二）审查人员应当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 15 年以上所需专业勘察、设计工作经历；主持过不少于 5 项大

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相应专业的设计或者甲级工程勘察项目相应专业的勘察；已实行执业注册制度

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并在本审查机构注

册；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近 5 年内未因违反工程建设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标准受到行政处罚。 

  （三）在本审查机构专职工作的审查人员数量：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结构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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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建筑专业不少于 3 人，电气、暖通、给排水、勘察等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从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图审查的，所需专业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7 人，其他必须配套的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专门从事勘察文件审查

的，勘察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7 人。 

  承担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还应当具有主持过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或者 100 米以上建筑工程结构

专业设计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3 人。 

  （四）60 岁以上审查人员不超过该专业审查人员规定数的 1/2。 

  （五）注册资金不少于 300 万元。 

  第八条 二类审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二）审查人员应当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 10 年以上所需专业勘察、设计工作经历；主持过不少于 5 项中

型以上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相应专业的设计或者乙级以上工程勘察项目相应专业的勘察；已实行执业

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并在本审

查机构注册；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近 5 年内未因违反工程建设法律法

规和强制性标准受到行政处罚。 

  （三）在本审查机构专职工作的审查人员数量：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结构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3 人，建筑、电气、暖通、给排水、勘察等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从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的，所需

专业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4 人，其他必须配套的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专门从事勘察文件审查的，勘察专业审

查人员不少于 4 人。 

  （四）60 岁以上审查人员不超过该专业审查人员规定数的 1/2。 

  （五）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 万元。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送审查机构审查，但审查机构不得与所审查项目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

业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送审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规定。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审查机构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施工图审查，不得压缩合理

审查周期、压低合理审查费用。 

  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审查机构提供下列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一）作为勘察、设计依据的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及附件； 

  （二）全套施工图； 

  （三）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 

  第十一条 审查机构应当对施工图审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二）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安全性； 

  （三）是否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对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项目，还应当审查是否符合绿色建筑标

准； 

  （四）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是否按规定在施工图上加盖相应的图章和签字；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审查的其他内容。 

  第十二条 施工图审查原则上不超过下列时限： 

  （一）大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为 15 个工作日，中型及以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为 10 个工作日。 

  （二）工程勘察文件，甲级项目为 7 个工作日，乙级及以下项目为 5 个工作日。 

  以上时限不包括施工图修改时间和审查机构的复审时间。 

  第十三条 审查机构对施工图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审查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审查合格书，并在全套施工图上加盖审查专用章。审查合

格书应当有各专业的审查人员签字，经法定代表人签发，并加盖审查机构公章。审查机构应当在出具审查合格书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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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将审查情况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二）审查不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将施工图退建设单位并出具审查意见告知书，说明不合格原因。同时，

应当将审查意见告知书及审查中发现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的问题，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施工图退建设单位后，建设单位应当要求原勘察设计企业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施工图送原审查机构复

审。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审查合格的施工图；确需修改的，凡涉及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内容的，建设单位应当将修改后的施工图送原审查机构审查。 

  第十五条 勘察设计企业应当依法进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并对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审查机构对施工图审查工作负责，承担审查责任。施工图经审查合格后，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的问题，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审查机构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六条 审查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施工图审查应当有经各专业审查人员签字的审查记录。

审查记录、审查合格书、审查意见告知书等有关资料应当归档保存。 

  第十七条 已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按规定参加执业注册继续教育。 

  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

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培训，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 40 学时。 

  第十八条 按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审查机构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 

  （二）是否超出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 

  （三）是否使用不符合条件的审查人员； 

  （四）是否按规定的内容进行审查； 

  （五）是否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六）是否按规定填写审查意见告知书； 

  （七）是否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 

  （八）是否建立健全审查机构内部管理制度； 

  （九）审查人员是否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要求被检查的审查机构提供有关施工图审

查的文件和资料，并将监督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 审查机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审查情况统计信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施工图审查情况进行统计，并将统计信息报上级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对施工图审查工作中违法、违规行为

的检举、控告和投诉。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审查机构报告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注册

执业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依法进行查处。 

  第二十三条 审查机构列入名录后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不再将其列入审查机构名录。 

  第二十四条 审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 3 万元罚款，并记入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不再将其列入审查机构名录： 

  （一）超出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的； 

  （二）使用不符合条件审查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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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未按规定的内容进行审查的； 

  （四）未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五）未按规定填写审查意见告知书的； 

  （六）未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的； 

  （七）已出具审查合格书的施工图，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第二十五条 审查机构出具虚假审查合格书的，审查合格书无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处 3 万元罚款，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再将其列入审查机构名录。 

  审查人员在虚假审查合格书上签字的，终身不得再担任审查人员；对于已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的审查

人员，还应当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六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 3 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予以通报： 

  （一）压缩合理审查周期的； 

  （二）提供不真实送审资料的； 

  （三）对审查机构提出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要求的。 

  建设单位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还应当依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七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审查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机

构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并记入信用档案。 

  第二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未按照本办法规定确定审查机构的，国务

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第二十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施工图审查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原建设部 2004 年 8 月 23 日发布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34 号）同时废止。 

 

3.7.37)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9 号 2005 年 03 月 04 日) 

http://www.ndrc.gov.cn/fzgggz/gdzctz/tzfg/200506/t20050602_44900.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7-01/06/5157225/files/93bd8bde77ab42ac91971f32a786a4f8.pdf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 29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 号），为严格市场准入，保障工程咨询质量，特制定《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办法》，经国家

发展改革委主任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发布，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二○○五年三月四日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严格市场准入，保障工程咨询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

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 号），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程咨询是遵循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运用多学科知识和经验、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为

政府部门、项目业主及其他各类客户提供社会经济建设和工程项目决策与实施的智力服务，以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

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条 工程咨询单位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开展工程咨询业务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单位。 

  第四条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关系国家和社会投资效益，是需要具备特殊信誉和条件而确定的资格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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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类事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称国家发展改革委）是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的行政管理部门。 

  第五条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包括资格等级、咨询专业和服务范围三部分。 

  第六条 工程咨询单位必须依法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发的《工程咨询资格证书》，凭《工程咨询资格证书》

开展相应的工程咨询业务。 

第二章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标准 

  第七条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等级分为甲级、乙级、丙级。各级工程咨询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业主要求依

法开展业务。 

  第八条 甲级工程咨询单位应当具备以下资格标准： 

  （一）基本条件： 

  1．从事工程咨询业务不少于 5 年，申请专业的服务范围相应咨询成果均不少于 5 项，无不良记录； 

  2．注册资金不低于 500 万元（事业单位除外）； 

  3．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人均使用面积不少于 6 平方米； 

  4．主持或参与制定过相关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的从优。 

  （二）技术力量： 

  1．专职从事工程咨询业务的技术人员不得少于 60 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经济职称的人员不得少于

30%，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不得低于技术人员总数的 15%，聘用专职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不得高于技术人员总数

的 10％，以上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工程咨询单位执业； 

  2．每个专业领域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5 人和至少 2 名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 

  3．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具有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资格，从事工程咨询及相关业务不少于 10 年。 

  （三）技术水平和技术装备： 

  1．掌握现代工程技术和项目管理方法，技术装备先进，具有较完整的专业技术资料积累，以及处理国内外

相关业务信息的手段； 

  2．具有独立或与国内外工程咨询单位合作承接国外工程咨询业务的能力； 

  3．直接从事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人均配备计算机不少于 1 台，通信及信息处理手段完备，能应用工程技术

和经济评价系统软件开展业务，全部运用计算机和系统软件完成工程咨询成果文件编制和经济评价。 

  （四）管理水平： 

  1．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健全的管理制度； 

  2．有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制度，已通过 ISO9000 族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从优。 

  第九条 乙级工程咨询单位应当具备以下资格标准： 

  （一）基本条件： 

  1．从事工程咨询业务不少于 3 年，申请专业的服务范围相应咨询成果均不少于 5 项，无不良记录； 

  2．注册资金不低于 200 万元（事业单位除外）； 

  3．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人均使用面积不少于 6 平方米。 

  （二）技术力量： 

  1．专职从事工程咨询业务的技术人员不得少于 30 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经济职称的人员不得少于

30%，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不得低于技术人员总数的 15%，聘用专职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不得高于技术人员总数

的 10%，以上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工程咨询单位执业； 

  2．每个专业领域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5 人和至少 2 名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 

  3．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具有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资格，从事工程咨询及相关业务不少于 8 年。 

  （三）技术水平和技术装备： 

  1．掌握现代工程技术和项目管理方法，拥有较先进的技术装备，具有开展业务的专业技术资料积累和及时

查询相关专业信息的手段； 

  2．直接从事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人均配备计算机不少于 1 台，全部运用计算机完成工程咨询成果文件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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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评价系统软件的应用达到 80%以上。 

  （四）管理水平： 

  1．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健全的管理制度； 

  2．有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制度。 

  第十条 丙级工程咨询单位应当具备以下资格标准： 

  （一）注册资金不低于 50 万元（事业单位除外）； 

  （二）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 15 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经济职称的人员不得少于 30％，注册咨询工

程师（投资）不得低于技术人员总数的 15%，聘用专职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不得高于技术人员总数的 10%； 

  （三）每个专业领域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5 人和至少 1 名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 

  （四）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资格，从事工程咨

询及相关业务不少于 5 年； 

  （五）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人均使用面积不少于 6 平方米； 

  （六）有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 凡新申请工程咨询资格的单位，一般应从丙级资格做起。 

  第十二条 工程咨询单位因开展业务需拓宽咨询专业和服务范围的，根据第八、九、十、二十条的规定，可

以申请该咨询专业和服务范围的相应等级的临时资格。 

第三章 工程咨询专业和服务范围的划分 

  第十三条 工程咨询单位专业资格，按照以下 31 个专业划分：（一）公路；（二）铁路；（三）城市轨道交

通；（四）民航；（五）水电；（六）核电、核工业；（七）火电；（八）煤炭；（九）石油天然气；（十）石化；（十一）

化工、医药；（十二）建筑材料；（十三）机械；（十四）电子；（十五）轻工；（十六）纺织、化纤；（十七）钢铁；（十

八）有色冶金；（十九）农业；（二十）林业；（二十一）通信信息；（二十二）广播电影电视；（二十三）水文地质、

工程测量、岩土工程；（二十四）水利工程；（二十五）港口河海工程；（二十六）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二十七）市

政公用工程；（二十八）建筑；（二十九）城市规划；（三十）综合经济（不受具体专业限制）；（三十一）其他（按具

体专业填写）。 

  第十四 条工程咨询单位资格服务范围包括以下八项内容： 

  （一）规划咨询：含行业、专项和区域发展规划编制、咨询； 

  （二）编制项目建议书（含项目投资机会研究、预可行性研究）； 

  （三）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和资金申请报告； 

  （四）评估咨询：含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与初步设计评估，以及项目后评价、概预

决算审查等； 

  （五）工程设计； 

  （六）招标代理； 

  （七）工程监理、设备监理； 

  （八）工程项目管理：含工程项目的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管理服务。 

  工程设计、招标代理、工程监理、设备监理资格，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认定。 

  第十五条 申请综合经济专业需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应具有单项专业资格不少于 8 个； 

  （二）工程技术经济专业的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4 名以上。 

  综合经济专业资格，除已取得资质的专业外，仅限于评估咨询和工程项目管理等服务范围。 

  第十六条 申请单位可以按照条件申请一项或多项专业、一个或多个服务范围的咨询资格。认定各专业和

各项服务范围的资格必须符合专业技术力量、技术水平和工程咨询业绩的相应条件。 

第四章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和管理权限 

  第十七条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认定。 

  第十八条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先由初审机构提出初审意见，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审定批准。根据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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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是工程咨询单位资

格认定的初审机构。中央管理企业可直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报。 

  第十九条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印制。《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由一套正本

和二套副本组成，副本与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有效期为 5 年。 

第五章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程序 

  第二十条 申请单位申请工程咨询资格，应填写《中国工程咨询业务管理系统》软件内容，并将文本文件同

时报送初审机构。申请材料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报送。 

  （一）报送电子文件材料包括：1、填写内容：单位基本情况、单位行政和技术经济主要负责人简介、在编

技术人员及配备计算机情况；近三年经营状况以及独立承担过的工程咨询业绩；2、扫描内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技术负责人的工程咨询执业资格注册证书；在编专业技术人员的证明文件（高级专业技术、经济

职称证书、工程咨询执业资格注册证书、社会养老保险和人事证明材料）；单位相关证明（工程设计等有关证书）；上

一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自有或租赁办公用房证明及其他有关证明文件等。 

  （二）报送文本文件：除上述电子文本内容外，还需提供单位章程、质量管理制度文件和已完成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文本 2 本。 

  以上文本文件和电子文件各一份。 

  第二十一条 初审机构收到申请材料后，先进行材料合规性审查，聘请有关专家进行评审或进行实地考察，

提出初审意见。 

  第二十二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初审意见进行集体评审，提出复审意见，并向社会公

示。公示无异议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并颁发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 

第六章 资格认定时限 

  第二十三条 资格认定每年定期集中受理，集中评审。受理时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前两个月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四条 初审机构初审期限为 20 个工作日，专家评审和实地考察不计算在许可办理期限之内。 

  第二十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收到初审机构初审意见和材料，在专家评审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后，20 个工

作日内做出决定。不能在 20 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的，经分管委领导批准，可延长 10 个工作日。 

第七章 工程咨询资格升级、降级、变更和终止 

  第二十六条 凡取得丙级资格证书 3 年、乙级资格证书 2 年的单位可按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规

定的等级标准和第二十条规定的程序申请办理升级或扩大专业服务范围手续；经复审核定降级的单位，先收缴原资

格等级证书，后核发新的等级证书。 

  第二十七条 工程咨询单位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做降级处理。情节严重的，应取消工程咨询单位资格。 

  （一）经检查，违反工程咨询持证执业办法、行业职业道德行为准则和市场竞争规则的； 

  （二）经核实，工程咨询质量考核存在问题的。 

  第二十八条 工程咨询单位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向原资格认定单位申请办理工程咨询资格变更或终止

的手续。 

  （一）分立或者合并，应向原资格认定单位交回《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经重新审核和认定后，再领取

相应的《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 

  （二）单位法人代表及主要技术负责人变更时，应向原资格认定单位办理变更手续； 

  （三）因宣告破产或其他原因终止工程咨询业务时，应报原资格认定单位备案，交回《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

书》，办理相应撤销和注销手续。 

第八章 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取得工程咨询资格的单位，要建立相应的自检制度，并接受每年一次执业检查。 

  第三十条 工程咨询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资格认定单位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停

业整顿、降级直至取消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的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工程咨询单位资格

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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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违反本办法的规定，超越认定咨询专业和服务范围从事工程咨询活动的； 

  （三）变更或者终止业务，不及时办理变更和相应撤销、注销手续的； 

  （四）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真实材料的； 

  （五）弄虚作假、泄露委托方的商业秘密以及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其他工程咨询单位利益，严重违反

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的； 

  （六）经核实，咨询成果发生严重质量问题的； 

  （七）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第三十一条 单位法人和其他组织未申请取得《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而擅自从事工程咨询业务的，各级

发展改革委应当依据规定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初审机构负责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评审工作中的违法和

违规行为。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撤销资格认定的决定： 

  （一）评审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给予认定资格决定的； 

  （二）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准予资格认定的； 

  （三）申请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咨询资格的，应当予以撤销，并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工程咨询资格。 

  （四）依法可以撤销认定资格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四条 初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符合认定条件的单位申请工程咨询资格不予受理的； 

  （二）在受理、审查、认定工程咨询资格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告知义务的； 

  （三）申请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认定形式，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齐全部内容的； 

  （四）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资格申请和不受理申请理由的。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实施所需费用，列入部门预算，由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按照批准的

预算予以核拨。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申请） 下载 

 

3.7.38)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33 号 2018 年 05 月 14

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 

国办发〔2018〕3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推动政府职能转向减审批、强

监管、优服务，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国务院决定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经国务院同意，现就试点工作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以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为目标，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进行全流程、全覆盖改革，努力构建科学、便捷、高效的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和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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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点地区。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沈阳市、大连市、南京市、厦门市、武汉市、广州市、深

圳市、成都市、贵阳市、渭南市、延安市和浙江省。 

（三）改革内容。改革覆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过程（包括从立项到竣工验收和公共设施接入服务）；主要是房

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不包括特殊工程和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覆盖行政许可等审批事项和

技术审查、中介服务、市政公用服务以及备案等其他类型事项，推动流程优化和标准化。 

（四）工作目标。2018 年，试点地区建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框架和管理系统，按照规定的流程，审批时间

压减一半以上，由目前平均 200 多个工作日压减至 120 个工作日。2019 年，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在全国范围开展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上半年将审批时间压减至 120 个工作日，试点地区审批事项和时间进一步减少；地级及

以上城市建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框架和管理系统。2020 年，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和管理体系。 

二、统一审批流程 

（五）优化审批阶段。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主要划分为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

验收等四个阶段。其中，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主要包括项目审批核准备案、选址意见书核发、用地预审、用地规划

许可等。工程建设许可阶段主要包括设计方案审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等。施工许可阶段主要包括消防、人防

等设计审核确认和施工许可证核发等。竣工验收阶段主要包括规划、国土、消防、人防等验收及竣工验收备案等。其

他行政许可、涉及安全的强制性评估、中介服务、市政公用服务以及备案等事项纳入相关阶段办理或与相关阶段并行

推进。 

（六）分类细化流程。根据工程建设项目类型、投资类别、规模大小等，分类细化审批流程，确定审批阶段和审

批事项。简化社会投资的中小型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对于带方案出让土地的项目，不再对设计方案进行审核，将工程

建设许可和施工许可合并为一个阶段。对于出让土地的工程建设项目，将建设用地审批纳入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七）大力推广并联审批。每个审批阶段确定一家牵头部门，实行“一家牵头、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由牵头

部门组织协调相关部门严格按照限定时间完成审批。 

三、精简审批环节 

（八）精减审批事项和条件。取消不符合上位法和不合规的审批事项。取消不合理、不必要的审批事项。对于保

留的审批事项，要减少审批前置条件，公布审批事项清单。取消施工合同备案、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等事项。社会

投资的房屋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可以自主决定发包方式。 

（九）下放审批权限。按照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原则，对下级机关有能力承接的审批事项，下放或委托下级机

关审批。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制定配套措施，完善监管制度，开展指导培训，提高审批效能。 

（十）合并审批事项。由同一部门实施的管理内容相近或者属于同一办理阶段的多个审批事项，应整合为一个审

批事项。推行联合勘验、联合测绘、联合审图、联合验收等。将消防设计审核、人防设计审查等技术审查并入施工图

设计文件审查，相关部门不再进行技术审查。推行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将工程质量安全监

督手续与施工许可证合并办理。规划、国土、消防、人防、档案、市政公用等部门和单位实行限时联合验收，统一竣

工验收图纸和验收标准，统一出具验收意见。对于验收涉及的测量工作，实行“一次委托、统一测绘、成果共享”。 

（十一）转变管理方式。对于能够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方式替代的审批事项，调整为政府内部协作事项。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核发时一并进行设计方案审查，由发证部门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意见，其他部门不再对设计方案进行

单独审查。推行由政府统一组织对地震安全性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价等事项实行区域

评估。 

（十二）调整审批时序。落实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有关要求，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价、地震安全性评价等评

价事项不作为项目审批或核准条件，地震安全性评价在工程设计前完成即可，其他评价事项在施工许可前完成即可。

可以将用地预审意见作为使用土地证明文件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用地批准手续在施工许可前完成即可。

将供水、供电、燃气、热力、排水、通信等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报装提前到施工许可证核发后办理，在工程施工阶段完

成相关设施建设，竣工验收后直接办理接入事宜。 

（十三）推行告知承诺制。对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审批事

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公布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审批事项清单及具体要求，申请人按照要求作出书面承诺的，审批部门

可以直接作出审批决定。对已经实施区域评估的工程建设项目，相应的审批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在部分工程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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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推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告知承诺制。 

四、完善审批体系 

（十四）“一张蓝图”统筹项目实施。加快建立“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统筹各类规划。以“多规合一”的

“一张蓝图”为基础，统筹协调各部门提出项目建设条件，建设单位落实建设条件要求，相关部门加强监督管理和考

核评估。 

（十五）“一个系统”实施统一管理。在国家和地方现有信息平台基础上，整合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覆盖各部门和市、县、区、乡镇（街道）各层级，实现统一受理、并联审批、实时流转、

跟踪督办、信息共享。其中，涉密工程按照有关保密要求执行。审批管理系统要与“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各部

门审批管理系统等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做到审批过程、审批结果实时传送。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加强对

地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十六）“一个窗口”提供综合服务。整合各部门和各市政公用单位分散设立的服务窗口，设立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综合服务窗口。建立完善“前台受理、后台审核”机制，综合服务窗口统一收件、出件，实现“一个窗口”服务和

管理。 

（十七）“一张表单”整合申报材料。各审批阶段均实行“一份办事指南，一张申请表单，一套申报材料，完成

多项审批”的运作模式，牵头部门制定统一的办事指南和申报表格，每一个审批阶段申请人只需提交一套申报材料。

不同审批阶段的审批部门应当共享申报材料，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交。 

（十八）“一套机制”规范审批运行。建立健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配套制度，明确部门职责，明晰工作规程，规

范审批行为，确保审批各阶段、各环节无缝衔接。建立审批协调机制，协调解决部门意见分歧。建立督办督查制度，

实时跟踪审批办理情况，对全过程实施督查。 

五、强化监督管理 

（十九）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对于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审批事项，审批部门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对

申请人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检查，对申请人未履行承诺的，撤销行政审批决定并追究申请人的相应责任。 

（二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信用信息平台，建立黑名单制度，将企业和从业人员违法违

规、不履行承诺的不良行为向社会公开，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 

（二十一）规范中介和市政公用服务。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实行服务承诺制，明确服务标准和办事流程，规范服

务收费。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建立中介服务网上交易平台，对中介服务行为实施全过程监管。 

六、统筹组织实施 

（二十二）强化组织领导。住房城乡建设部要切实担负起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

导责任，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试点地区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成立以

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完善工作机制，层层压实责任。试点地区要根据本通知编制实施方案，细化分解任

务，明确责任部门，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并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前将实施方案报送住房

城乡建设部。鼓励改革创新，改革中涉及突破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按照程序报有权机关授权。支持试点地区

在立法权限范围内先行先试，依法依规推进改革工作。研究推动在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开展相关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 

（二十三）建立考评机制。住房城乡建设部要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考核评价机制，重点

考核评价试点地区全流程、全覆盖实施改革情况，考核评价试点地区统一审批流程、精简审批环节、完善审批体系等

情况，及时总结试点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并将有关情况报国务院。试点地区人民政府要加大对有关部

门改革工作的督查力度，跟踪督查改革任务落实情况。试点地区要定期向住房城乡建设部报送工作进展情况。对于工

作推进不力、影响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进程的，特别是未按时完成阶段性工作目标的，要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二十四）做好宣传引导。试点地区要通过多种形式及时宣传报道相关工作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加强舆论引导，

增进社会公众对试点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为顺利推进试点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国务院办公厅            

2018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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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9) 《国家计委关于加强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计设第 1904 号  1985 年 11 月 28 日) 

国家计委关于加强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  

  自 1983 年以来，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按照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计设[1983]1022 号文的规定，

已陆续实行技术经济责任制，由靠国家拨事业费改为承担任务时收取勘察、设计费。1984 年 4 月， 国家计委又组织

制定并颁发了全国统一的《工程设计收费标准》，对《工程勘察取费标准》也做了修订。一年多来执行的情况基本上

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的单位没有经过批准，就随意提高或修改收费标准；有的不应该收费的单位或

个人，也擅自收取工程勘察、设计费；个别单位用勘察设计费收授“回扣”，甚至套取现金进行私分等。为了加强工

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以保证勘察设计改革的顺利进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工程勘察、设计任务，必须由持有按国家有关规定颁发的勘察设计证书的单位承担。任何无证单位和个

人，都不能承担工程勘察、设计任务、不能收取勘察、设计费。  

  二、持有勘察设计证书的单位，只有经过主管部门批准，按照计设[1983]1022 号文规定，实行技术经济责任

制之后，才允许收取勘察、设计费。目前没有按上述规定实行技术经济责任制的事业单位（包括勘察、设计、规划、

科研、教育、地质、测绘、群众团体等单位），承担工程勘察、设计任务时，均不准收取勘察、设计费。  

  企业所属的勘察、设计单位的收入，要严格按照企业财务制度的规定，纳入企业的总收入，并按国家对企业

的有关规定纳税和上交，不得私设小金库。  

  三、现行的全国统一颁发的《工程勘察取费标准》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体现了国家对勘察、设计单位

的现行政策，任何部门、地区和单位，未经批准，都不能随意修改或制订自己的收费标准。  

  四、《工程设计收费标准》采用了以定额收费为主要内容的收费办法。各单位在执行中，凡应采用定额收费

的，一律不得以任何借口改为按投资额百分比收费。  

  五、对少数不能按定额收费的项目，执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中按投资额百分比收费的办法，其计算基数

为单项工程费用，并按国家计委、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联合颁发的计标[1985]352 号文《关于改进工程建设概预算管理

工作的若干规定》等三个文件中规定的费用划分，扣除“临时工程费”、“技术装备费”和“施工机械购置费”，加入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中的“联合试转费”，而不得以建设项目的总费用作为计算基数。  

  六、工程设计收费是按设计全过程的工作量制定的，包括初步设计和总概算，施工图设计，按合同规定的配

合施工，进行设计技术交底，参加试车及工程竣工验收等工作的费用。在设计时，应严格按照规定的设计内容和深度

进行设计，不能减免设计内容，更不能为了多收费，把一些设计内容分出来另立项重复收费。  

  七、对标准设计、复用设计，必须严格按照收费标准中的有关规定收费，不能把重新描晒甚至于只改换图标

的设计，按新项目标准收费。  

  八、勘察设计单位不能以任何名义收“回扣”，也不能向建设单位授“回扣”，更不能索现现金，否则，主管

部门要没收其收入，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并追究其领导人员的责任。  

  九、建设单位必须委托有勘察设计证书的单位进行勘察设计，并应严格执行合同，按合同规定的期限支付勘

察设计费，否则，建设单位应按合同规定偿付逾期违约金。  

  十、各级基建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勘察、设计单位收费的管理和监督，配合财务、审计部门建立、健全必要

的制度和报表，认真审查勘察、设计单位的收、支和经费使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十一、勘察设计费由有关银行统一拨付。拨付时，银行有权按本通知的规定，验证其勘察、设计证书和批准

实行技术经济责任制的文件，核审是否符合收费条件和标准。对不具备勘察、设计资格或不符合收费条件和标准的。

银行应拒付勘察、设计费。  

  十二、各地、各部勘察设计主管部门，要在 1986 年 1 季度以前，对勘察、设计的收费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对违反国家有关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单位，要进行批评，纠正，对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追究领导责任，

直至法律责任。通过检查，各部、各地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加强勘察、设计收费管理的具体规定，报国家计委备

案。  

1985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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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0)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价格 2002 10 号 2002 年 03 月 01 日) 

http://www.gxgg.gov.cn/news/2013-12/56431.htm  

http://jjc.sdibt.edu.cn/info/1053/1333.htm  

http://www.thnw.gov.cn/channel/xmb/zcfg/jjg10.htm  

http://hqglc.cnu.edu.cn/zdfg/48952.htm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17034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 

计价格[2002]10 号 

第一条  为了规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行为，维护发包人和勘察人、设计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及《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第二条  本规定及《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设项目的工程勘察

和工程设计收费。 

第三条  工程勘察设计的发包与承包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发包人有权自主选择勘察人、设计人，勘察人、设计人自主决定是否

接受委托。 

第四条  发包人和勘察人、设计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价格法律、法规的规定，维护正常的价格秩序，接受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根据建设项目投资额的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建设项目

总投资估算额 500 万元以上的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建设项目总投资估算额 500 万元以下的工

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六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其基准价根据《工程勘察收费标准》或《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计算，除本规定第七条另有规定者外，浮动幅度为上下 20％。发包人和勘察人、设计人应当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情

况在规定的浮动幅度内协商确定收费额。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由发包人和勘察人、设计人协商确定收费额。 

    第七条  工程勘察费和工程设计费，应当体现优质优价的原则。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

凡在工程勘察设计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有利于提高建设项目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发包人和勘察人、设计人可以在上浮 25％的幅度内协商确定收费额。 

    第八条  勘察人和设计人应当按照《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告知发包人有关服务项目、服务内

容、服务质量、收费依据，以及收费标准。 

    第九条  工程勘察费和工程设计费的金额以及支付方式，由发包人和勘察人、设计人在《工程勘察合同》或者

《工程设计合同》中的约定。 

    第十条  勘察人或者设计人提供的勘察文件或者设计文件，应当符号国家规定的工程技术质量标准，满足合同

约定的内容、质量等要求。 

    第十一条  由于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作量增加或者工程勘察现场停工、窝工的，发包人应当

向勘察人、设计人支付相应的工程勘察费或者工程设计费。 

    第十二条  工程勘察或者工程设计质量达不到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勘察人或者设计人应当返工。由于返工增

加工作量的，发包人不另外支付工程勘察费或者工程设计费。由于勘察人或者设计人工作失误给发包人造成经济损

失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勘察人、设计人不得欺骗发包人或者与发包人互相串通，以增加工程勘察工作量或者提高工程设计

标准等方式，多收工程勘察费或者工程设计费。 

    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和国家有关价格法律、法规规定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  本规定及所附《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二 00 二年三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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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目  录 

1．总则 

2．工程测量 

3．岩土工程勘察 

4．岩土工程设计与检测监测 

5．水文地质勘察 

6．工程水文气象勘察 

7．工程物探 

8．室内试验 

9．煤炭工程勘察 

10．水利水电工程勘察 

11．电力工程勘察 

12．长输管道工程勘察 

13．铁路工程勘察 

14．公路工程勘察 

15．通信工程勘察 

16．海洋工程勘察 

 

1 总  则 

 

1.0.1   工程勘察收费是指勘察人根据发包人的委托，收集已有资料、现场踏勘、制订勘察纲要，进行测绘、勘探、

取样、试验、测试、检测、监测等勘察作业，以及编制工程勘察文件和岩土工程设计文件等收取的费用。 

1.0.2   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分为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和专业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1 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适用于工程测量、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设计与检测监测、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水文

气象勘察、工程物探、室内试验等工程勘察的收费。 

    2 专业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分别适用于煤炭、水利水电、电力、长输管道、铁路、公路、通信、海洋工程等工程勘

察的收费。专业工程勘察中的一些项目可以执行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1.0.3   通用工程勘察收费采取实物工作量定额计费方法计算，由实物工作收费和技术工作收费两部分组成。 

    专业工程勘察收费方法和标准，分别在煤炭、水利水电、电力、长输管道、铁路、公路、通信、海洋工程等章节

中规定 

1.0.4   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1  工程勘察收费＝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1 土 浮动幅度值） 

    2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工程勘察技术工作收费 

    3  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实物工作量×附加调整系数 

    4  工程勘察技术工作收费＝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技术工作收费比例 

1.0.5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是按照本收费标准计算出的工程勘察基准收费额，发包人和勘察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规

定浮动的幅度内协商确定工程勘察收费合同额。 

1.0.6  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 

    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是完成每单位工程勘察实物工作内容的基本价格。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在相

关章节的《实物工作收费基价表》中查找确定。 

1.0.7  实物工作量 

    实物工作量由勘察人按照工程勘察规范、规程的规定和勘察作业实际情况在勘察纲要中提出，经发包人同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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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勘察合同中约定。 

1.0.8  附加调整系数 

    附加调整系数是对工程勘察的自然条件、作业内容和复杂程度差异进行调整的系数。附加调整系数分别列于总

则和各章节中。附加调整系数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附加调整系数不能连乘。将各附加调整系数相加，减去附加调

整系数的个数，加上定值 1，作为附加调整系数值。 

1.0.9  在气温（以当地气象台、站的气象报告为准）≥35°C 或者≤-10°C 条件下进行勘察作业时，气温附加调整

系数为 1.2。 

1.0.10  在海拔高程超过 2000m 地区进行工程勘察作业时，高程附加调整系数如下： 

    海拔高程 2000～3000m为 1.1 

    海拔高程 3001～3500m为 1.2 

    海拔高程 3501～4000m为 1.3 

    海拔高程 4001m 以上的，高程附加调整系数由发包人与勘察人协商确定。 

1.0.11  建设项目工程勘察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勘察人承担的，其中对建设项目工程勘察合理性和整体性负责的勘

察人，按照该建设项目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的 5％加收主体勘察协调费。 

1.0.12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不包括以下费用：办理工程勘察相关许可，以及购买有关资料费；拆除障碍物，开挖以

及修复地下管线费；修通至作业现场道路，接通电源、水源以及平整场地费；勘察材料以及加工费；水上作业用船、

排、平台以及水监费；勘察作业大型机具搬运费；青苗、树木以及水域养殖物赔偿费等。 

    发生以上费用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 

1.0.13  工程勘察组日、台班收费基价如下： 

    工程测量、岩土工程验槽、检测监测、工程物探  1000 元/组日 

岩土工程勘察           1360 元/台班 

水文地质勘察           1680 元/台班 

1.0.14  勘察人提供工程勘察文件的标准份数为 4 份。发包人要求增加勘察文件份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印制勘

察文件工本费。 

1.0.15  本收费标准不包括本总则 1.0.1 以外的其他服务收费。其他服务收费，国家有收费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

国家没有收费规定的，由发包人与勘察人协商确定。 

 

15.通信工程勘察 

15.1  说明 

本章为通信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工程勘察收费。广播电视同类工程的勘察可以按照本章收费标准收费。 

 

15.2  通信工程各阶段服务内容 

通信工程勘察服务内容表 

                                                   表 15.2-1 

项目名称 一阶段勘察 
二阶段勘察 

初步设计阶段勘察 施工图设计阶段勘察 

通信管道及

光（电）缆线

路工程 

收集资料、调查情况、选

择路由、现场测量、疑点

坑探、测量定位、土壤 PH

值及大地电阻率分析等 

收集资料、调查情况、选

择路由、疑点坑探等 

收集资料、调查情况、选择路由、现

场测量、疑点坑探、测量定位、土壤

PH 值及大地电阻率分析等 

微波、卫星

及移动通信

收集资料、调查情况、选

择路由、高程测量、站址

收集资料、调查情况、选

择路由、高程测量、站址

收集资料、调查情况、高程测量、划

线定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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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工

程 

选择、干扰调查、划线定

位等 

选择、干扰调查等 

 

15.3 通信工程各阶段工作量比例 

通信工程勘察各阶段工作量比例表 

                                               表 15.3-1 

     勘察阶段（％） 

 

工程类型 

一阶段勘察 
二阶段勘察 

初步设计阶段勘察 施工图设计阶段勘察 

通信管道及光（电）缆线

路工程 
80 40 60 

微波、卫星及移动通信设

备安装工程 
80 60 40 

 

通信工程勘察收费 

通信管道及光电缆线路工程勘察收费基价表 

表 15.4-1 

序号 项目 收费单位 收费基价(元) 备注 

1 通信管道 

L≤0.2 

km 

1000 起价 

0.2<L≤1.0 1000  

1.0<L≤3.0 3560  

3.0<L≤5.0 9026  

5.0<L≤10.0 12760  

10.0<L≤50.0 20095  

L>50.0 68095  

2 

埋式光（电）缆线

路 长 途 架 空 光

（电）缆线路 

L≤1.0 2500 起价 

1.0<L≤50.0 2500  

50.0<L≤200.0 58360  

200.0<L≤1000.0 206860  

L>1000.0 926860  

3 

管道光（电）缆线

路 市 内 架 空 光

（电）缆线路 

L≤1.0 2000 起价 

1.0<L≤10.0 2000  

10.0<L≤50.0 15770  

L>50.0 60970  

 

4 

水底光（电）缆线

路 

L≤1.0 3130 起价 

1.0<L≤5.0 3130  

5.0<L≤20.0 13010  

L>20.0 43010  

 

 

5 

海底光（电）缆线

路 

L≤5.0 8500 起价 

5.0<L≤20.0 8500  

20.0<L≤50.0 31000  

50.0<L≤100.0 72100  

L>100.0 13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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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按照内插法计算收费； 

2.通信工程勘察的坑深均按照地面以下 3m 以内计，超过 3m 的收费另议； 

3.通信管道穿越桥、河及铁路的，穿越部分附加调整系数为 1.2； 

4.长途架空光（电）缆线路工程利用原有杆路架设光（电）缆的，附加调整系数为 0.8。 

微波、卫星及移动通信设备安装工程勘察收费基价表              表 15.4-2 

序号 项     目 计费单位 收费基价（元） 

1 
微波站 容量 16×2Mb/s 以下 

站 

4250 

其他容量 6500 

2 

卫星通信（微波设备安

装）站 

Ⅰ、Ⅱ类站 30000 

Ⅲ、Ⅳ类站 12000 

单收站 4000 

VSAT 中心站 12000 

3 移动通信基站 全向、三扇区、六扇区 4250 

注：1.寻呼基站工程勘察费按照移动通信基站计算收费； 

2.微蜂窝基站工程勘察费按照移动通信基站的 80%计算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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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1 总  则 

 

1.0.1  工程设计收费是指设计人根据发包人的委托，提供编制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非标准设

备设计文件、施工图预算文件、竣工图文件等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1.0.2  工程设计收费采取按照建设项目单项工程概算投资额分档定额计费方法计算收费。 

铁道工程设计收费计算方法，在交通运输工程一章中规定。 

1.0.3   工程设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1 工程设计收费=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1±浮动幅度值） 

2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基本设计收费+其他设计收费 

3 基本设计收费=工程设计收费基价×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附加调整系数 

1.0.4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是按照本收费标准计算出的工程设计基准收费额，发包人和设计人根据实际情况，在规定的浮

动幅度内协商确定工程设计收费合同额。 

1.0.5  基本设计收费 

基本设计收费是指在工程设计中提供编制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收取的费用，并相应提供设计技术交底、解

决施工中的设计技术问题、参加试车考核和竣工验收等服务。 

1.0.6  其他设计收费 

其他设计收费是指根据工程设计实际需要或者发包人要求提供相关服务收取的费用，包括总体设计费、主体设计协

调费、采用标准设计和复用设计费、非标准设备设计文件编制费、施工图预算编制费、竣工图编制费等。 

1.0.7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是完成基本服务的价格。工程设计收费基价在《工程设计收费基价表》（附表一）中查找确定，计

费额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采用直线内插法确定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1.0.8  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 

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为经过批准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中的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和联合试转

运费之和。 

工程中有利用原有设备的，以签订工程设计合同时同类设备的当期价格作为工程设计收费的计费额，工程中有缓配

设备，但按照合同要求以既配设备进行工程设计并达到设备安装和工艺条件的，以既配设备的当期价格作为工程设

计收费的计费额；工程中有引进设备的，按照购进设备的离岸价折换成人民币作为工程设计收费的计费额。 

1.0.9  工程设计收费调整系数 

    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调整系数包括：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和附加调整系数。 

    1 专业调整系数是对不同专业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复杂程度和工作量差异进行调整的系数。计算工程设计收费

时，专业调整系数在《工程设计收费专业调整系数表》（附表二）中查找确定。 

2 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是对同一专业不同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复杂程度和工作量差异进行调整的系数。工程复杂

程度分为一般、较复杂和复杂三个等级，其调整系数分别为：一般（Ⅰ级）0.85；较复杂（Ⅱ级）1.0；复杂（Ⅲ级）

1.15。计算工程设计收费时，工程复杂程度在相应章节的《工程复杂程度表》中查找确定。 

3 附加调整系数是对专业调整系数和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尚不能调整的因素进行补充调整的系数。附加调整系数

分别列于总则和有关章节中。附加调整系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附加调整系数不能连乘。将各附加调整系数相加，

减去附加调整系数的个数，加上定值 1，作为附加调整系数值。 

1.0.10  非标准设备设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非标准设备设计费=非标准设备计费额×非标准设备设计费率 

非标准设备计费额为非标准设备的初步设计概算。非标准设备设计费率在《非标准设备设计费率表》（附表三）中查

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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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单独委托工艺设计、土建以及公用工程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的，按照其占基本服务设计工作量的比

例计算工程设计收费。 

1.0.12  改扩建和技术改造建设项目，附加调整系数为 1.1~1.4。根据工程设计复杂程度确定适当的附加调整系数，

计算工程设计收费。 

1.0.13  初步设计之前，根据技术标准的规定或者发包人的要求，需要编制总体设计的，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

收费的 5%加收总体设计费。 

1.0.14  建设项目工程设计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设计人承担的，其中对建设项目工程设计合理性和整体性负责的设

计人，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 5%加收主体设计协调费。 

1.0.15  工程设计中采用标准设计或者复用设计的，按照同类新建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 30%计算收费；需要重新进行

基础设计的，按照同类新建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 40%计算收费；需要对原设计做局部修改的，由发包人和设计人根据

设计工作量协商确定工程设计收费。 

1.0.16  编制工程施工图预算的，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 10%收取施工图预算编制费；编制工程竣工图的，

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 8%收取竣工图编制费。 

1.0.17  工程设计中采用设计人自有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其专利和专有技术收费由发包人与设计人协商确定。 

1.0.18  工程设计中的引进技术需要境内设计人配合设计的，或者需要按照境外设计程序和技术质量要求由境内设

计人进行设计的，工程设计收费由发包人与设计人根据实际发生的设计工作量，参照本标准协商确定。 

1.0.19  由境外设计人提供设计文件，需要境内设计人按照国家标准规范审核并签署确认意见的，按照国际对等原

则或者实际发生的工作量，协商确定审核确认费。 

1.0.20  设计人提供设计文件的标准份数，初步设计、总体设计分别为 10 份，施工图设计、非标准设备设计、施工

图预算、竣工图分别为 8份。发包人要求增加设计文件份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印制设计文件工本费。工程设计中

需要购买标准设计图的，由发包人支付购图费。 

1.0.21  本收费标准不包括本总则 1.0.1 以外的其他服务收费。其他服务收费，国家有收费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

国家没有收费规定的，由发包人与设计人协商确定。 

 

7 建筑市政工程设计 

 

7.1 建筑市政工程范围 

适用于建筑、人防、市政公用、园林绿化、电信、广播电视、邮政工程。 

 

7.2 建筑市政工程各阶段工作量比例 

 

建筑市政工程各阶段工作量比例表          表 7.2-1 

                设计阶段 

工程类型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建筑与室外工程 

Ⅰ级 10 30 60 

Ⅱ级 15 30 55 

Ⅲ级 20 30 50 

住宅小区（组团）工程 25 30 45 

住宅工程 25  75 

古建筑保护性建筑工程 30 20 50 

智能建筑弱电系统工程  40 60 

室内装修工程 50  50 

园林绿化工程 Ⅰ、Ⅱ级 3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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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级 30 20 50 

人防工程 10 40 50 

市政公用工程 Ⅰ、Ⅱ级  40 60 

Ⅲ级  50 50 

广播电视、邮政工程工艺部分  40 60 

电信工程  60 40 

 

建筑工程专业 

建筑 35~43 

结构 24~30 

设备 28~38 

注：提供两个以上建筑设计方案，且达到规定内容和深度要求的，从第二个设计方案起，每个方案按照方案设计费的

50%另收方案设计费。 

7.3 建筑市政工程复杂程度 

7.3.1 建筑、人防工程 

                         建筑、人防工程复杂程度表      表 7.3-1 

等级 工程设计条件 

 

 

 

Ⅰ级 

1．功能单一、技术要求简单的小型公共建筑工程； 

2．高度<24m 的一般公共建筑工程； 

3. 小型仓储建筑工程； 

4. 简单的设备用房及其他配套用房工程； 

5．简单的建筑环境设计及室外工程； 

6．相当于一星级饭店及以下标准的室内装修工程； 

7．人防疏散干道、支干道及人防连接通道等人防配套工程 

 

 

 

 

Ⅱ级 

1．大中型公共建筑工程； 

2．技术要求较复杂或有地区性意义的小型公共建筑工程； 

3. 高度 24~50m 的一般公共建筑工程； 

4．20 层及以下一般标准的居住建筑工程； 

5．仿古建筑、一般标准的古建筑、保护性建筑以及地下建筑工程； 

6．大中型仓储建筑工程； 

7．一般标准的建筑环境设计和室外工程； 

8．相当于二、三星级饭店标准的室内装修工程； 

9．防护级别为四级及以下同时建筑面积<10000m2 的人防工程 

 

 

 

 

Ⅲ级 

高级大型公共建筑工程； 

技术要求复杂或具有经济、文化、历史等意义的省（市）级中小型公共建筑工程； 

高度>50m 的公共建筑工程； 

20 层以上居住建筑和 20 层及以下高标准居住建筑工程； 

高标准的古建筑、保护性建筑和地下建筑工程； 

高标准的建筑环境设计和室外工程； 

相当于四、五星级饭店标准的室内装修，特殊声学装修工程； 

防护级别为三级以上或者建筑面积≥10000m2 的人防工程 

注：1.大型建筑工程指 20001m2 以上的建筑，中型指 5001~20000m2 的建筑，小型指 5000m2 以下的建筑； 

2.古建筑、仿古建筑、保护性建筑等，根据具体情况，附加调整系数为 1.3~1.6； 

3.智能建筑弱电系统设计，以弱电系统的设计概算为计费额，附加调整系数为 1.3； 

4.室内装修设计，以室内装修的设计概算为计费额，附加调整系数为 1.5； 

5.特殊声学装修设计，以声学装修的设计概算为计费额，附加调整系数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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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筑总平面布置或者小区规划设计，根据工程的复杂程度，按照每 10000~20000 元/ha 计算收费。 

7.3.2 园林绿化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复杂程度表                      表 7.3-2 

等级 工程设计条件 

Ⅰ级 1. 一般标准的道路绿化工程； 

2. 片林、风景林等工程 

Ⅱ级 1. 标准较高的道路绿化工程； 

2. 一般标准的风景区、公共建筑环境、企事业单位与居住区的绿化工程 

 

Ⅲ级 

1. 高标准的城市重点道路绿化工程； 

2. 高标准的风景区、公共建筑环境、企事业单位与居住区的绿化工程； 

3. 公园、渡假村、高尔夫球场、广场、街心花园、园林小品、屋顶花园、室内花园等绿化

工程 

 

7.3.3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复杂程度表                  表 7.3-3 

等级 工程设计条件 

 

Ⅰ级 

1. 庭院户内燃气管道工程； 

2. 一般给排水地下管线（DN<1.0m，无管线交叉）工程； 

3. 小型垃圾中转站，简易堆肥工程； 

4. 供热小区管网（二级网）工程 

 

 

Ⅱ级 

1. 城市调压站，瓶组站，，<5000 户气化站、混气站，<500m3储配站工程； 

2. 城区给排水管线，一般地下管线（DN<1.0m，有管线交叉），<1m3/s 加压泵站，简单构筑

物工程； 

3. >100t/天的大型垃圾中转站，垃圾填埋场、机械化快速堆肥工程； 

4. ≤2MW 的小型换热站工程 

 

Ⅲ级 

1. 城市超高压调压站，市内管线及加压站，穿、跨越管网，≥5000 户气化站、混气站，≥

500m3 储配站、门站、气源厂、加气站工程； 

2. 大型复杂给排水管线，市政管网，大型泵站、水闸等构筑物，净水厂，污水处理厂工程； 

3. 垃圾系统工程及综合处理与利用、焚烧工程； 

4. 锅炉房，穿、跨越供热管网，>2MW 换热站工程； 

5．海底排污管线，海水取排水、淡水及水处理工程 

7.3.4 广播电视、邮政、电信工程 

                      广播电视、邮政、电信工程复杂程度表           7.3-4 

等级 工程设计条件 

 

 

 

Ⅰ级 

1．广播电视中心设备（广播 1 套，电视 1~2 套）工程； 

2．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 P≤1kW）工程； 

3．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 P≤50kW）工程； 

4．电视、调频发射塔（台）设备（单机功率 P≤1kW）工程； 

5．广播电视收测台设备工程； 

6．三级邮件处理中心工艺工程； 

7．简单的电信工程 

 

 

1．广播电视中心设备（广播 2~3 套，电视 3~5 套）工程； 

2．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 1kW≤P≤20Kw）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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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级 

3．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 50kW≤P≤150Kw）工程； 

4．电视、调频发射塔（台）设备（单机功率 1kW≤P≤10Kw，塔高<200m）工程； 

5．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工程； 

6．二级邮件处理中心及各类转运站工艺工程； 

7．较复杂的电信工程 

 

 

 

 

Ⅲ级 

1．广播电视中心设备（广播 4 套以上，电视 6 套以上）工程； 

2．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 P>20Kw）工程； 

3．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 P>150Kw）工程； 

4．电视、调频发射塔（台）设备（单机功率 P>10Kw，塔高≥200m）工程； 

5．电声设备、演播厅、录（播）音馆、摄影棚设备工程； 

6．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微波站设备工程； 

7．广播电视光缆、电缆节目传输工程； 

8．一级邮件处理中心工艺工程； 

9．复杂的电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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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计费额 收费基价 

 50 2.70 

 100 4.90 

1 200 9.0 

2 500 20.9 

3 1,000 38.8 

4 3,000 103.8 

5 5,000 163.9 

6 8,000 249.6 

7 10,000 304.8 

8 20,000 566.8 

9 40,000 1,054.0 

10 60,000 1,515.2 

11 80,000 1,960.1 

12 100,000 2,393.4 

13 200,000 4,450.8 

14 400,000 8,276.7 

15 600,000 11,897.5 

16 800,000 15,391.4 

17 1,000,000 18,793.8 

18 2,000,000 34,948.9 

注：计费额>2,000,000 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 1.6%的收费率计算收费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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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工程设计收费专业调整系数表 

工程类型 专业调整系数 

矿山采选工程 

黑色、黄金、化学、非金属及其他矿采选工程 

采煤工程，有色、铀矿采选工程 

选煤及其他煤炭工程 

 

2、加工冶炼工程 

   各类冷加工工程 

   船舶水工工程 

   各类冶炼、热加工、压力加工工程 

   核加工工程 

 

石油化工工程  

石油、化工、石化、化纤、医药工程 

核化工工程 

 

水利电力工程 

风力发电、其他水利工程 

火电工程 

核电常规岛、水电、水库、送变电工程 

核能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机场场道工程 

公路、城市道路工程 

机场空管和助航灯光、轻轨工程 

水运、地铁、桥梁、隧道工程 

索道工程 

 

6、建筑市政工程 

   邮政工艺工程 

   建筑、市政、电信工程 

   人防、园林绿化、广电工艺工程 

 

7、农业林业工程 

   农业工程 

   林业工程 

 

1.1 

1.2 

1.3 

 

 

1.0 

1.1 

1.2 

1.3 

 

 

1.2 

1.6 

 

 

0.8 

1.0 

1.2 

1.6 

 

 

0.8 

0.9 

1.0 

1.1 

1.3 

 

 

0.8 

1.0 

1.1 

 

 

0.9 

0.8 

 附表三：非标准设备设计费率表 

 

类别 非标准设备分类 费率 

（%） 

 技术一般的非标准设备，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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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1.单体设备类：槽、罐、池、箱、斗、架、台、常压容器、换热器、铅烟除

尘、恒温油浴及无传动的简单装置； 

2.室类：红外线干燥室、热风循环干燥室、浸漆干燥室、套管干燥室、极板干

燥室、隧道式干燥室、蒸汽硬化室、油漆干燥室、木材干燥室 

 

10~13 

 

 

 

 

较复杂 

技术较复杂的非标准设备，主要包括： 

1.室类：喷砂室、静电喷漆室； 

2.窑类：隧道窑、倒焰窑、抽屉窑、蒸笼窑、辊道窑； 

3.炉类：冷、热风冲天炉、加热炉、反射炉、退火炉、淬火炉、锻烧炉、坩锅

炉、氢气炉、石墨化炉、室式加热炉、砂芯烘干炉、干燥炉、亚胺化炉、还氧

铅炉、真空热处理炉、气氛炉、空气循环炉、电炉； 

4.塔器类：Ⅰ、Ⅱ类压力容器、换热器、通信铁塔； 

5.自动控制类：屏、柜、台、箱等电控、仪控设备、电力拖动、热工调节设

备； 

6.通信类：余热利用、精铸、热工、除渣、喷煤、喷粉设备、压力加工、钣

材、型材加工设备、喷丸强化机、清洗机； 

7.水工类：浮船坞、坞门、闸门、船舶下水设备、升船机设备； 

8.试验类：航空发动机试车台、中小型模拟试验设备 

 

 

 

 

 

  13~16 

 

 

 

 

 

复杂 

技术复杂的非标准设备，主要包括： 

1．室类：屏蔽室、屏蔽暗室； 

2．窑类：熔窑、成型窑、退火窑、回转窑； 

3．炉类：闪速炉、专用电炉、单晶炉、多晶炉、沸腾炉、反应炉、裂解炉、

大型复杂的热处理炉、炉外真空精炼设备； 

4．塔器类：Ⅲ类压力容器、反应釜、真空罐、发酵罐、喷雾干燥塔、低温冷

冻、高温高压设备、核承压设备及容器、广播电视塔桅杆、天馈线设备； 

5．通用类：组合机床、数控机床、精密机床、专用机床、特种起重机、特种

升降机、高货位立体仓贮设备、胶接固化装置、电镀设备、自动、半自动生产

线； 

6.环保类：环境污染防治、消烟除尘、回收装置； 

7.试验类：大型模拟试验设备、风洞高空台、模拟环境试验设备 

 

 

 

 

 

16~20 

注：1.新研制并首次投入工业化生产的非标准标准设备。乘以 1.3 的调整系数计算收费； 

    2.多台（套）相同的非标准设备，自第二台（套）起乘以 0.3 的调整系数计算收费。 

 

3.7.41 《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 (发改法规[2008]1531 号 2008 年 06 月 18 日)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08zcfb/200806/P020080624625103002469.pdf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08zcfb/200806/t20080624_49220.htm  

http://jst.jl.gov.cn/gcztb/200807/t20080707_415252.html 

http://ggzy.xiangtan.gov.cn/gcgjzcfg/3117.jhtml  

关于印发《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的通知 

发改法规[2008]153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委）、监察厅、财政厅、建设厅、铁路局、交通厅、通信管理局、

信息产业厅、水利厅、商务厅、民航局、法制办：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4]56 号），促进招标投标信用体系建

设，健全招标投标失信惩戒机制，规范招标投标当事人行为，招标投标部际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决定建立招标投标违

法行为公告制度，并共同制定《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现予印发。为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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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暂行办法》贯彻落实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和要求通知如下： 

一、认真做好《暂行办法》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建立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是建立招标投标市场诚

信机制的重要措施和有效办法。各地要抓紧按照《暂行办法》要求建立本行政区域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平台；

已经建立的，应按照《暂行办法》规定进一步规范完善。 

二、严格执行《暂行办法》各项规定。各省级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暂行办法》规定的公告类别、公告内容、公

告期限及相关程序要求发布公告，确保公告行为的准确、及时和客观。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公告的招标投标违法行

为行政处理决定，应按要求抄报相应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    

三、各省级行政主管部门在公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应及时向相应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反映。 

附件：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监察部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铁道部 

水利部 

商务部 

法制办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八日 

附件： 

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4]56 号），促进招标投标信

用体系建设，健全招标投标失信惩戒机制，规范招标投标当事人行为，根据《招标投标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对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进行公告，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是指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以及评标委员会成员。 

本办法所称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是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对招标投标当事人违法行

为所作行政处理决定的记录。 

第三条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建立各自的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平台，并负责公

告平台的日常维护。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公告平台管理方面的综合性政策和相关规定。 

省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建立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平台，并负责公告平台

的日常维护。 

第四条 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的公告应坚持准确、及时、客观的原则。 

第五条 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记录。但是，经权利人同意

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违法行为记录，可以公开。 

第二章 违法行为记录的公告 

第六条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公告部门”）应自招标投标违法

行为行政处理决定作出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对外进行记录公告。 

省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公告的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行政处理决定应同时抄报相应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 

第七条 对招标投标违法行为所作出的以下行政处理决定应给予公告： 

（一）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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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 

（四）暂停或者取消招标代理资格; 

（五）取消在一定时期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 

（六）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 

（七）暂停项目执行或追回已拨付资金； 

（八）暂停安排国家建设资金； 

（九）暂停建设项目的审查批准； 

（十）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其他行政处理决定。 

第八条 违法行为记录公告的基本内容为：被处理招标投标当事人名称（或姓名）、违法行为、处理依据、处理决

定、处理时间和处理机关等。 

公告部门可将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行政处理决定书直接进行公告。 

第九条 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期限为六个月。公告期满后，转入后台保存。 

依法限制招标投标当事人资质（资格）等方面的行政处理决定，所认定的限制期限长于六个月的，公告期限从其

决定。 

第十条 公告部门负责建立公告平台信息系统，对记录信息数据进行追加、修改、更新，并保证公告的违法行为

记录与行政处理决定的相关内容一致。 

公告平台信息系统应具备历史公告记录查询功能。 

第十一条 公告部门应对公告记录所依据的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行政处理决定书等材料妥善保管、留档备查。 

第十二条 被公告的招标投标当事人认为公告记录与行政处理决定的相关内容不符的，可向公告部门提出书面更

正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据。 

公告部门接到书面申请后，应在 5 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对。公告的记录与行政处理决定的相关内容不一致的，应

当给予更正并告知申请人；公告的记录与行政处理决定的相关内容一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公告部门在作出答复前不停止对违法行为记录的公告。 

第十三条 行政处理决定在被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公告部门依法不停止对违法行为记录的公告，但行政处

理决定被依法停止执行的除外。 

第十四条 原行政处理决定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公告部门应当及时对公告记录予以变更或撤销，并在公告平台

上予以声明。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法加强对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被公告当事人的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应逐步实现互联互通、互认共用，条件成熟时建立统一的招标投标违法行

为记录公告平台。 

第十七条 公告的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应当作为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依法必须招标项目资质审查、招标代

理机构选择、中标人推荐和确定、评标委员会成员确定和评标专家考核等活动的重要参考。 

第十八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违法行为记录的提供、收集和公告等工作中有玩忽职守、弄虚作假

或者徇私舞弊等行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予以通报批评，并依纪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

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部门可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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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2 《<物业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03） 

http://wjj.nc.gov.cn/id_2c90838b5823cb790158d2cda4cb0600/news.shtml  

http://www.hyzhq.gov.cn/main/zxfw1/zxfwggfw/ggfwzzrdfw/zzrdfwfdcjg/3_46048/default.shtml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合法权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 

第三条 国家提倡业主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选择物业管理企业。 

第四条 国家鼓励物业管理采用新技术、新方法，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业主及业主大会 

第六条 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业主。 

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接受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的服务； 

（二）提议召开业主大会会议，并就物业管理的有关事项提出建议； 

（三）提出制定和修改业主公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建议； 

（四）参加业主大会会议，行使投票权； 

（五）选举业主委员会委员，并享有被选举权； 

（六）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 

（七）监督物业管理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八）对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九）监督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七条 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业主公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二）遵守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

度； 

（三）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和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 

（五）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用；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八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业主大会应当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

活动中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一个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一个业主大会。 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应当考虑物业的共用设施设备、建筑物规

模、社区建设等因素。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第十条 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应当在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成立

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但是，只有一个业主的，或者业主人数较少且经全体业主一致同意，决定不成立

业主大会的，由业主共同履行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职责。业主在首次业主大会会议上的投票权，根据业主拥有物业

的建筑面积、住宅套数等因素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第十一条 业主大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修改业主公约和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二）选举、更换业主委员会委员，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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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聘、解聘物业管理企业； 

（四）决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续筹方案，并监督实施； 

（五）制定、修改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

章制度； 

（六）法律、法规或者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其他有关物业管理的职责。 

第十二条 业主大会会议可以采用集体讨论的形式，也可以采用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但应当有物业管理区域内

持有 1/2 以上投票权的业主参加。业主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业主大会会议。业主大会作出决定，必须经与会业主所持

投票权 1/2 以上通过。业主大会作出制定和修改业主公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选聘和解聘物业管理企业，专项维修

资金使用和续筹方案的决定，必须经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所持投票权 2/3 以上通过。业主大会的决定对物业管理

区域内的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 

第十三条 业主大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业主大会定期会议应当按照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召开。

经 20%以上的业主提议，业主委员会应当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临时会议。 

第十四条 召开业主大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 15 日以前通知全体业主。住宅小区的业主大会会议，应当同时

告知相关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应当做好业主大会会议记录。 

第十五条 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召集业主大会会议，报告物业管理的实施情况； 

（二）代表业主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三）及时了解业主、物业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监督和协助物业管理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四）监督业主公约的实施； 

（五）业主大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六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 30 日内，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业主委员会委员应当由热心公益事业、责任心强、具有一定组织能力的业主担任。业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在业

主委员会委员中推选产生。 

第十七条 业主公约应当对有关物业的使用、维护、管理，业主的共同利益，业主应当履行的义务，违反公约应

当承担的责任等事项依法作出约定。业主公约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 

第十八条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应当就业主大会的议事方式、表决程序、业主投票权确定办法、业主委员会的组成

和委员任期等事项作出约定。 

第十九条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不得作出与物业管理无关的决定，不得从事与物业管理无

关的活动。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法规的，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定，并通告全体业主。 

第二十条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配合公安机关，与居民委员会相互协作，共同做好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

社会治安等相关工作。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相关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

责，支持居民委员会开展工作，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住宅小区的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应当告知相关

的居民委员会，并认真听取居民委员会的建议。 

第三章 前期物业管理 

第二十一条 在业主、业主大会选聘物业管理企业之前，建设单位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的，应当签订书面的前期物

业服务合同。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销售物业之前，制定业主临时公约，对有关物业的使用、维护、管理，业主的共同

利益，业主应当履行的义务，违反公约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事项依法作出约定。建设单位制定的业主临时公约，不得侵

害物业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物业销售前将业主临时公约向物业买受人明示，并予以说明。物业买受人在与建设

单位签订物业买卖合同时，应当对遵守业主临时公约予以书面承诺。 

第二十四条 国家提倡建设单位按照房地产开发与物业管理相分离的原则，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

的物业管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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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投标人少于 3 个或者住宅规

模较小的，经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管

理企业。 

第二十五条 建设单位与物业买受人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当包含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内容。 

第二十六条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可以约定期限；但是，期限未满、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

同生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 

第二十七条 业主依法享有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建设单位不得擅自处分。 

第二十八条 物业管理企业承接物业时，应当对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查验。 

第二十九条 在办理物业承接验收手续时，建设单位应当向物业管理企业移交下列资料： 

（一）竣工总平面图，单体建筑、结构、设备竣工图，配套设施、地下管网工程竣工图等竣工验收资料； 

（二）设施设备的安装、使用和维护保养等技术资料； 

（三）物业质量保修文件和物业使用说明文件； 

（四）物业管理所必需的其他资料。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将上述资料移交给业主委员会。 

第三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 

第三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保修期限和保修范围，承担物业的保修责任。 

第四章 物业管理服务 

第三十二条 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国家对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实行资质管理

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三条 从事物业管理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第三十四条 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由一个物业管理企业实施物业管理。 

第三十五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

业管理事项、服务质量、服务费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物业管理用房、合同期限、违约

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 

第三十六条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 物业管理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

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物业管理企业承接物业时，应当与业主委员会办理物业验收手续。业主委员会应当向物业管理企业

移交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料。 

第三十八条 物业管理用房的所有权依法属于业主。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管理企业不得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

用途。 

第三十九条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将物业管理用房和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料交

还给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企业的，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应当做好交接工

作。 

第四十条 物业管理企业可以将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专项服务业务委托给专业性服务企业，但不得将该区域内的全

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 

第四十一条 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区别不同物业的性质和特点，

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物业服务收费办法，在物业服

务合同中约定。 

第四十二条 业主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业主与物业使用人约定由物业使用人交纳物

业服务费用的，从其约定，业主负连带交纳责任。已竣工但尚未出售或者尚未交给物业买受人的物业，物业服务费用

由建设单位交纳。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物业服务收费的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同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网上公布，对于业主提供的物业服务收费问

题，应当在三天内予以书面回复；没有法定理由拒不回复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同级房地产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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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负责人应当向业主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物业管理企业可以根据业主的委托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外的服务项目，服务报酬由双方约定。 

物业管理企业可以根据业主委员会的委托向全体业主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外的服务项目，服务报酬由双方

约定。 

第四十五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有关费用。 

物业管理企业接受委托代收前款费用的，不得向业主收取手续费等额外费用。 

第四十六条 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物业

管理企业应当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物业管理企业的报告后，应当依法对

违法行为予以制止或者依法处理。 

第四十七条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发生安全事故时，物业管理企业在采

取应急措施的同时，应当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协助做好救助工作。物业管理企业雇请保安人员的，应当遵

守国家有关规定。保安人员在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秩序时，应当履行职责，不得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八条 物业使用人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权利义务由业主和物业使用人约定，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业主

公约的有关规定。物业使用人违反本条例和业主公约的规定，有关业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使用人和物业管

理企业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投诉。 

第五章 物业的使用与维护 

第五十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不得改变用途。 

业主依法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应当在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后告知物业管理企业；物业管理企业

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应当提请业主大会讨论决定同意后，由业主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第五十一条 业主、物业管理企业不得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道路、场地，损害业主的共同利益。因

维修物业或者公共利益，业主确需临时占用、挖掘道路、场地的，应当征得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同意；物业

管理企业确需临时占用、挖掘道路、场地的，应当征得业主委员会的同意。业主、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将临时占用、挖

掘的道路、场地，在约定期限内恢复原状。 

第五十二条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依法承担物业管理区域内相关管线和设施

设备维修、养护的责任。前款规定的单位因维修、养护等需要，临时占用、挖掘道路、场地的，应当及时恢复原状。 

第五十三条 业主需要装饰装修房屋的，应当事先告知物业管理企业。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将房屋装饰装修中的禁

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业主。 

第五十四条 住宅物业、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物业或者与单幢住宅楼结构相连的非住宅物业的业主，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专项维修资金属业主所有，专项用于物业保修期满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

维修和更新、改造，不得挪作他用。专项维修资金收取、使用、管理的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

政部门制定。 

第五十五条 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业主大会、物业管理企业的

同意后，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业主所得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第五十六条 物业存在安全隐患，危及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时，责任人应当及时维修养护，有关业主应当给

予配合。 责任人不履行维修养护义务的，经业主大会同意，可以由物业管理企业维修养护，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或者未经批准，擅

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

并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擅自处分属于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

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业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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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逾期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物业管理企业予以通报，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得资质证书从事物业管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业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

证书的，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罚，并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物业管理企业聘用未取得物业管理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业主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物业管理企业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委托合同价款 3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吊销资质证书。委托所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

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给业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挪用专项维修资金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追回挪用

的专项维修资金，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挪用数额 2 倍以下的罚款；物业管理企业挪用专项维修资金，

情节严重的，并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吊销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的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不按照规定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管理企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收益的，所

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并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款；所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

维修、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一）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 

（二）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 

（三）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个人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七条 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业主逾期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业主委员会应当督促其限期交纳；逾期

仍不交纳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十八条 业主以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名义，从事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

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七十条 本条例自 200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340 / 3277 页 

 

 

 

 

 

 

 

 

 

 

 

 

 

 

 

  第四部分 建筑市场(建设程序、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建设监

理、招标投标、个人执业、施工管理) 

更详情请参考更多规范，因时间关系本人只作选择性摘抄。或见《住房城乡建设稽查执法工作手册》住房城乡建设稽

查办公室编 ISBN：978-7-112-12397-1 

4.1 建设程序 

建设程序方面违法违规行为存在以下: 

4.1.1）建设单位 

（一） 需要审批的项目在报送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未将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等有关招标内容报项

目审批部门核准； 

（四）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 

（五） 施工许可环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2． 未经批准或者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工； 

（六） 验工验收环节有列行为之一的： 

3． 对不合格的建筑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 

4． 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4.1.2）施工单位  

1．在纠正违法违规过程中, 必须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开工建设。而施工单位没有. 

2.对不合格的建筑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 

3.隐瞒相关违反强制性条文的项目。 

 

4.1.3）监理单位  

1.对不合格的建筑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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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隐瞒相关违反强制性条文的项目。 

      

4.1.4）勘察单位  

1.对不合格的建筑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 

2.隐瞒相关违反强制性条文的项目。 

 

 

4.1.5）测绘单位  

未见到测绘单位测算建筑面积数据。 

4.1.6）图审单位  

未见到图审单位签章的工程文件。 

 

4.1.7）检测单位  

未知道检测单位是谁。未见到相关的检测报告 

4.1.8）设计单位  

1.对不合格的建筑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 

2.隐瞒相关违反强制性条文的项目。 

4.1.9）城市规划编制单位  

未知有其单位。 

4.1.10）执业个人  

各执业者在”不合格”工程验收为”合格”工程。 

4.1.11）主管部门  

（二） 负责工程质量监督检查或者竣工验收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不合格的建筑工程出具质量合格文件或者按合

格工程验收； 

（三） 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构成犯罪。 

4.2 勘察设计 

从公示的验收报告和验收备案都存在互相矛盾的问题.可以确定两个文件都是存在造假, 企业和个人是否存在资质等,

或玩忽职守.而现在各位现场去了的工作人员,还是没有给予现场勘察检测报告.只是空文在谈其合法性!这是渎职! 

     1). 房屋面积的测算数字予以公布。从购房起就没见有监测单位进行测量过，我们的房屋面积只是开发房的一

面之词。我们对此面积都存怀疑！其中包括公摊面积。我们希望这些数字的测算予以公示，以及计算方法。我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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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由监管单位测定的“占地面积、各户的房屋建筑面积、公摊面积、绿化率等” 

2).对于现场去的各工作人员,没有现场勘察报告.这是避免自己的责任!也是掩饰实际的工程上的各类问题.  

 

4.3 资质管理 

在纠正违法违规工程中,还是没有提供合法资质证明,还是不现场取材检测.对业主提出的资质质疑各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工作人员不予纠正! 

 

原相关单位资质和个人执业资格(请给予公开!) 

建设单位：吉安市建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单位资质未知』 施工许可单位：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施工单位：永丰县第二建筑公司（永丰县规划建设局下属单位）『单位资

质未知』 

检测单位：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监理单位：吉安市建设监理中心永丰监理分站『单位资质未知』 质量监督单位：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勘察单位：吉安市建筑设计规划研究院『单位资质未知』 资质审查单位: 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设计单位：景德镇陶瓷工业设计研究院『单位资质未知』 综合验收单位: 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图审机构：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造价咨询单位: 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招标代理单位: 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物业管理单位：永丰县房管局物业管理中心『单位资质未

知』 

总承包: 永丰县第二建筑公司『单位资质未知』 质量监督管理单位:示知『单位资质未知』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纠正工程的相关单位资质和个人执业资格(请给予公开!) 

建设单位：吉安市建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单位资质未知』 施工许可单位：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施工单位：永丰县第二建筑公司（永丰县规划建设局下属单位）『单位资

质未知』 

检测单位：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监理单位：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质量监督单位：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勘察单位：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资质审查单位: 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设计单位：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综合验收单位: 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图审机构：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外地建筑企业备案证明: 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造价咨询单位：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招标代理单位: 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屋面工程施工单位：北京卓宝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书面上,没有实质证明) 

『单位资质未知』没有到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备案证明，一下说是

深圳公司，一下说是南昌公司，可是没有任何合法证明. 

而吉安市规划建设局的文件叙述为：深圳市卓宝防水工程

有限公司，永丰县人民政府叙述为南昌公司。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未知『单位资质未知』  

公开以下人员执业资格及执业印章: 

黄素平(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结构师)为组长、谭光炜(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结构师) 、 刘振安(工程师,一级注册结构

师) 、胡莽原(工程师,一级注册结构师) 、胡足莲(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肖坚(工程师). 

 

 

（一）江西省建设厅行政许可事项（共 17 项） 

1、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资质审批 

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  

（2）《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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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2、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 

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四条 

（2）《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三条 

3、建筑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审批 

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3）《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四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4、建筑业企业（包括园林绿化企业）资质审批 

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3）《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七条、第十条 

（4）《城市绿化条例》第十六条 

（5）《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四条 

5、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认定 

执法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 99 项 

（2）《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第二条 

（3）《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第九条 

6、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 

执法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 108 项 

（2）《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第六条 

7、城市房屋拆迁单位资格审查 

执法依据：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条 

（2）《城市房屋拆迁单位管理规定》第五条 

8、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准 

执法依据： 

（1）《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九条 

（2）《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十一条 

9、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核准 

执法依据：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 

（2）《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 

10、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 

执法依据： 

（1）《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四条第二款 

（2）《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二款  

12、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 

执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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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 100 项 

（2）《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九条 

13、物业管理企业资质核准 

执法依据： 

（1）《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2）《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 

14、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核准 

执法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 110 项 

（2）《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三款 

15、建筑工程项目施工许可 

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 

（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 

16、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资格认定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二款 

17、执业人员资格注册核准 

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四条 

4.4 建设监理 

资质未知，依规范，强制条文监督等都没有监理出来，存在隐瞒。也不见现场监理. 

 

4.5 招标投标 

更不用说有这个程序。 

 

4.6 个人执业 

 没有见到各项目经理、注册建筑师、注册建造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结构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监督管理工程师等专业人员的资质证明及执业印章。每次现场去的,也没有见着书面的答复和

现场执业证明!对存的违法行为也不见有任何信用管理或行政处罚？各执业人员，对不合格工程验收为“合格工

程”。 

 

4.7 施工管理 

都没有依工程施工图纸施工，没有按国家规范、强性性规范施工、检测验收等，监督管理部门有责任而不监督

等,诉求公示相关工程图纸都不肯公示或公开听证,而只公示了违法违规的的工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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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法律法规依据 

4.8.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 年 11 月 1 日主席令 91 号） 

第五条 从事建筑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建筑活动。 

4.8.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 年 8 月 30 日主席令 21 号）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05/content_5004749.htm  

http://fgs.ndrc.gov.cn/fgszbtbt2017082902.pdf  

http://www.leiyang.gov.cn/detail.ashx?id=56348  

http://www.ndrc.gov.cn/yjzx/yjzx_add.jsp?SiteId=143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228/c1001-29732573.html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决定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712/t20171229_234599.html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取消工程建设项目招

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1999 年 8 月 30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9 年 8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二十一号公布    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招    标 

        第三章    投    标 

        第四章    开标、评标和中标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经

济效益，保证项目质量，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法。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

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 

        （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 

        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第五条    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招标投标活动不受地区或者部门的限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

限制或者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加投标，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 

        第七条    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及有关部门的具体职权划分，由国务院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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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招    标 

        第八条    招标人是依照本法规定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九条    招标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的，应当先履行审批手续，取得批准。 

        招标人应当有进行招标项目的相应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并应当在招标文件中如实载明。 

        第十条    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 

        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 

        第十一条    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地方重点项目

不适宜公开招标的，经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进行邀请招标。 

        第十二条    招标人有权自行选择招标代理机构，委托其办理招标事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为

招标人指定招标代理机构。 

        招标人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能力的，可以自行办理招标事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其委托招

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招标代理机构是依法设立、从事招标代理业务并提供相关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营业场所和相应资金； 

        （二）有能够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相应专业力量； 

        （三）有符合本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条件、可以作为评标委员会成员人选的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

库。 

        第十四条    从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业务的招标代理机构，其资格由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从事其他招标代理

业务的招标代理机构，其资格认定的主管部门由国务院规定。 

        招标代理机构与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不得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 

        第十五条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人委托的范围内办理招标事宜，并遵守本法关于招标人的规定。 

        第十六条    招标人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应当发布招标公告。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公告，应当通

过国家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 

        招标公告应当载明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招标项目的性质、数量、实施地点和时间以及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

等事项。 

        第十七条    招标人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应当向三个以上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资信良好的特定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发出投标邀请书。 

        投标邀请书应当载明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事项。 

        第十八条    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项目本身的要求，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有

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并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国家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第十九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应当包括招标项目的技术要求、

对投标人资格审查的标准、投标报价要求和评标标准等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以及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 

        国家对招标项目的技术、标准有规定的，招标人应当按照其规定在招标文件中提出相应要求。 

        招标项目需要划分标段、确定工期的，招标人应当合理划分标段、确定工期，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 

        第二十条    招标文件不得要求或者标明特定的生产供应者以及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一条    招标人根据招标项目的具体情况，可以组织潜在投标人踏勘项目现场。 

        第二十二条    招标人不得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

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 

        招标人设有标底的，标底必须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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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条    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

截止时间至少十五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四条    招标人应当确定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所需要的合理时间；但是，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自

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二十日。 

        第三章    投    标 

        第二十五条    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依法招标的科研项目允许个人参加投标的，投标的个人适用本法有关投标人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投标人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国家有关规定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

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投标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 

        第二十七条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

和条件作出响应。 

        招标项目属于建设施工的，投标文件的内容应当包括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与主要技术人员的简历、业绩和

拟用于完成招标项目的机械设备等。 

        第二十八条    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送达投标地点。招标人

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签收保存，不得开启。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应当依照本法重新招标。 

        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应当拒收。 

        第二十九条    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已提交的投标

文件，并书面通知招标人。补充、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三十条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载明的项目实际情况，拟在中标后将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

作进行分包的，应当在投标文件中载明。 

        第三十一条    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 

        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

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

等级。 

        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并将共同投标协议连同投标文件

一并提交招标人。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招标人不得强制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不得限制投标人之间的竞争。 

        第三十二条    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

人的合法权益。 

        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禁止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 

        第三十三条    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也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

中标。 

        第四章    开标、评标和中标 

        第三十四条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开标地点应当为招

标文件中预先确定的地点。 

        第三十五条    开标由招标人主持，邀请所有投标人参加。 

        第三十六条    开标时，由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也可以由招标人委托的公证

机构检查并公证；经确认无误后，由工作人员当众拆封，宣读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投标文件的其他主要内容。 

        招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收到的所有投标文件，开标时都应当当众予以拆封、宣

读。 

        开标过程应当记录，并存档备查。 

        第三十七条    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的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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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以上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前款专家应当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八年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由招标人从国务院有关部

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专家名册或者招标代理机构的专家库内的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

中确定；一般招标项目可以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特殊招标项目可以由招标人直接确定。 

        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进入相关项目的评标委员会；已经进入的应当更换。 

        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第三十八条    招标人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评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的过程和结果。 

        第三十九条    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或者说明，但是澄

清或者说明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第四十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设有标底

的，应当参考标底。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并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 

        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

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国务院对特定招标项目的评标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一条    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 

        （二）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 

        第四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经评审，认为所有投标都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可以否决所有投标。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所有投标被否决的，招标人应当依照本法重新招标。 

        第四十三条    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 

        第四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务，遵守职业道德，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

任。 

        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私下接触投标人，不得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评标委员会成员和参与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不得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

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第四十五条    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

投标人。 

        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

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

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应当提交。 

        第四十七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

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第四十八条    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项目。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

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 

        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招标人同意，可以将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完成。接

受分包的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 

        中标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招标人负责，接受分包的人就分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

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

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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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处分。 

        第五十条    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或者与招

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暂停直至取消招标代理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第五十一条    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的，强制要

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的，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或

者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的，或者泄露标底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第五十三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

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取消其一年至二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

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四条    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招标人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有前款所列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

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年至三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

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五十五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

容进行谈判的，给予警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第五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评标的有关工

作人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给予警告，没收收受

的财物，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所列违法行为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

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标人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在

所有投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中标无效。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八条    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违反本法规定将中

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让、分包无效，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千

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五十九条    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

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

证金数额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应当对招标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中标人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履行义务，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二年至五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

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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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不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六十一条    本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国务院规定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决定。本法已对实施行政处罚的机

关作出规定的除外。 

        第六十二条    任何单位违反本法规定，限制或者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加投标的，

为招标人指定招标代理机构的，强制招标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的，或者以其他方式干涉招标投标活动

的，责令改正；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处分，情节较重的，

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 

        个人利用职权进行前款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追究责任。 

        第六十三条    对招标投标活动依法负有行政监督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

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四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违反本法规定，中标无效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的中标条件从其余

投标人中重新确定中标人或者依照本法重新进行招标。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五条    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提出异议

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第六十六条    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抢险救灾或者属于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需要使用农民工等

特殊情况，不适宜进行招标的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不进行招标。 

        第六十七条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进行招标，贷款方、资金提供方对招标投标

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有不同规定的，可以适用其规定，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第六十八条    本法自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决定 

（2017 年 12 月 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 

  （二）删去第十四条第一款。 

  （三）将第五十条第一款中的“情节严重的，暂停直至取消招标代理资格”修改为“情节严重的，禁止其一

年至二年内代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制度。” 

  第三款修改为：“因特殊需要采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二）删去第九条第二款中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当进行监督检查”。 

  （三）将第十二条修改为：“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具有与所制造、修理的计量器具

相适应的设施、人员和检定仪器设备。” 

  （四）将第十四条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制造、销售和进口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 

  （五）删去第十五条第二款。 

  （六）删去第十七条第二款。 

  （七）第四章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制造、修理、销售、进

口和使用计量器具，以及计量检定等相关计量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 

  （八）删去第二十二条。 

  本决定自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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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令第 613 号 2011 年 11 月 30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13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已经 2011 年 11 月 30 日国务院第 183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 201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招标投标法第三条所称工程建设项目，是指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 

    前款所称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除、修缮等；所

称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是指构成工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为实现工程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等；所称

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务，是指为完成工程所需的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 

    第三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

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 

    第四条 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指导和协调全国招标投标工作，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实施

监督检查。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铁道、水利、商务等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有关

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指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招标投标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

其所属部门有关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职责分工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财政部门依法对实行招标投标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实施监督。 

    监察机关依法对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监察对象实施监察。 

    第五条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统一规范的招标投标交易场所，为招标投标

活动提供服务。招标投标交易场所不得与行政监督部门存在隶属关系，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国家鼓励利用信息网络进行电子招标投标。 

    第六条 禁止国家工作人员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 

第二章  招  标 

    第七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招标范围、招标方

式、招标组织形式应当报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审批、核准。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应当及时将审批、核准确定的招标范

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通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 

    第八条 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应当公开招标；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邀请招标： 

    （一）技术复杂、有特殊要求或者受自然环境限制，只有少量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 

    （二）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项目合同金额的比例过大。 

    有前款第二项所列情形，属于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项目，由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在审批、核准项目时作出认

定；其他项目由招标人申请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作出认定。 

    第九条 除招标投标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可以不进行招标的特殊情况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进行招

标： 

    （一）需要采用不可替代的专利或者专有技术； 

    （二）采购人依法能够自行建设、生产或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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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已通过招标方式选定的特许经营项目投资人依法能够自行建设、生产或者提供； 

    （四）需要向原中标人采购工程、货物或者服务，否则将影响施工或者功能配套要求； 

    （五）国家规定的其他特殊情形。 

    招标人为适用前款规定弄虚作假的，属于招标投标法第四条规定的规避招标。 

    第十条 招标投标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招标人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能力，是指招标人具有与招

标项目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业人员。 

    第十一条 招标代理机构的资格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由有关部门认定。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商务、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招标代理机构依法实施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拥有一定数量的取得招标职业资格的专业人员。取得招标职业资格的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制定。 

    第十三条 招标代理机构在其资格许可和招标人委托的范围内开展招标代理业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

干涉。 

    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招标业务，应当遵守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关于招标人的规定。招标代理机构不得在所代理

的招标项目中投标或者代理投标，也不得为所代理的招标项目的投标人提供咨询。 

    招标代理机构不得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资格证书。 

    第十四条 招标人应当与被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 

    第十五条 公开招标的项目，应当依照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发布招标公告、编制招标文件。 

    招标人采用资格预审办法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的，应当发布资格预审公告、编制资格预审文件。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资格预审公告和招标公告，应当在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依法指定的媒介发布。在

不同媒介发布的同一招标项目的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的内容应当一致。指定媒介发布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的境内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不得收取费用。 

    编制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应当使用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行政监督

部门制定的标准文本。 

    第十六条 招标人应当按照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地点发售资格预审文件或

者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或者招标文件的发售期不得少于 5 日。 

    招标人发售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收取的费用应当限于补偿印刷、邮寄的成本支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第十七条 招标人应当合理确定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时间。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提交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的时间，自资格预审文件停止发售之日起不得少于 5 日。 

    第十八条 资格预审应当按照资格预审文件载明的标准和方法进行。 

    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组建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资格审查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有关评标委员会及其成员的规定。 

    第十九条 资格预审结束后，招标人应当及时向资格预审申请人发出资格预审结果通知书。未通过资格预审

的申请人不具有投标资格。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少于 3 个的，应当重新招标。 

    第二十条 招标人采用资格后审办法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的，应当在开标后由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

定的标准和方法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 

    第二十一条 招标人可以对已发出的资格预审文件或者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

内容可能影响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或者投标文件编制的，招标人应当在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至少 3 日前，

或者投标截止时间至少 15 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或者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足 3 日或者

15 日的，招标人应当顺延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或者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第二十二条 潜在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资格预审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

时间 2 日前提出；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 10 日前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 日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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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第二十三条 招标人编制的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影响资格预审结果或者潜在投标人投标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应当在修改

资格预审文件或者招标文件后重新招标。 

    第二十四条 招标人对招标项目划分标段的，应当遵守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不得利用划分标段限制或者

排斥潜在投标人。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不得利用划分标段规避招标。 

    第二十五条 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载明投标有效期。投标有效期从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算。 

    第二十六条 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 2%。

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应当与投标有效期一致。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境内投标单位，以现金或者支票形式提交的投标保证金应当从其基本账户转出。 

    招标人不得挪用投标保证金。 

    第二十七条 招标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编制标底。一个招标项目只能有一个标底。标底必须保密。 

    接受委托编制标底的中介机构不得参加受托编制标底项目的投标，也不得为该项目的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或

者提供咨询。 

    招标人设有最高投标限价的，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最高投标限价或者最高投标限价的计算方法。招标人不

得规定最低投标限价。 

    第二十八条 招标人不得组织单个或者部分潜在投标人踏勘项目现场。 

    第二十九条 招标人可以依法对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全部或者部分实行总承包招标。以暂

估价形式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工程、货物、服务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范围且达到国家规定规模标准的，应

当依法进行招标。 

    前款所称暂估价，是指总承包招标时不能确定价格而由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暂时估定的工程、货物、服务的金

额。 

    第三十条 对技术复杂或者无法精确拟定技术规格的项目，招标人可以分两阶段进行招标。 

    第一阶段，投标人按照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的要求提交不带报价的技术建议，招标人根据投标人提交的

技术建议确定技术标准和要求，编制招标文件。 

    第二阶段，招标人向在第一阶段提交技术建议的投标人提供招标文件，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包括

最终技术方案和投标报价的投标文件。 

    招标人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应当在第二阶段提出。 

    第三十一条 招标人终止招标的，应当及时发布公告，或者以书面形式通知被邀请的或者已经获取资格预审

文件、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已经发售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或者已经收取投标保证金的，招标人应当及时退还

所收取的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的费用，以及所收取的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第三十二条 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招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一）就同一招标项目向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三）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条件； 

    （四）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标标准； 

    （五）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原产地或者供应商； 

    （六）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非法限定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所有制形式或者组织形式； 

    （七）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第三章  投  标 

    第三十三条 投标人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不受地区或者部门的限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非法干涉。 

    第三十四条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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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

标项目投标。 

    违反前两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第三十五条 投标人撤回已提交的投标文件，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书面通知招标人。招标人已收取投标保

证金的，应当自收到投标人书面撤回通知之日起 5 日内退还。 

    投标截止后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招标人可以不退还投标保证金。 

    第三十六条 未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提交的投标文件，以及逾期送达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

文件，招标人应当拒收。 

    招标人应当如实记载投标文件的送达时间和密封情况，并存档备查。 

    第三十七条 招标人应当在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载明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招标人接受联合体投标并进行资格预审的，联合体应当在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前组成。资格预审后联合体

增减、更换成员的，其投标无效。 

    联合体各方在同一招标项目中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或者参加其他联合体投标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第三十八条 投标人发生合并、分立、破产等重大变化的，应当及时书面告知招标人。投标人不再具备资格预

审文件、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或者其投标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其投标无效。 

    第三十九条 禁止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 

    （一）投标人之间协商投标报价等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二）投标人之间约定中标人； 

    （三）投标人之间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者中标； 

    （四）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投标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投标； 

    （五）投标人之间为谋取中标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而采取的其他联合行动。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 

    （一）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二）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 

    （四）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五）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六）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第四十一条 禁止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 

    （一）招标人在开标前开启投标文件并将有关信息泄露给其他投标人; 

    （二）招标人直接或者间接向投标人泄露标底、评标委员会成员等信息； 

    （三）招标人明示或者暗示投标人压低或者抬高投标报价； 

    （四）招标人授意投标人撤换、修改投标文件； 

    （五）招标人明示或者暗示投标人为特定投标人中标提供方便； 

    （六）招标人与投标人为谋求特定投标人中标而采取的其他串通行为。 

    第四十二条 使用通过受让或者租借等方式获取的资格、资质证书投标的，属于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的以他人名义投标。 

    投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的行为： 

    （一）使用伪造、变造的许可证件； 

    （二）提供虚假的财务状况或者业绩； 

    （三）提供虚假的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简历、劳动关系证明； 

    （四）提供虚假的信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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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 

    第四十三条 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申请人应当遵守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有关投标人的规定。 

第四章 开标、评标和中标 

    第四十四条 招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开标。 

    投标人少于 3 个的，不得开标；招标人应当重新招标。 

    投标人对开标有异议的，应当在开标现场提出，招标人应当当场作出答复，并制作记录。 

    第四十五条 国家实行统一的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和管理办法。具体标准和办法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

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组建综合评标专家库。 

    第四十六条 除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特殊招标项目外，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评标委

员会的专家成员应当从评标专家库内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中以随机抽取方式确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明示、暗

示等任何方式指定或者变相指定参加评标委员会的专家成员。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非因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规定的事由，不得更换依法确定的评标委员会成

员。更换评标委员会的专家成员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 

    评标委员会成员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回避。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确定方式、评标专家的抽取和评标活动进

行监督。行政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得担任本部门负责监督项目的评标委员会成员。 

    第四十七条 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所称特殊招标项目，是指技术复杂、专业性强或者国家有特殊要

求，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的专家难以保证胜任评标工作的项目。 

    第四十八条 招标人应当向评标委员会提供评标所必需的信息，但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其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

标人。 

    招标人应当根据项目规模和技术复杂程度等因素合理确定评标时间。超过三分之一的评标委员会成员认为评

标时间不够的，招标人应当适当延长。 

    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成员有回避事由、擅离职守或者因健康等原因不能继续评标的，应当及时更换。被更

换的评标委员会成员作出的评审结论无效，由更换后的评标委员会成员重新进行评审。 

    第四十九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依照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

客观、公正地对投标文件提出评审意见。招标文件没有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不得作为评标的依据。 

    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私下接触投标人，不得收受投标人给予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招标人征询确定中

标人的意向，不得接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的要求，不得有其他不客观、

不公正履行职务的行为。 

    第五十条 招标项目设有标底的，招标人应当在开标时公布。标底只能作为评标的参考，不得以投标报价是否

接近标底作为中标条件，也不得以投标报价超过标底上下浮动范围作为否决投标的条件。 

    第五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一）投标文件未经投标单位盖章和单位负责人签字； 

    （二）投标联合体没有提交共同投标协议； 

    （三）投标人不符合国家或者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 

    （四）同一投标人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或者投标报价，但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备选投标的除外； 

    （五）投标报价低于成本或者高于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 

    （六）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七）投标人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第五十二条 投标文件中有含义不明确的内容、明显文字或者计算错误，评标委员会认为需要投标人作出必

要澄清、说明的，应当书面通知该投标人。投标人的澄清、说明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

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评标委员会不得暗示或者诱导投标人作出澄清、说明，不得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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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三条 评标完成后，评标委员会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和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标候选人应当

不超过 3 个，并标明排序。 

    评标报告应当由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字。对评标结果有不同意见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以书面形式说明其

不同意见和理由，评标报告应当注明该不同意见。评标委员会成员拒绝在评标报告上签字又不书面说明其不同意见

和理由的，视为同意评标结果。 

    第五十四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 3 日内公示中标候选人，公示期

不得少于 3 日。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

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 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第五十五条 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

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

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招标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

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招标。 

    第五十六条 中标候选人的经营、财务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或者存在违法行为，招标人认为可能影响其履约能

力的，应当在发出中标通知书前由原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审查确认。 

    第五十七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依照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签订书面合同，合同的标的、价款、质量、

履行期限等主要条款应当与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的内容一致。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

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招标人最迟应当在书面合同签订后 5 日内向中标人和未中标的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第五十八条 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不

得超过中标合同金额的 10%。 

    第五十九条 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项目。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将

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 

    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招标人同意，可以将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完成。接受

分包的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 

    中标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招标人负责，接受分包的人就分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章 投诉与处理 

    第六十条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之日起 10 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就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规定事项投诉的，应当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异议答复期间不

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 

    第六十一条 投诉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行政监督部门投诉的，由最先收到投诉的行政监督部

门负责处理。 

    行政监督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投诉，并自受理投诉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作

出书面处理决定；需要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内。 

    投诉人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的，行政监督部门应当予以驳回。 

    第六十二条 行政监督部门处理投诉，有权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调查有关情况，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

予以配合。必要时，行政监督部门可以责令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行政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监督检查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应当依法予以保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三条 招标人有下列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

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一）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不按照规定在指定媒介发布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 

    （二）在不同媒介发布的同一招标项目的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的内容不一致，影响潜在投标人申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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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或者投标。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不按照规定发布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构成规避招标的，依照招标

投标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第六十四条 招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依法应当公开招标而采用邀请招标； 

    （二）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的发售、澄清、修改的时限，或者确定的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投标文件的

时限不符合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规定； 

    （三）接受未通过资格预审的单位或者个人参加投标； 

    （四）接受应当拒收的投标文件。 

    招标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所列行为之一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第六十五条 招标代理机构在所代理的招标项目中投标、代理投标或者向该项目投标人提供咨询的，接受委

托编制标底的中介机构参加受托编制标底项目的投标或者为该项目的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提供咨询的，依照招标

投标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十六条 招标人超过本条例规定的比例收取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或者不按照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及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第六十七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

中标的，中标无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处罚。投

标人未中标的，对单位的罚款金额按照招标项目合同金额依照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比例计算。 

    投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行为，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取消其 1 年

至 2 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 

    （一）以行贿谋取中标； 

    （二）3 年内 2 次以上串通投标； 

    （三）串通投标行为损害招标人、其他投标人或者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

以上； 

    （四）其他串通投标情节严重的行为。 

    投标人自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处罚执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 年内又有该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或者串通投标、

以行贿谋取中标情节特别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法律、行政法规对串通投标报价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八条 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处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未中标的，

对单位的罚款金额按照招标项目合同金额依照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比例计算。 

    投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行为，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取消其 1 年

至 3 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 

    （一）伪造、变造资格、资质证书或者其他许可证件骗取中标； 

    （二）3 年内 2 次以上使用他人名义投标； 

    （三）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给招标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 

    （四）其他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情节严重的行为。 

    投标人自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处罚执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 年内又有该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或者弄虚作假骗

取中标情节特别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六十九条 出让或者出租资格、资质证书供他人投标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不按照规定组建评标委员会，或者确定、更换评标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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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规定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违法确定或者更换的评标委员会成员作出的评审结论无效，依法重新进

行评审。 

    国家工作人员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选取评标委员会成员的，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一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十一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禁止其在一定

期限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情节特别严重的，取消其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 

    （一）应当回避而不回避； 

    （二）擅离职守； 

    （三）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 

    （四）私下接触投标人； 

    （五）向招标人征询确定中标人的意向或者接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

标人的要求； 

    （六）对依法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 

    （七）暗示或者诱导投标人作出澄清、说明或者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 

    （八）其他不客观、不公正履行职务的行为。 

    第七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没收收受的财物，处 3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

下的罚款，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七十三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中标项目金额 10‰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无正当理由不发出中标通知书； 

    （二）不按照规定确定中标人； 

    （三）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无正当理由改变中标结果； 

    （四）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订立合同； 

    （五）在订立合同时向中标人提出附加条件。 

    第七十四条 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

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取消其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中标人，由有

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 10‰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五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合同的主要条款与招标文件、

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的内容不一致，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

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六条 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本

条例规定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让、分包无效，处转让、分

包项目金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七十七条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给他

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招标人不按照规定对异议作出答复，继续进行招标投标活动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

不能改正并影响中标结果的，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七十八条 取得招标职业资格的专业人员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招标业务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

重的，暂停一定期限内从事招标业务；情节特别严重的，取消招标职业资格。 

    第七十九条 国家建立招标投标信用制度。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依法公告对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投标

人、评标委员会成员等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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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条 项目审批、核准部门不依法审批、核准项目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的，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对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不依法查处，或者不按照规定处

理投诉、不依法公告对招标投标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理决定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 

    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八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以直接或者间接、明示或者暗示等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

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特别严重的，

依法给予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要求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不招标，或者要求对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不公开招标； 

    （二）要求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招标人以其指定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或者中标人，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干

涉评标活动，影响中标结果； 

    （三）以其他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 

    第八十二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对中标结果造成实

质性影响，且不能采取补救措施予以纠正的，招标、投标、中标无效，应当依法重新招标或者评标。 

第七章 附   则 

    第八十三条 招标投标协会按照依法制定的章程开展活动，加强行业自律和服务。 

    第八十四条 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对政府采购货物、服务的招标投标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1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4.8.3）《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1995 年 9 月 3 日国务院令 184 号） 

http://www.ccc.gov.cn/xxgk/jsfg/xzfg/2011-12-26-102715.html  

http://www.ccc.gov.cn/xxgk/jsfg/xzfg/2018-05-29-11460653.html  

http://www.hbzfhcxjst.gov.cn/Web/Article/2012/05/28/1148301046.aspx?CataID=40c115a0-e5b4-49e7-ad38-

1bba7460a510&VisitorNum=1&ArticleID=e9a5c527-54b2-4ee2-968e-c6b50c3b823b  

http://www.mohurd.gov.cn/fgjs/xzfg/200804/t20080424_162500.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84 号  

现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总  理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注册建筑师的管理，提高建筑设计质量与水平，保障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共

利益，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注册建筑师，是指依法取得注册建筑师证书并从事房屋建筑设计及相关业务的人员。 

    注册建筑师分为一级注册建筑师和二级注册建筑师。 

    第三条  注册建筑师的考试、注册和执业，适用本条例。    、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

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注册建筑师的考试、注册和执业实施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注

册建筑师的考试和注册的具体工作。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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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筑设计专家组成。 

    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其

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代表和建筑设计专家组成。 

    第六条  注册建筑师可以组建注册建筑师协会，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考试和注册 

    第七条  国家实行注册建筑师全国统一考试制度。注册建筑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商国务院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度，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 

    第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参加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 

    (一)取得建筑学硕士以上学位或者相近专业工学博士学位，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2 年以上的； 

    (二)取得建筑学学士学位或者相近专业工学硕士学位，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3 年以上的； 

    (三)具有建筑学专业大学本科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5 年以上的，或者具有建筑学相近专业大

学本科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7 年以上的； 

    (四)取得高级工程师技术职称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3 年以上的，或者取得工程师技术职称并从事建筑

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5 年以上的； 

    (五)不具有前四项规定的条件，但设计成绩突出，经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认定达到前四项规定的专业水

平的。 

    第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参加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 

    (一)具有建筑学或者相近专业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2 年以上的； 

(二)具有建筑设计技术专业或者相近专业大专毕业以上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3 年以上的； 

     (三)具有建筑设计技术专业 4 年制中专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5 年以上的； 

    (四)具有建筑设计技术相近专业中专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7 年以上的； 

    (五)取得助理工程师以上技术职称，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3 年以上的。 

    第十条  本条例施行前已取得高级、中级技术职称的建筑设计人员，经所在单位推荐，可以按照注册建筑师全

国统一考试办法的规定，免予部分科目的考试。 

    第十一条  注册建筑师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注册建筑师资格的，可以申请注册。 

    第十二条  一级注册建筑师的注册，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负责；二级注册建筑师的注册，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负责。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5 年的； 

     (三)因在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行政处分处罚、处分决定之日起至申请

注册之日止不满 2 年的 

    (四)受吊销注册建筑师证书的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5 年的； 

    (五)有国务院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的。 

    第十四条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依照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

定，决定不予注册的，应当自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人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

内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 

    第十五条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应当将准予注册的一级注册建筑师名单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应当将准予注册的二级注册建筑师名单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有关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

会的注册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通知有关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撤销注册，收回注册建筑师证书。 

    第十六条  准予注册的申请人，分别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

会核发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的一级注册建筑师证书或者二级注册建筑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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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条  注册建筑师注册的有效期为 2 年，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注册的，应当在期满前 30 日内办理注册手

续。 

    第十八条  已取得注册建筑师证书的人员，除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注册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准予注册的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撤销注册，收回注册建筑师

证书： 

     (一)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刑事处罚的； 

     (三)因在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行政处分 

     (四)自行停止注册建筑师业务满 2 年的。 

    被撤销注册的当事人对撤销注册、收回注册建筑师证书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撤销注册、收回注册建筑师证书

的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 

    第十九条  被撤销注册的人员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注册。  

第三章  执  业 

    第二十条  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 

    (一)建筑设计； 

    (二)建筑设计技术咨询； 

    (三)建筑物调查与鉴定； 

    (四)对本人主持设计的项目进行施工指导和监督； 

    (五)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一条  注册建筑师执行业务，应当加入建筑设计单位。 

    建筑设计单位的资质等级及其业务范围，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二条  一级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不受建筑规模和工程复杂程序的限制。二级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不

得超越国家规定的建筑规模和工程复杂程序。 

    第二十三条  注册建筑师执行业务，由建筑设计单位统一接受委托并统一收费。 

    第二十四条  因设计质量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建筑设计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建筑设计单位有权向签字的注册建

筑师追偿。 

第四章   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五条  注册建筑师有权以注册建筑师的名义执行注册建筑师业务。 

    非注册建筑师不得以注册建筑师的名义执行注册建筑师业务。二级注册建筑师不得以一级注册建筑师的名义

执行业务，也不得超越国家规定的二级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执行业务。 

    第二十六条  国家规定的一定跨度、跨径和高度以上的房屋建筑，应当由注册建筑师进行设计。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修改注册建筑师的设计图纸，应当征得该注册建筑师同意；但是，因特殊情况不

能征得该注册建筑师同意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注册建筑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二)保证建筑设计的质量，并在其负责的设计图纸上签字； 

    (三)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单位和个人的秘密；    

    (四)不得同时受聘于二个以上建筑设计单位执行业务； 

    (五)不得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行业务。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建筑师考试合格资格或者注册建筑师证书的，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

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取消考试合格资格或者吊销注册建筑师证书；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未经注册擅自以注册建筑师名义从事注册建筑师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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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注册建筑师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执行业务或者由全国

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吊销注册建筑师证书： 

    (一)以个人名义承接注册建筑师业务、收取费用的； 

    (二)同时受聘于二个以上建筑设计单位执行业务的； 

    (三)在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中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 

    (四)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行业务的； 

    (五)二级注册建筑师以一级注册建筑师的名义执行业务或者超越国家规定的执业范围执行业务的。 

    第三十二条  因建筑设计质量不合格发生重大责任事故，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该建筑设计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

建筑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行业务；情节严重的，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吊销注册建筑师证书。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注册建筑师同意擅自修改其设计图纸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纠正；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建筑设计单位，包括专门从事建筑设计的工程设计单位和其他从事建筑设计的工程设

计单位。 

    第三十六条  外国人申请参加中国注册建筑师全国统—考试和注册以及外国建筑师  申请在中国境内执行注册

建筑师业务，按照对等原则办理。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4.8.4）《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00 年 9 月 25 日国务院令 293 号，国务院令第 662 号 2015 年 6 月 12

日） 

http://www.gxzj.com.cn/news.aspx?id=5844 2000 

http://www.mohurd.gov.cn/fgjs/xzfg/200611/t20061101_158928.html 2000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62 号 2015 年 6 月 12 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6/23/content_2882841.htm  

http://www.mohurd.gov.cn/fgjs/xzfg/201506/t20150626_222560.html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93 号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已经 2000 年 9 月 20 日国务院第 31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总理  

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

安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勘察，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

要求，查明、分析、评价建设场地的地质地理环境特征和岩土工程条件，编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的活动。本条例所称

建设工程设计，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要求，对建设工程所需的技术、经济、资源、环境等条件进行综合分析、论证，

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的活动。  

  第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

一。  

  第四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应当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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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加强对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必须依法进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并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第六条 国家鼓励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中采用 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新型材料和现代管理

方法。 

第二章 资质资格管理 

  第七条 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单位， 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 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 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禁止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或者以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 工程勘察、

设计业务。禁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允许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第九条 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专业 技术人员，实行执业资格注册管理制度。 未经注册的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人员，不得以注册执 业人员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  

  第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注册执业人员和其他专 业技术人员只能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未 受聘于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不得从事建设工程的 勘察、设计活动。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单位资质证书和执业 人员注册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 

第三章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与承包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依法实行招标发包或者直接发包。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实行招标发包。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方案评标，应当以投 标人的业绩、信誉和勘察、设计人员的能力以及勘察、

设 计方案的优劣为依据，进行综合评定。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招标人应当在评标 委员会推荐的候选方案中确定中标方案。但是，建设工

程 勘察、设计的招标人认为评标委员会推荐的候选方案不能 最大限度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要求的，应当依法重新

招标。  

  第十六条 下列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经有关主管 部门批准，可以直接发包：  

  （一）采用特定的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  

  （二）建筑艺术造型有特殊要求的；  

  （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  

  第十七条 发包方不得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发 包给不具有相应勘察、设计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单位。  

  第十八条 发包方可以将整个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 发包给一个勘察、设计单位；也可以将建设工程的勘

察、 设计分别发包给几个勘察、设计单位。  

  第十九条 除建设工程主体部分的勘察、设计外，经 发包方书面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建设工程其他部分的勘

察、 设计再分包给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不得将所承揽的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转包。  

  第二十一条承包方必须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 证书规定的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内承揽建设工程的勘察、 

设计业务。  

  第二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发包方与承包方， 应当执行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程序。  

  第二十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发包方与承包方 应当签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方与承包方应 当执行国家有关建设工程勘察费、设计费的管理规定。 

第四章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与实施 

  第二十五条 编制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应当以下列规定为依据：  

  （－）项目批准文件；  

  （二）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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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四）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深度要求。  

  铁路、交通、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还应当以专业规 划的要求为依据。  

  第二十六条 编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应当真实、准 确，满足建设工程规划、选址、设计、岩土治理和施工

的需要。 编制方案设计文件，应当满足编制初步设计文件和控 制概算的需要。 编制初步设计文件，应当满足编制

施工招标文件、主 要设备材料订货和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的需要。 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当满足设备材料采购、

非标 准设备制作和施工的需要，并注明建设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第二十七条 设计文件中选用的材料、构配件、设备， 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

求必 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专用设备和工艺生产线等 外，设计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

供应商。  

  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不得修 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确需修改建设工程勘察、

设 计文件的，应当由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经原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书面同意，建设单位也可以委

托 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修改 单位对修改的勘察、设计文件承担相应责任。 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发现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不 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应当 报告建设单

位，建设单位有权要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 位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进行补充、修改。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文件内容需要作重大修改的，建 设单位应当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修改。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中规定采用的 新技术、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又没

有 国家技术标准的，应当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 论证，出具检测报告，并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

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建设工程技术专家委 员会审定后，方可使用。  

  第三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 施工前，向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说明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 意图，解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 勘察、设计问题。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

交 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 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 地

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 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 

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在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内跨部门、跨地区承

揽 勘察、设计业务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 设置障碍，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涉

及公 共利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活动中的违法行为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１倍以上２倍以

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未取得

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前款规 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

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注册，擅自以注 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人员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勘察、

设 计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 得２倍以上５倍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 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注册执业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未受聘于一个建设

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同时受聘于两个以上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单位，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责令停

止违 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２倍以上５倍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执行业务或者吊销

资格 证书；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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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发包方将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业务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

勘察、 设计单位的，责令改正，处５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单位将所承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转包的，责令改

正，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２５％以上 ５０％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

级； 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 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 的；  

  （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 供应商的；  

  （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 的。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 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资格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

质 证书、资格证书的机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范围决定。 

依照本条例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四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建筑和农民自建 两层以下住宅的勘察、设计活动，不适用本条例。  

  第四十四条 军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管理，按照 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2000 年 9 月 25 日）起施行。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62 号 2015 年 6 月 12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62 号 

  现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总 理   

                                         2015 年 6 月 12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管理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决定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单位未依据项目批准文件，城乡规划及专业规划，

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深度要求编制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10 万

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或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的“城市规划”修改为“城乡规划”，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2000 年 9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93 号公布 根据 2015 年 6 月 12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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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勘察，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要求，查明、分析、评价建设场地的地质地理环境特征和岩

土工程条件，编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设计，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要求，对建设工程所需的技术、经济、资源、环境等条件进

行综合分析、论证，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的活动。 

  第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

一。 

  第四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应当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加强对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必须依法进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并对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第六条 国家鼓励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中采用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新型材料和现代管理

方法。 

第二章 资质资格管理 

  第七条 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单位，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禁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禁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业务。 

  第九条 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执业资格注册管理制度。 

  未经注册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人员，不得以注册执业人员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 

  第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注册执业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只能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未受聘于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不得从事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活动。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和执业人员注册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 

第三章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与承包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依法实行招标发包或者直接发包。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实行招标发包。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方案评标，应当以投标人的业绩、信誉和勘察、设计人员的能力以及勘察、

设计方案的优劣为依据，进行综合评定。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招标人应当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候选方案中确定中标方案。但是，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的招标人认为评标委员会推荐的候选方案不能最大限度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要求的，应当依法重新招

标。 

  第十六条 下列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直接发包： 

  （一）采用特定的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 

  （二）建筑艺术造型有特殊要求的； 

  （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 

  第十七条 发包方不得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发包给不具有相应勘察、设计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单位。 

  第十八条 发包方可以将整个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发包给一个勘察、设计单位；也可以将建设工程的勘

察、设计分别发包给几个勘察、设计单位。 

  第十九条 除建设工程主体部分的勘察、设计外，经发包方书面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建设工程其他部分的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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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设计再分包给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不得将所承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转包。 

  第二十一条 承包方必须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规定的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内承揽建设工程的勘

察、设计业务。 

  第二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发包方与承包方，应当执行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程序。 

  第二十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发包方与承包方应当签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方与承包方应当执行国家有关建设工程勘察费、设计费的管理规定。 

第四章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与实施 

  第二十五条 编制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应当以下列规定为依据： 

  （一）项目批准文件； 

  （二）城乡规划； 

  （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四）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深度要求。 

  铁路、交通、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还应当以专业规划的要求为依据。 

  第二十六条 编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应当真实、准确，满足建设工程规划、选址、设计、岩土治理和施工

的需要。 

  编制方案设计文件，应当满足编制初步设计文件和控制概算的需要。 

  编制初步设计文件，应当满足编制施工招标文件、主要设备材料订货和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的需要。 

  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当满足设备材料采购、非标准设备制作和施工的需要，并注明建设工程合理使用年

限。 

  第二十七条 设计文件中选用的材料、构配件、设备，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

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专用设备和工艺生产线等外，设计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不得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确需修改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文件的，应当由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经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书面同意，建设单位也可以委托

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修改单位对修改的勘察、设计文件承担相应责任。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发现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应

当报告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有权要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进行补充、修改。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内容需要作重大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修改。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中规定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又没

有国家技术标准的，应当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论证，出具检测报告，并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建设工程技术专家委员会审定后，方可使用。 

  第三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施工前，向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说明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意图，解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勘察、设计问题。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

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内跨部门、跨地区承

揽勘察、设计业务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设置障碍，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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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1 倍以上 2 倍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注册，擅自以注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人员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注册执业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未受聘于一个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同时受聘于两个以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执行业务或者吊销资

格证书；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发包方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的，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将所承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转包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25％以上 50％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单位未依据项目批准文件，城乡规划及专业规划，国家规定的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深度要求编制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或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

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给予

处罚： 

  （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 

  （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资格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

质证书、资格证书的机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范围决定。 

  依照本条例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四十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建筑和农民自建两层以下住宅的勘察、设计活动，不适用本条例。 

  第四十五条 军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管理，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8.5）《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2000 年 5 月 1 日国家发展计委员会令第 3 号）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0/content_60519.htm  

http://www.wetdz.gov.cn/art/2017/12/11/art_1316369_69001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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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z.gov.cn/ggzyjypt/zcfg/gzjsztb/201605/t20160519_3635390.htm  

http://www.sz.gov.cn/ggzyjypt/zcfg/gzjsztb/index.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 

第 3 号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已于 2000 年 4 月 4 日经国务院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  曾培炎      

二○○○年五月一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 

(2000 年 4 月 4 日国务院批准 

2000 年 5 月 1 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 

第一条 为了确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范围包括： 

(一)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新能源等能源项目； 

(二)铁路、公路、管道、水运、航空以及其他交通运输业等交通运输项目； 

(三)邮政、电信枢纽、通信、信息网络等邮电通讯项目； 

(四)防洪、灌溉、排涝、引(供)水、滩涂治理、水土保持、水利枢纽等水利项目； 

(五)道路、桥梁、地铁和轻轨交通、污水排放及处理、垃圾处理、地下管道、公共停车场等城市设施项目； 

(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七)其他基础设施项目。 

第三条 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的范围包括： 

(一)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市政工程项目； 

(二)科技、教育、文化等项目； 

(三)体育、旅游等项目； 

(四)卫生、社会福利等项目； 

(五)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 

(六)其他公用事业项目。 

第四条 使用国有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包括： 

(一)使用各级财政预算资金的项目； 

(二)使用纳入财政管理的各种政府性专项建设基金的项目； 

(三)使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并且国有资产投资者实际拥有控制权的项目。 

第五条 国家融资项目的范围包括： 

(一)使用国家发行债券所筹资金的项目； 

(二)使用国家对外借款或者担保所筹资金的项目； 

(三)使用国家政策性贷款的项目； 

(四)国家授权投资主体融资的项目； 

(五)国家特许的融资项目。 

第六条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资金的项目的范围包括： 

(一)使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贷款资金的项目； 

(二)使用外国政府及其机构贷款资金的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援助资金的项目。 

第七条 本规定第二条至第六条规定范围内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

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必须进行招标： 

(一)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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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三)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5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四)单项合同估算价低于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标准，但项目总投资额在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第八条 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采用特定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或者其建筑艺术造型有特殊要求的，经项目主

管部门批准，可以不进行招标。 

第九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应当公

开招标。 

招标投标活动不受地区、部门的限制，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第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规定本地区必须进行招标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但

不得缩小本规定确定的必须进行招标的范围。 

第十一条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本规定确定的必须进行招标的具体

范围和规模标准进行部分调整。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4.8.6）《工程建设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00 年 10 月 18 日建设部令 82 号）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868.htm  

http://www.sz.gov.cn/ggzyjypt/zcfg/gzjsztb/201605/t20160520_3641491.htm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703/t20170306_230878.html  （2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82 号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 

《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已于 2000 年 10 月 8 日经第 31 次部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 

部 长  俞正声        

二○○○年十月十八日   

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建筑工程设计市场，优化建筑工程设计，促进设计质量的提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符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的各类房屋建筑工程，其设计招标投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建筑工程的设计，采用特定专利技术、专有技术，或者建筑艺术造型有特殊要求的，经有关部门批准，

可以直接发包。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建筑工程设计招标依法可以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 

第六条 招标人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自行组织招标： 

(一)有与招标项目工程规模及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工程技术、工程造价、财务和工程管理人员，具备组织编写招标

文件的能力； 

(二)有组织评标的能力。 

招标人不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招标。 

第七条 依法必须招标的建筑工程项目，招标人自行组织招标的，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招标邀请书 15

日前，持有关材料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招标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招标的，招标人应

当在委托合同签定后 15 日内，持有关材料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备案机关应当在接受备案之日起 5 日内进行审核，发现招标人不具备自行招标条件、代理机构无相应资格、招

标前期条件不具备、招标公告或者招标邀请书有重大瑕疵的，可以责令招标人暂时停止招标活动。 

备案机关逾期未提出异议的，招标人可以实施招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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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公开招标的，招标人应当发布招标公告。邀请招标的，招标人应当向三个以上设计单位发出招标邀请

书。 

招标公告或者招标邀请书应当载明招标人名称和地址、招标项目的基本要求、投标人的资质要求以及获取招标

文件的办法等事项。 

第九条 招标文件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工程名称、地址、占地面积、建筑面积等； 

(二)已批准的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工程经济技术要求； 

(四)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确定的规划控制条件和用地红线图； 

(五)可供参考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工程测量等建设场地勘察成果报告； 

(六)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市政道路等方面的基础资料； 

(七)招标文件答疑、踏勘现场的时间和地点； 

(八)投标文件编制要求及评标原则； 

(九)投标文件送达的截止时间； 

(十)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 

(十一)未中标方案的补偿办法。 

第十条 招标文件一经发出，招标人不得随意变更。确需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应当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日

期 15 日前，书面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 

第十一条 招标人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的时限为：特级和一级建筑工程不少于 45 日；二级以下建筑工程不

少于 30 日；进行概念设计招标的，不少于 20 日。 

第十二条 投标人应当具有与招标项目相适应的工程设计资质。 

境外设计单位参加国内建筑工程设计投标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建筑方案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进行概念设计招

标的，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编制投标文件。 

投标文件应当由具有相应资格的注册建筑师签章，加盖单位公章。 

第十四条 评标由评标委员会负责。 

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代表和有关专家组成。评标委员会人数一般为五人以上单数，其中技术方面的专家不得少

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投标人或者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加评标委员会。 

第十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建筑工程设计评

标专家库。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标文件作废： 

(一)投标文件未经密封的； 

(二)无相应资格的注册建筑师签字的； 

(三)无投标人公章的； 

(四)注册建筑师受聘单位与投标人不符的。 

第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在符合城市规划、消防、节能、环保的前提下，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对投标设计方

案的经济、技术、功能和造型等进行比选、评价，确定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最优设计方案。 

第十八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在评标完成后，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向招标人推荐 2～3 个中标候选方案。 

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向招标人推荐 1～2 个中标候选方案。 

第十九条 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方案，结合投标人的技术力量和业绩确定

中标方案。 

招标人也可以委托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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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认为评标委员会推荐的所有候选方案均不能最大限度满足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的，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第二十条 招标人应当在中标方案确定之日起 7 日内，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

人。 

第二十一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在中标方案确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第二十二条 对达到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的未中标方案，公开招标的，招标人应当在招标公告中明确是否给予未

中标单位经济补偿及补偿金额；邀请招标的，应当给予未中标单位经济补偿，补偿金额应当在招标邀请书中明确。 

第二十三条 招标人应当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与中标人签订工程设计合同。确需另择设计单位承担

施工图设计的，应当在招标公告或招标邀请书中明确。 

第二十四条 招标人、中标人使用未中标方案的，应当征得提交方案的投标人同意并付给使用费。 

第二十五条 依法必须招标的建筑工程项目，招标人自行组织招标的，未在发布招标公告或招标邀请书 15 日前

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或者委托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招标的，招标人未在委托合同签定后

15 日内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招标人未在中标方案确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招标投

标情况的书面报告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二十七条 招标人将必须进行设计招标的项目不招标的，或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方式

规避招标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

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五万元

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暂停直至取消代理机构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

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在开标前泄漏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 

(二)与招标人或者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或投标人利益的。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结果无效。 

第二十九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以向招标人、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

至二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项目设计招标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 

第三十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财物或其他好处，或者向他人透露投标方案评审有关情况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没收收受财物，并可处以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前款所列行为的，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进行的建筑工程设计招投标的评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干预正常招标投标活动的，

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三条 城市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招标投标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2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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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已经第 32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

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陈政高 

                                          2017 年 1 月 24

日  

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建筑工程设计市场，提高建筑工程设计水平，促进公平竞争，繁荣建筑创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各类房屋建筑工程，其设计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全国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

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四条 建筑工程设计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进行招标： 

  （一）采用不可替代的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 

  （二）对建筑艺术造型有特殊要求，并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 

  （三）建设单位依法能够自行设计的； 

  （四）建筑工程项目的改建、扩建或者技术改造，需要由原设计单位设计，否则将影响功能配套要求的； 

  （五）国家规定的其他特殊情形。 

  第五条 建筑工程设计招标应当依法进行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 

  第六条 建筑工程设计招标可以采用设计方案招标或者设计团队招标，招标人可以根据项目特点和实际需

要选择。 

  设计方案招标，是指主要通过对投标人提交的设计方案进行评审确定中标人。 

  设计团队招标，是指主要通过对投标人拟派设计团队的综合能力进行评审确定中标人。 

  第七条 公开招标的，招标人应当发布招标公告。邀请招标的，招标人应当向 3 个以上潜在投标人发出投

标邀请书。 

  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应当载明招标人名称和地址、招标项目的基本要求、投标人的资质要求以及获取

招标文件的办法等事项。 

  第八条 招标人一般应当将建筑工程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一并招标。确需另行选择设计单

位承担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的，应当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明确。 

  第九条 鼓励建筑工程实行设计总包。实行设计总包的，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招标人同意，设计单位可以不

通过招标方式将建筑工程非主体部分的设计进行分包。 

  第十条 招标文件应当满足设计方案招标或者设计团队招标的不同需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二）城乡规划和城市设计对项目的基本要求； 

  （三）项目工程经济技术要求； 

  （四）项目有关基础资料； 

  （五）招标内容； 

  （六）招标文件答疑、现场踏勘安排； 

  （七）投标文件编制要求； 

  （八）评标标准和方法； 

  （九）投标文件送达地点和截止时间； 

  （十）开标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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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 

  （十二）设计费或者计费方法； 

  （十三）未中标方案补偿办法。 

  第十一条 招标人应当在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载明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采用联合

体形式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

责任。 

  第十二条 招标人可以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

文件编制的，招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至少 15 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足 15 日

的，招标人应当顺延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潜在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 10 日前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

到异议之日起 3 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第十三条 招标人应当确定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所需要的合理时间，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时限最短不少于 20 日。 

  第十四条 投标人应当具有与招标项目相适应的工程设计资质。境外设计单位参加国内建筑工程设计投标

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

条件作出响应。 

  第十六条 评标由评标委员会负责。 

  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代表和有关专家组成。评标委员会人数为 5 人以上单数，其中技术和经济方面的专家

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 2/3。建筑工程设计方案评标时，建筑专业专家不得少于技术和经济方面专家总数的 2/3。 

  评标专家一般从专家库随机抽取，对于技术复杂、专业性强或者国家有特殊要求的项目，招标人也可以直接

邀请相应专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以及境外具有相应资历的专家参加评标。 

  投标人或者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加评标委员会。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一）投标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经投标人盖章和单位负责人签字； 

  （二）投标联合体没有提交共同投标协议； 

  （三）投标人不符合国家或者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 

  （四）同一投标人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或者投标报价，但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备选投标的除外； 

  （五）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六）投标人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否决投标的情形。 

  第十八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 

  采用设计方案招标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在符合城乡规划、城市设计以及安全、绿色、节能、环保要求的前提

下，重点对功能、技术、经济和美观等进行评审。 

  采用设计团队招标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对投标人拟从事项目设计的人员构成、人员业绩、人员从业经历、项

目解读、设计构思、投标人信用情况和业绩等进行评审。 

  第十九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在评标完成后，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推荐不超过 3 个中标候选人，并

标明顺序。 

  第二十条 招标人应当公示中标候选人。采用设计团队招标的，招标人应当公示中标候选人投标文件中所

列主要人员、业绩等内容。 

  第二十一条 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招标人也可以授权

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采用设计方案招标的，招标人认为评标委员会推荐的候选方案不能最大限度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要求的，

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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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条 招标人应当在确定中标人后及时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

标人。 

  第二十三条 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 15 日内，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

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公开专家评审意见等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

立书面合同。 

  第二十六条 招标人、中标人使用未中标方案的，应当征得提交方案的投标人同意并付给使用费。 

  第二十七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建筑工程设计评标专家和专家库的管理。 

  建筑专业专家库应当按建筑工程类别细化分类。 

  第二十八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快推进电子招标投标，完善招标投标信息平台建设，促进建筑

工程设计招标投标信息化监管。 

  第二十九条 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的，强制要

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的，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招标人澄清、修改招标文件的时限，或者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的时限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招标人不按照规定组建评标委员会，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确定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相应评审结论无效，依法重新进行

评审。 

  第三十二条 招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

处中标项目金额 10‰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无正当理由未按本办法规定发出中标通知书； 

  （二）不按照规定确定中标人； 

  （三）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无正当理由改变中标结果； 

  （四）无正当理由未按本办法规定与中标人订立合同； 

  （五）在订立合同时向中标人提出附加条件。 

  第三十三条 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招标人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投标人有前款所列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处中标项目金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 1 年至 3 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建筑工程设计招标

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评标的有关工

作人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没收收受的财物，可以并处 3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前款所列行为的，由有关主管部门通报批评并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

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的评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违反本办法规定，对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建筑工程设计

招标投标的评标；情节特别严重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取消其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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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市政公用工程及园林工程设计招标投标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2000 年 10 月 18 日建设部颁布的《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82 号）同时废止。 

 

 

4.8.7）《建设工程监理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2001 年 1 月 17 日建设令 86 号，失效）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875.htm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24.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86 号 

《建设工程监理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已于 2000 年 12 月 29 日经第 36 次部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俞正声         

二○○一年一月十七日   

建设工程监理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 

第一条 为了确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项目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规范建设工程监理活动，根据《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下列建设工程必须实行监理： 

(一)国家重点建设工程； 

(二)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 

(三)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工程； 

(四)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 

(五)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其他工程。 

第三条 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是指依据《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所确定的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

响的骨干项目。 

第四条 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是指项目总投资额在 3000 万元以上的下列工程项目： 

(一)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市政工程项目； 

(二)科技、教育、文化等项目； 

(三)体育、旅游、商业等项目； 

(四)卫生、社会福利等项目； 

(五)其他公用事业项目。 

第五条 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工程，建筑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建设工程必须实行监理；5 万平方米

以下的住宅建设工程，可以实行监理，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为了保证住宅质量，对高层住宅及地基、结构复杂的多层住宅应当实行监理。 

第六条 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范围包括： 

(一)使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贷款资金的项目； 

(二)使用国外政府及其机构贷款资金的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国外政府援助资金的项目。 

第七条 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其他工程是指： 

(一)项目总投资额在 3000 万元以上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下列基础设施项目： 

(1)煤炭、石油、化工、天然气、电力、新能源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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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路、公路、管道、水运、民航以及其他交通运输业等项目； 

(3)邮政、电信枢纽、通信、信息网络等项目； 

(4)防洪、灌溉、排涝、发电、引(供)水、滩涂治理、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等水利建设项目； 

(5)道路、桥梁、地铁和轻轨交通、污水排放及处理、垃圾处理、地下管道、公共停车场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6)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7)其他基础设施项目。 

(二)学校、影剧院、体育场馆项目。 

第八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商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后，可以对本规定确定的必须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具体

范围和规模标准进行调整。 

第九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4.8.8）《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1999 年 10 月 15 日建设部令第 71 号发布，20001 年 7 月 4 日第 91 号修

订,2018 年 09 月 28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2 号）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31.html  （2001） 

http://www.sgxk.lnjst.gov.cn/ApproveWeb/SGXKlogin/ViewArticle.aspx?fid=adca10ec-9200-4648-92de-

23fce81d5861&fcol=100010001  （2001）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758496.htm  （2014）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409/t20140901_218863.html  （2014） 

http://zjsghj.gov.cn/sjsj2/xxgk/zcfg/btgz/201810/t20181012_2090675.htm  2018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810/t20181010_237863.html  2018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71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99/10/27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建设部令７１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７１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已于 1999 年 10 月 14 日经第十六次部常务会议通过，   现予发布，自 199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    俞正声  

                                      1999 年 10 月 15 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   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

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限额进行调整，并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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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必须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开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应该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分解为若干限额以下的工程项目，规避申请领取

施工许可证。  

     第四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  

     （一）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二）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四）已经确定施工企业。按照规定应该招标的工程没 有招标，应该公开招标的工程没有公开招标，或者肢

解发包工程，以及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所确定的施工企业无效。  

     （五）已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已按规定进行了审查。 

     （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施工企业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有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制定的相应

质量、 安全技术措施，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编制的专项质量、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按照规定办理了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手续。  

     （七）按照规定应该委托监理的工程已委托监理。 

     （八）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工期不足一年的，到位资金原则上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的 50 ％，建设工期

超过一年的，到位资金原则上不导少于工程合同价的 30 ％。建设单位应当提供银行出具的到位资金证明，有条件的

可以实行银行付款保函或者其他第三方担保。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建设单位向发证机关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工申请表》。  

     （二）建设单位持加盖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印鉴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并附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证

明文件，向发征机关提出申请。  

     （三）发证机关在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和所附证明文件后，对于符合条件的，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颁发施工许可证；对于证明文件不齐全或者失效的，应当限期要求建设单位补正，审

批时间可以自证明文件补正齐全后作目应顺延；对于不符合条件的，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通知建设

单位，并说明理由。  

     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六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名称、地点、规模，应当与依法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一致。  

     施工许可证应当放置在施工现场备查。  

     第七条   施工许可证不得伪造和涂改。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应当在期满前向发

证机关申请延期，并说明理由；延期以两次为限，每次不超过三个月。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者超过延期次数、时

限的，施工许可证自行废止。  

     第九条   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   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二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中止施工的时间、原因、在施部位、维修管理措施等，并按照规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关

核验施工许可证。  

     第十条    对于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工的，由有管辖权的

发证机关责令改正，对于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并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分别处以罚款。  

     第十一条    对于采用虚假证明文件骗取施工许可证的，由原发证机关收回施工许可证，责令停止施工，并对

责任单位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对于伪造施工许可证的，该施工许可证无效，由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并对责任单位处以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379 / 3277 页 

 

     对于涂改施工许可证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改正，并对责任单位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中的罚款，   法律法规有幅度规定的从其规定，无幅度规定的为 5000 元以上 30000 元

以下。  

     第十四条    发证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施工条件的建筑工程颁发施工许可证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

正，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不得继续从事施工许可管理工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对于符合条件、证明文件齐全有效的建筑工程，发证机关在规定时间内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可

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五条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格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施工许可证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复印的施工许可证无效。  

     第十六条    本办法关于施工许可管理的规定适用于其他专业建筑工程。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规定的，

从其规定。   抢险救灾工程、   临时性建筑工程、农民自建两层以下（含两层）住宅工程，不适用本办法。  

     军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管理，按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办法执行。  

     第十七条   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199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2001 

索 引 号：000013338/2001-00015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期：2001 年 07

月 04 日文件名称：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有 效 期：2001 年 07 月 04 日-2014 年 10

月 25 日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91 号主 题 词：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

决定   

  《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 2001 年 6 月 29 日建设部第 44 次常务会审议

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俞正声  

2001 年 7 月 4 日   

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 

  建设部决定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第十三条修改为“本办法中的罚款，法律、法规有幅度规定的从其规定。无幅度规定的，有违法所得的处

5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发布。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1999 年 10 月 15 日建设部令第 71 号发布，根据 2001 年 7 月 4 日《建设部发布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筑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

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限额进行调整，并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380 / 3277 页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必须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开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应该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分解为若干限额以下的工程项目，规避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第四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  

  （一）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二）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四）已经确定施工企业。按照规定应该招标的工程没有招标，应该公开招标的工程没有公开招标，或者肢

解发包工程，以及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所确定的施工企业无效。  

  （五）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已按规定进行了审查。  

  （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施工企业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有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制定的相应

质量、安全技术措施，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编制了专项质量、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按照规定办理了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手续。  

  （七）按照规定应该委托监理的工程已委托监理。  

  （八）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工期不足一年的，到位资金原则上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的 50％，建设工期

超过一年的，到位资金原则上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的 30％。建设单位应当提供银行出具的到位资金证明，有条件的

可以实行银行付款保函或者其他第三方担保。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建设单位向发证机关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  

  （二）建设单位持加盖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印鉴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并附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

证明文件，向发征机关提出申请。  

  （三）发证机关在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和所附证明文件后，对于符合条件的，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颁发施工许可证；对于证明文件不齐全或者失效的，应当限期要求建设单位补正，审

批时间可以自证明文件补正齐全后作相应顺延；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通知建设

单位，并说明理由。  

  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六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名称、地点、规模，应当与依法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一致。  

  施工许可证应当放置在施工现场备查。  

  第七条 施工许可证不得伪造和涂改。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应当在期满前向发

证机关申请延期，并说明理由；延期以两次为限，每次不超过三个月。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者超过延期次数、时

限的，施工许可证自行废止。  

  第九条 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报告，报

告内容包括中止施工的时间、原因、在施部位、维修管理措施等，并按照规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关

核验施工许可证。  

  第十条 对于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工的，由有管辖权的

发证机关责令改正，对于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并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分别处以罚款。  

  第十一条 对于采用虚假证明文件骗取施工许可证的，由原发证机关收回施工许可证，责令停止施工，并对

责任单位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对于伪造施工许可证的，该施工许可证无效，由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并对责任单位处以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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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涂改施工许可证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改正，并对责任单位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中的罚款，法律、法规有幅度规定的从其规定。无幅度规定的，有违法所得的处 5000 元

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四条 发证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施工条件的建筑工程颁发施工许可证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

正，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不得继续从事施工许可管理工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对于符合条件、证明文件齐全有效的建筑工程，发证机关在规定时间内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可

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五条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格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施工许可证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复印的施工许可证无效。  

  第十六条 本办法关于施工许可管理的规定适用于其他专业建筑工程。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规定的，

从其规定。  

抢险救灾工程、临时性建筑工程、农民自建两层以下（含两层）住宅工程，不适用本办法。  

军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管理，按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办法执行。  

  第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199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8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已经第 13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4 年 10 月 25 日起施

行。 

                                           住房城乡建

设部部长 姜伟新 

                                              2014

年 6 月 25 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筑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

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限额进行调整，并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备案。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开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分解为若干限额以下的工程项目，规避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第四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 

  （一）依法应当办理用地批准手续的，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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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城市、镇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需要征收房屋的，其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四）已经确定施工企业。按照规定应当招标的工程没有招标，应当公开招标的工程没有公开招标，或者肢

解发包工程，以及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的，所确定的施工企业无效。 

  （五）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技术资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已按规定审查合格。 

  （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施工企业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有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制定的相应

质量、安全技术措施。建立工程质量安全责任制并落实到人。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编制了专项质量、安全施工组织

设计，并按照规定办理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七）按照规定应当委托监理的工程已委托监理。 

  （八）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工期不足一年的，到位资金原则上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的 50％，建设工期

超过一年的，到位资金原则上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的 30％。建设单位应当提供本单位截至申请之日无拖欠工程款情

形的承诺书或者能够表明其无拖欠工程款情形的其他材料，以及银行出具的到位资金证明，有条件的可以实行银行

付款保函或者其他第三方担保。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增设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建设单位向发证机关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 

  （二）建设单位持加盖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印鉴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并附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

证明文件，向发证机关提出申请。 

  （三）发证机关在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和所附证明文件后，对于符合条件的，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颁发施工许可证；对于证明文件不齐全或者失效的，应当当场或者五日内一次告知

建设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审批时间可以自证明文件补正齐全后作相应顺延；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

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并说明理由。 

  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六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名称、地点、规模，应当符合依法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 

  施工许可证应当放置在施工现场备查，并按规定在施工现场公开。 

  第七条 施工许可证不得伪造和涂改。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应当在期满前向发

证机关申请延期，并说明理由；延期以两次为限，每次不超过三个月。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者超过延期次数、时

限的，施工许可证自行废止。 

  第九条 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报告，报

告内容包括中止施工的时间、原因、在施部位、维修管理措施等，并按照规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关

核验施工许可证。 

  第十条 发证机关应当将办理施工许可证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和申请表示范

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和有关网站予以公示。 

  发证机关作出的施工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第十一条 发证机关应当建立颁发施工许可证后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条件发生变化、延

期开工、中止施工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 

  第十二条 对于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工的，由有管辖权

的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对建设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1%以上 2%以下罚款；对施工单位处 3 万元以下

罚款。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采用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施工许可证的，由原发证机关撤销施工许可证，责令

停止施工，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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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施工许可证的，发证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

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设单位伪造或者涂改施工许可证的，由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罚款。 

  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的，作为不良行为记录予以通报。 

  第十六条 发证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

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施工许可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施工许可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十七条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格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施工许可证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复印的施工许可证无效。 

  第十八条 本办法关于施工许可管理的规定适用于其他专业建筑工程。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规定的，

从其规定。 

  《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办法。 

  军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管理，按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0 月 25 日起施行。1999 年 10 月 15 日建设部令第 71 号发布、2001 年 7 月 4

日建设部令第 91 号修正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2018 

 

索 引 号：000013338/2018-00356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

2018 年 09 月 28 日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有 效 期：2018 年 09

月 28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2 号主 题 词：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 2018 年 9 月 19 日第 4 次部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王蒙徽  

                                      2018 年 9 月 28 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决定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18 号）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四条第一款第七项。 

  二、将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修改为：“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单位应当提供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 

  三、将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发证机关在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和所

附证明文件后，对于符合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颁发施工许可证；对于证明文件不齐全或者失效的，

应当当场或者五日内一次告知建设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审批时间可以自证明文件补正齐全后作相应顺延；对

于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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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对相关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发布。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 42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 2018 年 9 月 19 日第 4 次部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王蒙徽  

2018 年 9 月 28 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决定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

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18 号）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四条第一款第七项。 

  二、将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修改为：“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单位应当提供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 

  三、将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发证机关在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和所

附证明文件后，对于符合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颁发施工许可证；对于证明文件不齐全或者失效的，

应当当场或者五日内一次告知建设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审批时间可以自证明文件补正齐全后作相应顺延；对

于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并说明理由”。 

此外，对相关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发布。 

  

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修订后全文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2014 年 6 月 25 日住建部令第 18 号发布  自 2014 年 10 月 25 日起施行  2018 年 9 月 28 日住建部令第 42 号修

订）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筑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

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限额进行调整，并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备案。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开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分解为若干限额以下的工程项目，规避申请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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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施工许可证。 

第四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 

（一）依法应当办理用地批准手续的，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二）在城市、镇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需要征收房屋的，其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四）已经确定施工企业。按照规定应当招标的工程没有招标，应当公开招标的工程没有公开招标，或者肢

解发包工程，以及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的，所确定的施工企业无效。 

  （五）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技术资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已按规定审查合格。 

  （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施工企业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有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制定的相应

质量、安全技术措施。建立工程质量安全责任制并落实到人。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编制了专项质量、安全施工组织

设计，并按照规定办理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七）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单位应当提供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增设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建设单位向发证机关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 

  （二）建设单位持加盖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印鉴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并附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

证明文件，向发证机关提出申请。 

  （三）发证机关在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和所附证明文件后，对于符合条件的，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颁发施工许可证；对于证明文件不齐全或者失效的，应当当场或者五日内一次告知建

设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审批时间可以自证明文件补正齐全后作相应顺延；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

之日起七日内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并说明理由。 

  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六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名称、地点、规模，应当符合依法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 

  施工许可证应当放置在施工现场备查，并按规定在施工现场公开。 

  第七条 施工许可证不得伪造和涂改。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应当在期满前向发

证机关申请延期，并说明理由；延期以两次为限，每次不超过三个月。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者超过延期次数、时

限的，施工许可证自行废止。 

  第九条 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报告，报

告内容包括中止施工的时间、原因、在施部位、维修管理措施等，并按照规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关

核验施工许可证。 

  第十条 发证机关应当将办理施工许可证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和申请表示范

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和有关网站予以公示。 

  发证机关作出的施工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第十一条 发证机关应当建立颁发施工许可证后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条件发生变化、延

期开工、中止施工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 

  第十二条 对于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工的，由有管辖权

的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对建设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1%以上 2%以下罚款；对施工单位处 3 万元以下

罚款。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采用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施工许可证的，由原发证机关撤销施工许可证，责令

停止施工，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施工许可证的，发证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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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设单位伪造或者涂改施工许可证的，由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罚款。 

  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的，作为不良行为记录予以通报。 

  第十六条 发证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

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施工许可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施工许可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十七条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格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施工许可证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复印的施工许可证无效。 

  第十八条 本办法关于施工许可管理的规定适用于其他专业建筑工程。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规定的，

从其规定。 

  《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办法。 

  军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管理，按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0 月 25 日起施行。1999 年 10 月 15 日建设部令第 71 号发布、2001 年 7 月 4 日建

设部令第 91 号修正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4.8.9）《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01 年 6 月 1 日建设部令第 89 号, 2018 年 09 月

28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3 号） 

http://www.gxzj.com.cn/news.aspx?id=5808  2001 

http://www.czbzz.cn/onews.asp?id=363 2001 

http://www.hts.gov.cn/xinxigongkai/show.php?itemid=822 2001 

http://zbtb.kscein.gov.cn/Content/Content_View.aspx?ID=A6BBA459-6344-4025-9803-C577741D444F 2001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810/t20181010_237864.html 2018 

http://www.waizi.org.cn/doc/41742.html 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89 号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已于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经第四十三次部常

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俞正声  

    二○○一年六月一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维护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实施对房屋建筑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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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房屋建筑工程，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及室内

外装修工程。  

    本办法所称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是指城市道路、公共交通、供水、排水、燃气、热力、园林、环卫、污水处

理、垃圾处理、防洪、地下公共设施及附属设施的土建、管道、设备安装工程。  

    第三条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的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人民币以上，或

者项目总投资在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必须进行招标。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定本地区必

须进行工程施工招标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但不得缩小本办法确定的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范围。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具体的监

督管理工作，可以委托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实施。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或者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参加投标，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施工招标投标活动。  

    第六条 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依法接受监督。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查处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章 招 标 

    第七条 工程施工招标由招标人依法组织实施。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

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不得对潜在投标人提出与招标工程实际要求不符的过高的资质等级要求和其他要求。  

    第八条 工程施工招标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的，已经履行审批手续；  

    （二）工程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  

    （三）有满足施工招标需要的设计文件及其他技术资料；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工程施工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应当公

开招标，但经国家计委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可以进行邀请招标的重点建设项目除外；其他工程

可以实行邀请招标。  

    第十条 工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不进行施工招标：  

    （一）停建或者缓建后恢复建设的单位工程，且承包人未发生变更的；  

    （二）施工企业自建自用的工程，且该施工企业资质等级符合工程要求的；  

    （三）在建工程追加的附属小型工程或者主体加层工程，且承包人未发生变更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招标人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的，应当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

评标的能力：  

    (一) 有专门的施工招标组织机构；  

    (二) 有与工程规模、复杂程度相适应并具有同类工程施工招标经验、熟悉有关工程施工招标法律法规的工

程技术、概预算及工程管理的专业人员。  

    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招标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施工招标。  

    第十二条 招标人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的，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的 5 日前，向工程所

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报送下列材料：  

    （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的各项批准文件；  

    （二） 本办法第十一条所列条件的证明材料，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的名单、职称证书或者执业资格证书及其

工作经历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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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招标人不具备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条件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 5 日内责令招

标人停止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 

    第十三条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项

目，应当进入有形建筑市场进行招标投标活动。  

    政府有关管理机关可以在有形建筑市场集中办理有关手续，并依法实施监督。  

    第十四条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公开招标的工程项目，应当在国家或者地方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

介上发布招标公告，并同时在中国工程建设和建筑业信息网上发布招标公告。  

    招标公告应当载明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招标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以及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等事项。  

    第十五条 招标人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应当向 3 个以上符合资质条件的施工企业发出投标邀请书。  

    投标邀请书应当载明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事项。  

    第十六条 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工程的需要，对投标申请人进行资格预审，也可以委托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对

投标申请人进行资格预审。实行资格预审的招标工程，招标人应当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载明资格预审的条

件和获取资格预审文件的办法。  

    资格预审文件一般应当包括资格预审申请书格式、申请人须知，以及需要投标申请人提供的企业资质、业

绩、技术装备、财务状况和拟派出的项目经理与主要技术人员的简历、业绩等证明材料。  

    第十七条 经资格预审后，招标人应当向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发出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告知获取招

标文件的时间、地点和方法，并同时向资格预审不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告知资格预审结果。  

    在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过多时，可以由招标人从中选择不少于 7 家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 

    第十八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工程的特点和需要，自行或者委托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

件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投标须知，包括工程概况，招标范围，资格审查条件，工程资金来源或者落实情况（包括银行出具的

资金证明），标段划分，工期要求，质量标准，现场踏勘和答疑安排，投标文件编制、提交、修改、撤回的要求，投

标报价要求，投标有效期，开标的时间和地点，评标的方法和标准等；  

    （二）招标工程的技术要求和设计文件；  

    （三）采用工程量清单招标的，应当提供工程量清单；  

    （四）投标函的格式及附录；  

    （五）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  

    （六）要求投标人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九条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时，将招标文件报工程所在地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招标文件有违反法律、法规内容的，应当责令

招标人改正。  

    第二十条 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

时间至少 15 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并同时报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一条 招标人设有标底的，应当依据国家规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招标文件规定的计价方法和要求编

制标底，并在开标前保密。一个招标工程只能编制一个标底。  

    第二十二条 招标人对于发出的招标文件可以酌收工本费。其中的设计文件，招标人可以酌收押金。对于开

标后将设计文件退还的，招标人应当退还押金。    

第三章 投 标 

    第二十三条 施工招标的投标人是响应施工招标、参与投标竞争的施工企业。 

    投标人应当具备相应的施工企业资质，并在工程业绩、技术能力、项目经理资格条件、财务状况等方面满足

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  

    第二十四条 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问需要澄清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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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条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招标文件允许投标人提供备选标的，投标人可以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替代方案，并作出相应报价作备

选标。  

    第二十六条 投标文件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投标函；  

    （二）施工组织设计或者施工方案；  

    （三）投标报价；  

    （四）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七条 招标人可以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担保。投标担保可以采用投标保函或者投标保证

金的方式。投标保证金可以使用支票、银行汇票等，一般不得超过投标总价的 2％，最高不得超过 50 万元。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方式和金额，将投标保函或者投标保证金随投标文件提交招标人。  

    第二十八条 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投标地点。招标

人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向投标人出具标明签收人和签收时间的凭证，并妥善保存投标文件。在开标前，任何单位和

个人均不得开启投标文件。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为无效的投标文件，招标人

应当拒收。  

    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少于 3 个的，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第二十九条 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已提交的投标文

件。补充、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并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送达、签收和保管。在招

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后送达的补充或者修改的内容无效。  

    第三十条 两个以上施工企业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联

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承担招标工程的相应资质条件。相同专业的施工企业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低的施工企

业的业务许可范围承揽工程。  

    招标人不得强制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不得限制投标人之间的竞争。  

    第三十一条 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

法权益。  

    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禁止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  

    第三十二条 投标人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竞标，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

取中标。     

第四章 开标、评标和中标 

    第三十三条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开标地点应当为招标

文件中预先确定的地点。  

    第三十四条 开标由招标人主持，邀请所有投标人参加。开标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  

    由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也可以由招标人委托的公证机构进行检查并公证。

经确认无误后，由有关工作人员当众拆封，宣读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投标文件的其他主要内容。  

    招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收到的所有投标文件，开标时都应当当众予以拆封、宣

读。 

    开标过程应当记录，并存档备查。  

    第三十五条 在开标时，投标文件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为无效投标文件，不得进入评标：  

    （一）投标文件未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予以密封的；  

    （二）投标文件中的投标函未加盖投标人的企业及企业法定代表人印章的，或者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

人没有合法、有效的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代理人印章的；  

    （三）投标文件的关键内容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四）投标人未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投标保函或者投标保证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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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组成联合体投标的，投标文件未附联合体各方共同投标协议的。  

    第三十六条 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其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的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

数为 5 人以上单数，其中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以外的技术、经济等方面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评标委

员会的专家成员，应当由招标人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政府部门确定的专家名册或者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的

专家库内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中确定。确定专家成员一般应当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  

    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进入相关工程的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

保密。  

    第三十七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专家名册应当拥有一定数量规模并符合法定资格条件的专家。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专家数量少的地区的专家名册予以合并或者实行专家名册计算机联网。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进入专家名册的专家组织有关法律和业务培训，对其评标能力、廉洁公正等进行

综合评估，及时取消不称职或者违法违规人员的评标专家资格。被取消评标专家资格的人员，不得再参加任何评标活

动。 

    第三十八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并对评标

结果签字确认；设有标底的，应当参考标底。  

    第三十九条 评标委员会可以用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或者说

明。投标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进行澄清或者说明，其澄清或者说明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

质性内容。  

    第四十条 评标委员会经评审，认为所有投标文件都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可以否决所有投标。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工程的所有投标被否决的，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第四十一条 评标可以采用综合评估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评标方法。  

    采用综合评估法的，应当对投标文件提出的工程质量、施工工期、投标价格、施工组织设计或者施工方案、

投标人及项目经理业绩等，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要求和评价标准进行评审和比较。以评分方

式进行评估的，对于各种评比奖项不得额外计分。  

    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应当在投标文件能够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人中，评审出投标价

格最低的投标人，但投标价格低于其企业成本的除外。  

    第四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阐明评标委员会对各投标文件的评

审和比较意见，并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方法，推荐不超过 3 名有排序的合格的中标候选人。招标人根据评标

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侯选人确定中标人。  

    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工程项目，招标人应当按照中标侯选人的排序确定中标人。当确定中标

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或者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的，招标人可以依序确定其他中标侯选人为中标人。  

    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材料：  

    （一）设有标底的，投标报价低于标底合理幅度的；  

    （二）不设标底的，投标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有可能低于其企业成本的。  

    经评标委员会论证，认定该投标人的报价低于其企业成本的，不能推荐为中标候选人或者中标人。  

    第四十四条 招标人应当在投标有效期截止时限 30 日前确定中标人。投标有效期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载明。  

    第四十五条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 15 日内，向工程所在地的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施工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施工招标投标的基本情况，包括施工招标范围、施工招标方式、资格审查、开评标过程和确定中标人

的方式及理由等。  

    （二）相关的文件资料，包括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投标报名表、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评标委员

会的评标报告（设有标底的，应当附标底）、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委托工程招标代理的，还应当附工程施工招标代理

委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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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款第二项中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了备案的文件资料，不再重复提交。  

    第四十六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书面报告之日起 5 日内未通知招标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行为

的，招标人可以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  

    第四十七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

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订立书面合同后 7 日内，中标人应当

将合同送县级以上工程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中标人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取消其中标资格，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投标保

证金数额的，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应当对招标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招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签订合同，给中标人造成损失的，招标人应当给予赔偿。  

    第四十八条 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担保的，中标人应当提交。招标人应当同时向中标人提供工程款

支付担保。   

第五章 罚 则 

    第四十九条 有违反《招标投标法》行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招标投标

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条 招标投标活动中有《招标投标法》规定中标无效情形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宣布中标无效，责令重新组织招标，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第五十一条 应当招标未招标的，应当公开招标未公开招标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五十二条 招标人不具备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条件而自行招标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评标委员会的组成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

令招标人重新组织评标委员会。招标人拒不改正的，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五十四条 招标人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施工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在未提交施工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前，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劳务分包采用招标方式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六条 招标文件或者投标文件使用两种以上语言文字的，必须有一种是中文；如对不同文本的解释发

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用文字表示的金额与数字表示的金额不一致的，以文字表示的金额为准。  

    第五十七条 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抢险救灾或者属于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需要使用农民工等

特殊情况，不适宜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不进行施工招标。  

    第五十八条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进行施工招标，贷款方、资金提供方对招标

投标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有不同规定的，可以适用其规定，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六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2 年 12 月 30 建设部颁布的《工程建设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设

部令第 23 号）同时废止。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2018 

索 引 号：000013338/2018-00357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

2018 年 09 月 28 日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

决定有 效 期：2018 年 09 月 28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3 号主 题 词：住房城

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决定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 2018 年 9

月 19 日第 4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王蒙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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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28 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决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决定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89 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工程），其施工

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办法”。 

  二、删去第三条。 

  三、删去第十一条第二款中的“具有相应资格的”。 

  四、删去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的“（包括银行出具的资金证明）”。 

  五、删去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中的“订立书面合同后 7 日内，中标人应当将合同送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六、删去第五十三条中的“招标人拒不改正的，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七、删去第五十四条中的“在未提交施工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前，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颁发施工许可

证”。 

  此外，对相关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

新发布。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2001 年 6 月 1 日建设部令第 89 号发布，经 2018 年 9 月 28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3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

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维护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工程），其施工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办

法。 

本办法所称房屋建筑工程，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及室内外装

修工程。 

本办法所称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是指城市道路、公共交通、供水、排水、燃气、热力、园林、环卫、污水处理、

垃圾处理、防洪、地下公共设施及附属设施的土建、管道、设备安装工程。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具体的监督管

理工作，可以委托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实施。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或者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参加投标，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施工招标投标活动。 

第五条 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依法接受监督。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查处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章 招 标 

第六条 工程施工招标由招标人依法组织实施。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潜在

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不得对潜在投标人提出与招标工程实际要求不符的过高的资质等级要求和其他要求。 

第七条 工程施工招标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的，已经履行审批手续； 

（二）工程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 

（三）有满足施工招标需要的设计文件及其他技术资料；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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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工程施工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应当公开招

标，但经国家计委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可以进行邀请招标的重点建设项目除外；其他工程可以

实行邀请招标。 

第九条 工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不进行施工招标： 

（一）停建或者缓建后恢复建设的单位工程，且承包人未发生变更的； 

（二）施工企业自建自用的工程，且该施工企业资质等级符合工程要求的； 

（三）在建工程追加的附属小型工程或者主体加层工程，且承包人未发生变更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招标人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的，应当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

能力： 

(一) 有专门的施工招标组织机构； 

(二) 有与工程规模、复杂程度相适应并具有同类工程施工招标经验、熟悉有关工程施工招标法律法规的工程技

术、概预算及工程管理的专业人员。 

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招标人应当委托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施工招标。 

第十一条 招标人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的，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的 5 日前，向工程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报送下列材料： 

（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的各项批准文件； 

（二） 本办法第十一条所列条件的证明材料，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的名单、职称证书或者执业资格证书及其工作

经历的证明材料；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招标人不具备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条件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 5 日内责令招标人

停止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 

第十二条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项目，

应当进入有形建筑市场进行招标投标活动。 

政府有关管理机关可以在有形建筑市场集中办理有关手续，并依法实施监督。 

第十三条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公开招标的工程项目，应当在国家或者地方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上

发布招标公告，并同时在中国工程建设和建筑业信息网上发布招标公告。 

招标公告应当载明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招标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以及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等事项。 

第十四条 招标人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应当向 3 个以上符合资质条件的施工企业发出投标邀请书。 

投标邀请书应当载明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事项。 

第十五条 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工程的需要，对投标申请人进行资格预审，也可以委托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对投标

申请人进行资格预审。实行资格预审的招标工程，招标人应当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载明资格预审的条件和

获取资格预审文件的办法。 

资格预审文件一般应当包括资格预审申请书格式、申请人须知，以及需要投标申请人提供的企业资质、业绩、技

术装备、财务状况和拟派出的项目经理与主要技术人员的简历、业绩等证明材料。 

第十六条 经资格预审后，招标人应当向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发出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告知获取招标文

件的时间、地点和方法，并同时向资格预审不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告知资格预审结果。 

在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过多时，可以由招标人从中选择不少于 7 家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 

第十七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工程的特点和需要，自行或者委托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应

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投标须知，包括工程概况，招标范围，资格审查条件，工程资金来源或者落实情况，标段划分，工期要求，

质量标准，现场踏勘和答疑安排，投标文件编制、提交、修改、撤回的要求，投标报价要求，投标有效期，开标的时

间和地点，评标的方法和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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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标工程的技术要求和设计文件； 

（三）采用工程量清单招标的，应当提供工程量清单； 

（四）投标函的格式及附录； 

（五）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 

（六）要求投标人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八条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时，将招标文件报工程所在地的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招标文件有违反法律、法规内容的，应当责令招标

人改正。 

第十九条 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至少 15 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并同时报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条 招标人设有标底的，应当依据国家规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招标文件规定的计价方法和要求编制标底，

并在开标前保密。一个招标工程只能编制一个标底。 

第二十一条 招标人对于发出的招标文件可以酌收工本费。其中的设计文件，招标人可以酌收押金。对于开标后

将设计文件退还的，招标人应当退还押金。  

第三章 投 标 

第二十二条 施工招标的投标人是响应施工招标、参与投标竞争的施工企业。 

投标人应当具备相应的施工企业资质，并在工程业绩、技术能力、项目经理资格条件、财务状况等方面满足招标

文件提出的要求。 

第二十三条 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问需要澄清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 

第二十四条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招标文件允许投标人提供备选标的，投标人可以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替代方案，并作出相应报价作备选标。 

第二十五条 投标文件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投标函； 

（二）施工组织设计或者施工方案； 

（三）投标报价； 

（四）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六条 招标人可以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担保。投标担保可以采用投标保函或者投标保证金的

方式。投标保证金可以使用支票、银行汇票等，一般不得超过投标总价的 2％，最高不得超过 50 万元。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方式和金额，将投标保函或者投标保证金随投标文件提交招标人。 

第二十七条 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投标地点。招标人收

到投标文件后，应当向投标人出具标明签收人和签收时间的凭证，并妥善保存投标文件。在开标前，任何单位和个人

均不得开启投标文件。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为无效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应当

拒收。 

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少于 3 个的，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第二十八条 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已提交的投标文件。

补充、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并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送达、签收和保管。在招标文

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后送达的补充或者修改的内容无效。 

第二十九条 两个以上施工企业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联合

体各方均应当具备承担招标工程的相应资质条件。相同专业的施工企业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低的施工企业

的业务许可范围承揽工程。 

招标人不得强制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不得限制投标人之间的竞争。 

第三十条 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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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 

第三十一条 投标人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竞标，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

标。  

第四章 开标、评标和中标 

第三十二条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开标地点应当为招标文件

中预先确定的地点。 

第三十三条 开标由招标人主持，邀请所有投标人参加。开标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 

由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也可以由招标人委托的公证机构进行检查并公证。经确

认无误后，由有关工作人员当众拆封，宣读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投标文件的其他主要内容。 

招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收到的所有投标文件，开标时都应当当众予以拆封、宣读。 

开标过程应当记录，并存档备查。 

第三十四条 在开标时，投标文件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为无效投标文件，不得进入评标： 

（一）投标文件未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予以密封的； 

（二）投标文件中的投标函未加盖投标人的企业及企业法定代表人印章的，或者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没

有合法、有效的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代理人印章的； 

（三）投标文件的关键内容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四）投标人未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投标保函或者投标保证金的； 

（五）组成联合体投标的，投标文件未附联合体各方共同投标协议的。 

第三十五条 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其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的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

5 人以上单数，其中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以外的技术、经济等方面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评标委员会

的专家成员，应当由招标人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政府部门确定的专家名册或者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的专家

库内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中确定。确定专家成员一般应当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 

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进入相关工程的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第三十六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专家名册应当拥有一定数量规模并符合法定资格条件的专家。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专家数量少的地区的专家名册予以合并或者实行专家名册计算机联网。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进入专家名册的专家组织有关法律和业务培训，对其评标能力、廉洁公正等进行综合

评估，及时取消不称职或者违法违规人员的评标专家资格。被取消评标专家资格的人员，不得再参加任何评标活动。 

第三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并对评标结果

签字确认；设有标底的，应当参考标底。 

第三十八条 评标委员会可以用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或者说明。投

标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进行澄清或者说明，其澄清或者说明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

容。 

第三十九条 评标委员会经评审，认为所有投标文件都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可以否决所有投标。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工程的所有投标被否决的，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第四十条 评标可以采用综合评估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评标方法。 

采用综合评估法的，应当对投标文件提出的工程质量、施工工期、投标价格、施工组织设计或者施工方案、投标

人及项目经理业绩等，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要求和评价标准进行评审和比较。以评分方式进

行评估的，对于各种评比奖项不得额外计分。 

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应当在投标文件能够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人中，评审出投标价格最

低的投标人，但投标价格低于其企业成本的除外。 

第四十一条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阐明评标委员会对各投标文件的评审和

比较意见，并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方法，推荐不超过 3 名有排序的合格的中标候选人。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

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侯选人确定中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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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工程项目，招标人应当按照中标侯选人的排序确定中标人。当确定中标的中

标候选人放弃中标或者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的，招标人可以依序确定其他中标侯选人为中标人。 

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材料： 

（一）设有标底的，投标报价低于标底合理幅度的； 

（二）不设标底的，投标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有可能低于其企业成本的。 

经评标委员会论证，认定该投标人的报价低于其企业成本的，不能推荐为中标候选人或者中标人。 

第四十三条 招标人应当在投标有效期截止时限 30 日前确定中标人。投标有效期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载明。 

第四十四条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 15 日内，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施工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施工招标投标的基本情况，包括施工招标范围、施工招标方式、资格审查、开评标过程和确定中标人的方

式及理由等。 

（二）相关的文件资料，包括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投标报名表、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评标委员会的

评标报告（设有标底的，应当附标底）、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委托工程招标代理的，还应当附工程施工招标代理委托

合同。 

前款第二项中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了备案的文件资料，不再重复提交。 

第四十五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书面报告之日起 5 日内未通知招标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招

标人可以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 

第四十六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

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中标人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取消其中标资格，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金

数额的，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应当对招标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招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签订合同，给中标人造成损失的，招标人应当给予赔偿。 

第四十七条 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担保的，中标人应当提交。招标人应当同时向中标人提供工程款支付

担保。  

第五章 罚 则 

第四十八条 有违反《招标投标法》行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招标投标法》

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九条 招标投标活动中有《招标投标法》规定中标无效情形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宣布中标无效，责令重新组织招标，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第五十条 应当招标未招标的，应当公开招标未公开招标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五十一条 招标人不具备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条件而自行招标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的组成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招

标人重新组织评标委员会。 

第五十三条 招标人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施工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劳务分包采用招标方式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五条 招标文件或者投标文件使用两种以上语言文字的，必须有一种是中文；如对不同文本的解释发生异

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用文字表示的金额与数字表示的金额不一致的，以文字表示的金额为准。 

第五十六条 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抢险救灾或者属于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需要使用农民工等特殊

情况，不适宜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不进行施工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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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条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进行施工招标，贷款方、资金提供方对招标投标

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有不同规定的，可以适用其规定，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2 年 12 月 30 建设部颁布的《工程建设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

设部令第 23 号）同时废止。 

 

4.8.10）《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2001 年 7 月 5 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经济贸易会员会，建设部，铁

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部令第 12 号） 

http://www.fcgzj.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  （2001）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fggz/315200/index.shtml （2001） 

http://www.mwr.gov.cn/zw/zcfg/bmgz/201707/t20170714_960234.html  （2013） 

《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 

为了规范评标委员会的组成和评标活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

部联合制定了《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现予发布施行。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 曾培炎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李荣融 

建设部部长 俞正声 

铁道部部长 傅志寰 

交通部部长 黄镇东 

信息产业部部长 吴基传 

水利部部长 汪恕诚 

2001 年 7 月 5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评标活动，保证评标的公平、公正，维护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评标活动。 

    第三条  评标活动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 

    第四条  评标活动依法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或者影响评标过程和给果。 

    第五条  招标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评标话动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第六条  评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照国务院或者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对评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评标活动中的违法

行为。 

 

第二章 评标委员会 

    第七条评标委员会依法组建，负责评标活动，向评标人推荐中标候选人或者根据招标人的授权直接确定中标

人。 

    第八条 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负责组建。 

    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一般应于开标前确定。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年在中标结采确定前应当保密。 

    第九条 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熟悉相关业务的代表，以及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

家组成，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评标委员会设负责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人由评标委员会成员推举产生或者由招标人确定。评标委员会负责

人与评标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有同等的表决权。 

    第十条 评标委员会的专家成员应当从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专家名册或者招标代理机构的专家

库内的相关专家名单中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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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前款规定确定评标专家，可以采取随机抽取或者直接确定的方式。一般项目可以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技

术特别复杂、专业性要求特别高或者国家有特殊要求的招标项目，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的专家难以胜任的。可以由

招标人直接确定。 

    第十一条 评标专家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八年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 

    （二）熟悉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并具有与招标项目相关的实践经验 

    （三）能够认真、公正、诚实、廉洁地履行职责。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 

    （一）投标人或者投标人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二）项目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督部门的人员 

    （三）与投标人有经济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对投标公正评审的 

    （四）曾因在招标、评标以及其他与招化投标有关活动中从事违法行为而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 

    第十三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 

    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与任何投标人或者与招标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进行私下接触。不得收受投标人、中介人、

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第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和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

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前款所称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是指评标委员会成员以外的因参与评标监督工作或者事务性工作而知悉

有关评标情况的所有人员。 

 

第三章  评标的准备与初步评审 

     第十五条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编制供评标使用的相应表格，认真研究招标文件，至少应了解和熟悉以下内容： 

      （一）招标的目标； 

      （二）招标项目的范围和性质； 

      （三）招标文件中规定的主要技术要求、标准和商务条款． 

      （四）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评标方法和在评标过程中考虑的相关因素。 

     第十六条 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向评标委员会提供评标所需的重要信息和数据。招标人设

有标底的，标底应当保密，并在评标时作为参考。 

    第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系统地评审和比较。招标文

件中没有规定的标准和方法不得作为评标的依据。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标准和评标方法应当合理，不得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内容，不得妨碍或者

阻制投标人之间的竞争。 

    第十八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投标报价的高低或者招标文件现定的其他方法对投标文件排序。以多种货币报

价的应当按照中国银行在开标日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换算成人民币。 

    招标文件应当时汇率标准和汇率风险作出现定。未作规定的，汇率风险出投标人承担。 

    第十九条 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方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达不一致或者有明显

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以书面方式进行并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

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总价金额与单价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

为准，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对不同文字文本投标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第二十条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以他人的名义投标、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或者以

其他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该投标人的投标应作废标处理。 

    第二十一条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或者在设有标底时明显低于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399 / 3277 页 

 

标底，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合

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由评标委员会认定该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其投标应作废标处理。 

    第二十二条 投标人资格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投标文件要求的，或者拒不按照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澄

清、说明或者补正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否决其投标。 

    第二十三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审查每一投标文件是否对招标文件提出的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未能

在实质上响应的投标、应作废标处理。 

    第二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根据招标文件，审查并逐项列出投标文件的全部投标偏差。    投标偏差分为重

大偏差和细微偏差。 

    第二十五条 下列情况属于重大偏差： 

      （一）没有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投标担保或者所提供的投标担保有瑕疵 

      （二）投标文件没有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和加盖公章 

      （三）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完成期限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 

    （四）明显不符合技术规格、技术标准的要求： 

      （五）投标文件载明的货物包装方式、检验标准和方法等不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六）投标文件附有招标人不能接受的条件 

      （七）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 

    投标文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为未能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并按本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作废标处理。

招标文件对重大偏差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六条 细微偏差是指投标文件在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但在个别地方存在漏项或者提供了不完整的

技术信息和数据等情况，并且补正这些遗漏或者不完整不会对其他投标人造成不公平的结果。细微偏差不影响投标

文件的有效性。评标委员会应当书面要求存在细微偏差的投标人在评标结束前予以补正。拒不补正的在详细评审时

可以对细微偏差作不利于该投标人的量化，量化标准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 

    第二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根据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否决了合格投标或者界定为废标后，因有效投标不足三个使得投标明显缺乏

竞争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否决全部投标。投标人少于三个或者所有投标被否决的，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第四章 详细评审 

    第二十八条经初步评审合格的投标文件，评标委员会应当根据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村其技术部

分和商务部分作进一步评审、比较。 

    第二十九 条评标方法包括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综合评估法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评标方法。 

    第三十条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一般适用于具有通用技术、性能标准或者招标人对其技术、性能没有特殊要

求的招标项目。 

    第三十一条 根据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由的最低投标价的投标应

当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第三十二条 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评标委员会应当根据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价格调整方法，以所

有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以及投标文件的商务部分作必要的价格调整。 

    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要求和标准，但评标委负会无需

对投标文件的技术部分进行价格折算。 

    第三十三条 根据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完成详细评审后，评标委员会应当拟定一份“标价比较表”，连同书

面评标报告提交招标人。 

      “标价比较表”应当载明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对商务偏差的价格调整和说明以及经评审的最终投标价。 

    第三十四条 不宜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招标项目一般应当采取综合评估法进行评审。 

    第三十五条 根据综合评估法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的投标，应当推荐为中标候

选人。 

    衡量投标文件是否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评价标限，可以采取折算为货币的方法、打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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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或者其他方法。需量化的因素及其极重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 

    第三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对各个评审因素进行量化时，应当将量化指标建立在同一基础或者同一标准上，使各

投标文件具有可比性。 

    对技术部分和商务部分进行量化后，评标委员会应当对这两部分的量化结果进行加权，计算出每一投标的综

合评估价或者综合评估分。 

    第三十七条 根据综合评估法完成评标后评标委员会应当拟定价“综合评估比较表”，连同书面评标报告提交

招标人。“综合评估比较表”应当载明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所作的任何修正、对商务偏差的调整、对技术偏差的调整。

对各评审因素的评估以及对每一投标的最终评审结果。 

    第三十八条 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允许投标人投标选标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对中标人所投的各选标进行评审，

以决定是否采纳各选标。 

    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投标人的各选标不予考虑。 

    第三十九条 对于划分有多个单项合同的招标项目，招标文件允许投标人为获得整个项目合同而提出优惠的，

评标委员会可以对投标人提出的优惠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将招标项目作为一个整体合同授予中标人。将招标项目作

为一个整体合同授予的，整体合同中标人的投标应当最有利于招标人。 

    第四十条 评标和定标应当在投标有效期结束日 30 个工作日前完成。 

    不能在投标有效期结束日 30 个工作日前完成评标和定标的，招标人应当通知所有投标人延长投标有效期。拒

绝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人有权收回投标保证金。同意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人应当相应延长其投标担保的有效期

但不得修改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因延长投标有效期造成投标人损失的，招标人应当给予补偿，但因不可抗力需延

长投标有效期的除外。 

招标文件应当载明投标有效期。投标有效期从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日起计算。 

    第五章 推荐中标候选人与定标 

    第四十一条评标委员会在评标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作出处理或者向招标人提出处理建议，并作书面

记录。 

    第四十二条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并抄送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评标报告

应当如实记载以下内容： 

      （一）基本情况和数据表； 

      （二）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 

      （三）开标记录 

      （四）符合要求的投标一览表： 

      （五）废标情况说明： 

      （六）评标标准、评标方法或者评标因素一览表 

      （七）经评审的价格或者评分比较一览表； 

      （八）经评审的投标人排序； 

      （九）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与签订合同前要处理的事宜 

      （＋）澄清、说明、补正事项纪要。 

    第四十三条 评标报告由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字。对评标织论持有异议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可以书面方式阐述

其不同意见和理由。评标委员会成员拒绝在评标报告上签字里不陈述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的现为同意评标结论。评标

委员会应当对此作出书面说明并记录在案。 

    第四十四条 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后，评标委员会即告解散。评标过程中使用的文件、表格以及其他资

料应当即时归还招标人。 

    第四十五条 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应当限定在一至三人，并标明排列顺序。 

    第四十六条 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能够最大限度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 

    （二）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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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七条 在确定中村人之的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 

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 

     第四十八条 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

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在规定的期

限内未能提交的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因前款规定的同样原因不

能签订合同的，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三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招标人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国务院对中标人的确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九条 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通知未中标人在 30 个工作日之内签

订合同。 

    第五十条 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或者中标人

放弃中标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招标人应当与中标人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与中标人不得再行

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第五十二条 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 5 个工作日内应当向中标人和未中标的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 

第六章 罚则 

    第五十三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在评标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或者在评标过程中不能客观公个

地履行职责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评标，

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与评

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给予

警告，没收收受的财物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所列违法行为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取消担任评标

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评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招标人在评村委员会依法推行的中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标人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在所有投

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中标无效。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六条 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

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七条 中标人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取消其中标资格，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

过投标保证金数额的，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应当对招标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招标

人迟迟不确定中标人或者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签订合同的，给予警告，根据情节可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中标

人损失的，并应当赔偿损失。 

 

 

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 

（2001 年 7 月 5 日，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部令第 12 号发

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3 年 3 月 1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

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广电总局、民航局 2013 第 23 号令修改，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评标活动，保证评标的公平、公正，维护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评标活动。 

  第三条 评标活动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 

  第四条 评标活动依法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或者影响评标过程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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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招标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评标活动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第六条 评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照国务院或者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对评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评标活动中的违

法行为。 

第二章 评标委员会 

  第七条 评标委员会依法组建，负责评标活动，向招标人推荐中标候选人或者根据招标人的授权直接确定

中标人。 

  第八条 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负责组建。 

  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一般应于开标前确定。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第九条 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熟悉相关业务的代表，以及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

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评标委员会设负责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人由评标委员会成员推举产生或者由招标人确定。评标委员会负

责人与评标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有同等的表决权。 

  第十条 评标委员会的专家成员应当从依法组建的专家库内的相关专家名单中确定。 

  按前款规定确定评标专家，可以采取随机抽取或者直接确定的方式。一般项目，可以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

技术复杂、专业性强或者国家有特殊要求的招标项目，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的专家难以保证胜任的，可以由招标人

直接确定。 

  第十一条 评标专家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八年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 

  （二）熟悉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并具有与招标项目相关的实践经验； 

  （三）能够认真、公正、诚实、廉洁地履行职责。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 

  （一）投标人或者投标人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二）项目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督部门的人员； 

  （三）与投标人有经济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对投标公正评审的； 

  （四）曾因在招标、评标以及其他与招标投标有关活动中从事违法行为而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 

  第十三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

任。 

  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与任何投标人或者与招标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进行私下接触，不得收受投标人、中介

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招标人征询其确定中标人的意向，不得接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明示

或者暗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的要求，不得有其他不客观、不公正履行职务的行为。 

  第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和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

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前款所称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是指评标委员会成员以外的因参与评标监督工作或者事务性工作而

知悉有关评标情况的所有人员。 

第三章 评标的准备与初步评审 

  第十五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编制供评标使用的相应表格，认真研究招标文件，至少应了解和熟悉以下

内容： 

  （一）招标的目标； 

  （二）招标项目的范围和性质； 

  （三）招标文件中规定的主要技术要求、标准和商务条款； 

  （四）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评标方法和在评标过程中考虑的相关因素。 

  第十六条 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向评标委员会提供评标所需的重要信息和数据，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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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明示或者暗示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的信息。 

  招标人设有标底的，标底在开标前应当保密，并在评标时作为参考。 

  第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系统地评审和比较。招

标文件中没有规定的标准和方法不得作为评标的依据。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标准和评标方法应当合理，不得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内容，不得妨碍或

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的竞争。 

  第十八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投标报价的高低或者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方法对投标文件排序。以多种货

币报价的，应当按照中国银行在开标日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换算成人民币。 

  招标文件应当对汇率标准和汇率风险作出规定。未作规定的，汇率风险由投标人承担。 

  第十九条 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方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

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以书面方式进行并不得超出投标文

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总价金额与单价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

为准，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对不同文字文本投标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第二十条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以他人的名义投标、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或者

以其他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应当否决该投标人的投标。 

  第二十一条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或者在设有标底时明显

低于标底，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

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由评标委员会认定该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应当否决其投标。 

  第二十二条 投标人资格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招标文件要求的，或者拒不按照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

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否决其投标。 

  第二十三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审查每一投标文件是否对招标文件提出的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未能在实质上响应的投标，应当予以否决。 

  第二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根据招标文件，审查并逐项列出投标文件的全部投标偏差。 

  投标偏差分为重大偏差和细微偏差。 

  第二十五条 下列情况属于重大偏差： 

  （一）没有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投标担保或者所提供的投标担保有瑕疵； 

  （二）投标文件没有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和加盖公章； 

  （三）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完成期限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 

  （四）明显不符合技术规格、技术标准的要求； 

  （五）投标文件载明的货物包装方式、检验标准和方法等不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六）投标文件附有招标人不能接受的条件； 

  （七）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 

  投标文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为未能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并按本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作否决投标

处理。招标文件对重大偏差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六条 细微偏差是指投标文件在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但在个别地方存在漏项或者提供了不完

整的技术信息和数据等情况，并且补正这些遗漏或者不完整不会对其他投标人造成不公平的结果。细微偏差不影响

投标文件的有效性。 

  评标委员会应当书面要求存在细微偏差的投标人在评标结束前予以补正。拒不补正的，在详细评审时可以

对细微偏差作不利于该投标人的量化，量化标准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 

  第二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根据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否决不合格投标后，因有效投标不足三个使得投标明显缺乏竞争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否决全部投标。 

  投标人少于三个或者所有投标被否决的，招标人在分析招标失败的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后，应当依法重新

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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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详细评审 

  第二十八条 经初步评审合格的投标文件，评标委员会应当根据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其技

术部分和商务部分作进一步评审、比较。 

  第二十九条 评标方法包括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综合评估法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评标方法。 

  第三十条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一般适用于具有通用技术、性能标准或者招标人对其技术、性能没有特

殊要求的招标项目。 

  第三十一条 根据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的

投标，应当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第三十二条 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评标委员会应当根据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价格调整方法，

以所有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以及投标文件的商务部分作必要的价格调整。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中标人的投

标应当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要求和标准，但评标委员会无需对投标文件的技术部分进行价格折算。 

  第三十三条 根据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完成详细评审后，评标委员会应当拟定一份“标价比较表”，连同

书面评标报告提交招标人。“标价比较表”应当载明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对商务偏差的价格调整和说明以及经评审的

最终投标价。 

  第三十四条 不宜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招标项目，一般应当采取综合评估法进行评审。 

  第三十五条 根据综合评估法，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的投标，应当推荐为

中标候选人。 

  衡量投标文件是否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评价标准，可以采取折算为货币的方法、打分的

方法或者其他方法。需量化的因素及其权重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 

  第三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对各个评审因素进行量化时，应当将量化指标建立在同一基础或者同一标准上，

使各投标文件具有可比性。 

  对技术部分和商务部分进行量化后，评标委员会应当对这两部分的量化结果进行加权，计算出每一投标的

综合评估价或者综合评估分。 

  第三十七条 根据综合评估法完成评标后，评标委员会应当拟定一份“综合评估比较表”，连同书面评标报

告提交招标人。“综合评估比较表”应当载明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所作的任何修正、对商务偏差的调整、对技术偏差

的调整、对各评审因素的评估以及对每一投标的最终评审结果。 

  第三十八条 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允许投标人投备选标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对中标人所投的备选标进行

评审，以决定是否采纳备选标。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投标人的备选标不予考虑。 

  第三十九条 对于划分有多个单项合同的招标项目，招标文件允许投标人为获得整个项目合同而提出优惠

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对投标人提出的优惠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将招标项目作为一个整体合同授予中标人。将招标项

目作为一个整体合同授予的，整体合同中标人的投标应当最有利于招标人。 

  第四十条 评标和定标应当在投标有效期内完成。不能在投标有效期结束日３０个工作日前完成评标和定

标的，招标人应当通知所有投标人延长投标有效期。拒绝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人有权收回投标保证金。同意延长投

标有效期的投标人应当相应延长其投标担保的有效期，但不得修改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因延长投标有效期造成

投标人损失的，招标人应当给予补偿，但因不可抗力需延长投标有效期的除外。 

  招标文件应当载明投标有效期。投标有效期从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日起计算。 

第五章 推荐中标候选人与定标 

  第四十一条 评标委员会在评标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作出处理或者向招标人提出处理建议，并作

书面记录。 

  第四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并抄送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评标报

告应当如实记载以下内容： 

  （一）基本情况和数据表； 

  （二）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 

  （三）开标记录；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405 / 3277 页 

 

  （四）符合要求的投标一览表； 

  （五）否决投标的情况说明； 

  （六）评标标准、评标方法或者评标因素一览表； 

  （七）经评审的价格或者评分比较一览表； 

  （八）经评审的投标人排序； 

  （九）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与签订合同前要处理的事宜； 

  （十）澄清、说明、补正事项纪要。 

  第四十三条 评标报告由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字。对评标结论持有异议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可以书面方式

阐述其不同意见和理由。评标委员会成员拒绝在评标报告上签字且不陈述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的，视为同意评标结论。

评标委员会应当对此作出书面说明并记录在案。 

  第四十四条 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后，评标委员会应将评标过程中使用的文件、表格以及其他资料

应当即时归还招标人。 

  第四十五条 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应当限定在一至三人，并标明排列顺序。 

  第四十六条 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能够最大限度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 

  （二）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 

  第四十七条 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 

  第四十八条 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

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在规定的

期限内未能提交，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招标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

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与招标人预期差距较大，

或者对招标人明显不利的，招标人可以重新招标。 

  招标人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国务院对中标人的确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九条 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通知未中标人，并与中标人在投标

有效期内以及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之内签订合同。 

  第五十条 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或者

中标人放弃中标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招标人应当与中标人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与中标人不得

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第五十二条 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 5 日内，应当向中标人和未中标的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 

第六章 罚则 

  第五十三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禁止其在一

定期限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情节特别严重的，取消其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 

  （一）应当回避而不回避； 

  （二）擅离职守； 

  （三）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 

  （四）私下接触投标人； 

  （五）向招标人征询确定中标人的意向或者接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

投标人的要求； 

  （六）对依法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 

  （七）暗示或者诱导投标人作出澄清、说明或者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 

  （八）其他不客观、不公正履行职务的行为。 

  第五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与评标活动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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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给予警告，没收收

受的财物，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所列违法行为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

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评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招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无正当理由不发出中标通知书； 

  （二）不按照规定确定中标人； 

  （三）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无正当理由改变中标结果； 

  （四）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订立合同； 

  （五）在订立合同时向中标人提出附加条件。 

  第五十六条 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合同的主要条款与招标文

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的内容不一致，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

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七条 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

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取消其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中标人，由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 10‰以下的罚款。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八条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以外的评标活动，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五十九条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招标项目的评标活动，贷款方、资金提供方对评

标委员会与评标方法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第六十条 本规定颁布前有关评标机构和评标方法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法律或者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六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4.8.11）《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2003 年 2 月 22 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 29 号） 

http://www.mlr.gov.cn/zwgk/flfg/xgflfg/200512/t20051216_71739.htm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3-03/28/content_5302711.htm  

http://www.jinxi.gov.cn/zgjx/xxgk/20141111/004005003_4c4d954b-c9ae-4123-835a-0faf427a8a42.htm  

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 

第 29 号  

  为了加强对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的监督管理，健全评标专家库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特制定《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经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二 OO 三年四月一

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 

二 OO 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评标专家的监督管理，健全评标专家库制度，保证评标活动的公平、公正，提高评标质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评标专家的资格认定、入库及评标专家库的组建、使用、管理活动。 

第三条 评标专家库由省级（含，下同）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依法成立的招标代理机构依照《招标投

标法》的规定自主组建。 

评标专家库的组建活动应当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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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其所建评标专家库及评标专家的管理，但不

得以任何名义非法控制、干预或者影响评标专家的具体评标活动。 

第五条 政府投资项目的评标专家，必须从政府有关部门组建的评标专家库中抽取。 

第六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建评标专家库，应当有利于打破地区封锁，实现评标专家资源共享。 

省级人民政府可组建跨部门、跨地区的综合性评标专家库。 

第七条 入选评标专家库的专家，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一）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八年并具有高级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 

（二）熟悉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 

（三）能够认真、公正、诚实、廉洁地履行职责； 

（四）身体健康，能够承担评标工作。 

第八条 评标专家库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评标专家，专家总数不得少于 500 人； 

（二）有满足评标需要的专业分类； 

（三）有满足异地抽取、随机抽取评标专家需要的必要设施和条件； 

（四）有负责日常维护管理的专门机构和人员。 

第九条 专家入选评标专家库，采取个人申请和单位推荐两种方式。采取单位推荐方式的，应事先征得被推

荐人同意。 

个人申请书或单位推荐书应当存档备查。个人申请书或单位推荐书应当附有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

证明材料。 

第十条 组建评标专家库的政府部门或者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对申请人或被推荐人进行评审，决定是否接受

申请或者推荐，并向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申请人或被推荐人颁发评标专家证书。 

评审过程及结果应做成书面记录，并存档备查。 

组建评标专家库的政府部门，可以对申请人或者被推荐人进行必要的招标投标业务和法律知识培训。 

第十一条 组建评标专家库的政府部门或者招标代理机构，应当为每位入选专家建立档案，详细记载评标专

家评标的具体情况。 

第十二条 组建评标专家库的政府部门或者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建立年度考核制度，对每位入选专家进行考

核。评标专家因身体健康、业务能力及信誉等原因不能胜任评标工作的，停止担任评标专家，并从评标专家库中除

名。 

第十三条 评标专家享有下列权利： 

（一）接受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聘请，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 

（二）依法对投标文件进行独立评审，提出评审意见，不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的干预； 

（三）接受参加评标活动的劳务报酬；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四条 评标专家负有下列义务： 

（一）有《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七条和《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

主动提出回避； 

（二）遵守评标工作纪律，不得私下接触投标人，不得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透露对投标文件

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三）客观公正地进行评标； 

（四）协助、配合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五条 评标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由组建评标专家库的

政府部门或者招标代理机构取消担任评标专家的资格，并予以公告： 

（一）私下接触投标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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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受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三）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 

（四）不能客观公正履行职责的； 

（五）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评标活动的。 

第十六条 组建评标专家库的政府部门或者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暂停直至取消招标代理机构相应的招标代理资格： 

（一）组建的评标专家库不具备本办法规定条件的； 

（二）未按本办法规定建立评标专家档案或对评标专家档案作虚假记载的； 

（三）以管理为名，非法干预评标专家的评标活动的。 

第十七条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不从依法组建的评标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的，评标无效；情节严重

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给予警告。 

政府投资项目的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不遵守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不从政府有关部门组建的评

标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的，评标无效；情节严重的，由政府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警告。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二○○三年四月一日起实施。 

 

4.8.12）《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2003 年 3 月 8 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信

息产业部，水利部，民航总局令第 30 号） 

为了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

国家计委、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部、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审议通过了《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

投标办法》，现予发布，自 200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铁道部部长：      付志寰 

交通部部长：      张春贤 

信息产业部部长：    吴基传 

水利部部长：      汪恕诚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 杨元元      

                           二○○三年三月八日 

  

印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

高检院，国务院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计委、建委（建设厅）、

铁路局（铁路分局）、交通厅、信息产业厅、通信管理局、水利厅、民航地区管理局及民航省（区、市）局，各计划

单列企业集团。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以下简称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

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工程建设项目符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计委令第 3 号）规定的范围和标准

的，必须通过招标选择施工单位。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第四条 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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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依法由招标人负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工程施工招标投

标活动。 

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不受地区或者部门的限制。 

第六条 各级发展计划、经贸、建设、铁道、交通、信息产业、水利、外经贸、民航等部门依照《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34 号）和各地规定的职责分

工，对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章 招标 

第七条 工程施工招标人是依法提出施工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八条 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才能进行施工招标： 

（一）招标人已经依法成立；  

（二）初步设计及概算应当履行审批手续的，已经批准； 

（三）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等应当履行核准手续的，已经核准； 

（四）有相应资金或资金来源已经落实； 

（五）有招标所需的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 

第九条 工程施工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第十条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按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规定，凡应报送项目审批部门审批的，

招标人必须在报送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将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等有关招标内容报项目审批部门核准。 

第十一条 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确定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地方重点建设

项目，以及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工程建设项目，应当公开招标；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经批准可以进行邀请招标： 

（一）项目技术复杂或有特殊要求，只有少量几家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的； 

（二）受自然地域环境限制的； 

（三）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或者抢险救灾，适宜招标但不宜公开招标的； 

（四）拟公开招标的费用与项目的价值相比，不值得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不宜公开招标的。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邀请招标，应当经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批准；地方重点建设项目的邀请招标，应当经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并需要审批的工程建设项目的邀请招标，应当

经项目审批部门批准，但项目审批部门只审批立项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审批。 

第十二条 需要审批的工程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审批部门批准，可以不进行

施工招标： 

（一）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或者抢险救灾而不适宜招标的；  

（二）属于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需要使用农民工的； 

（三）施工主要技术采用特定的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 

（四）施工企业自建自用的工程，且该施工企业资质等级符合工程要求的； 

（五）在建工程追加的附属小型工程或者主体加层工程，原中标人仍具备承包能力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不需要审批但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不进行施工招标。 

第十三条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招标人应当发布招标公告，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依法必须进

行施工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应当在国家指定的报刊和信息网络上发布。 

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招标人应当向三家以上具备承担施工招标项目的能力、资信良好的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发出投标邀请书。 

第十四条 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应当至少载明下列内容： 

（一）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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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标项目的内容、规模、资金来源； 

（三）招标项目的实施地点和工期； 

（四）获取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的地点和时间； 

（五）对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收取的费用； 

（六）对投标人的资质等级的要求。 

第十五条 招标人应当按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地点出售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自招标文件

或者资格预审文件出售之日起至停止出售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五个工作日。 

招标人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招标文件，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的招标文件与书面招标

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出现不一致时以书面招标文件为准。招标人应当保持书面招标文件原始正本的完好。 

对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的收费应当合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对于所附的设计文件，招标人可以向投标人

酌收押金；对于开标后投标人退还设计文件的，招标人应当向投标人退还押金。 

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售出后，不予退还。招标人在发布招标公告、发出投标邀请书后或者售出招标文件或

资格预审文件后不得擅自终止招标。 

第十六条 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项目本身的特点和需要，要求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提供满足其资格要求的文件，

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法律、行政法规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资格条件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 

第十七条 资格审查分为资格预审和资格后审。 

资格预审，是指在投标前对潜在投标人进行的资格审查。 

资格后审，是指在开标后对投标人进行的资格审查。 

进行资格预审的，一般不再进行资格后审，但招标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 采取资格预审的，招标人可以发布资格预审公告。资格预审公告适用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有关

招标公告的规定。 

采取资格预审的，招标人应当在资格预审文件中载明资格预审的条件、标准和方法；采取资格后审的，招标人应

当在招标文件中载明对投标人资格要求的条件、标准和方法。 

招标人不得改变载明的资格条件或者以没有载明的资格条件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第十九条 经资格预审后，招标人应当向资格预审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发出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告知获取招标文

件的时间、地点和方法，并同时向资格预审不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告知资格预审结果。资格预审不合格的潜在投标人不

得参加投标。 

经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的投标应作废标处理。 

第二十条 资格审查应主要审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是否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利； 

（二）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包括专业、技术资格和能力，资金、设备和其他物质设施状况，管理能力，经验、

信誉和相应的从业人员； 

（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四）在最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格条件。 

资格审查时，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不得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实行

歧视待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行政手段或者其他不合理方式限制投标人的数量。 

第二十一条 招标人符合法律规定的自行招标条件的，可以自行办理招标事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其委托

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  

第二十二条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人委托的范围内承担招标事宜。招标代理机构可以在其资格等级范围内承

担下列招标事宜： 

（一）拟订招标方案，编制和出售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 

（二）审查投标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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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标底； 

（四）组织投标人踏勘现场； 

（五）组织开标、评标，协助招标人定标； 

（六）草拟合同； 

（七）招标人委托的其他事项。 

招标代理机构不得无权代理、越权代理，不得明知委托事项违法而进行代理。 

招标代理机构不得接受同一招标项目的投标代理和投标咨询业务；未经招标人同意，不得转让招标代理业务。 

第二十三条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与招标人应当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并按双方约定的标准收取代理费；国家对收费

标准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招标人根据施工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投标邀请书； 

（二）投标人须知； 

（三）合同主要条款； 

（四）投标文件格式； 

（五）采用工程量清单招标的，应当提供工程量清单； 

（六）技术条款； 

（七）设计图纸； 

（八）评标标准和方法； 

（九）投标辅助材料。  

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并用醒目的方式标明。 

第二十五条 招标人可以要求投标人在提交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的投标文件外，提交备选投标方案，但应当在

招标文件中作出说明，并提出相应的评审和比较办法。 

第二十六条 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技术标准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技术标准均不得要求或标明某一特定的专利、商标、名称、设计、原产地或生产供应者，

不得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如果必须引用某一生产供应者的技术标准才能准确或清楚地说明拟

招标项目的技术标准时，则应当在参照后面加上“或相当于”的字样。  

第二十七条 施工招标项目需要划分标段、确定工期的，招标人应当合理划分标段、确定工期，并在招标文件中

载明。对工程技术上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单位工程不得分割标段。 

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标段或工期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第二十八条 招标文件应当明确规定评标时除价格以外的所有评标因素，以及如何将这些因素量化或者据以进行

评估。 

在评标过程中，不得改变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标准、方法和中标条件。 

第二十九条 招标文件应当规定一个适当的投标有效期，以保证招标人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评标和与中标人签订合

同。投标有效期从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计算。 

在原投标有效期结束前，出现特殊情况的，招标人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所有投标人延长投标有效期。投标人同意延

长的，不得要求或被允许修改其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但应当相应延长其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投标人拒绝延长

的，其投标失效，但投标人有权收回其投标保证金。因延长投标有效期造成投标人损失的，招标人应当给予补偿，但

因不可抗力需要延长投标有效期的除外。  

第三十条 施工招标项目工期超过十二个月的，招标文件中可以规定工程造价指数体系、价格调整因素和调整方

法。 

第三十一条 招标人应当确定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所需要的合理时间；但是，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自招标

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二十日。 

第三十二条 招标人根据招标项目的具体情况，可以组织潜在投标人踏勘项目现场，向其介绍工程场地和相关环

境的有关情况。潜在投标人依据招标人介绍情况作出的判断和决策，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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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不得单独或者分别组织任何一个投标人进行现场踏勘。 

第三十三条 对于潜在投标人在阅读招标文件和现场踏勘中提出的疑问，招标人可以书面形式或召开投标预备会

的方式解答，但需同时将解答以书面方式通知所有购买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该解答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

分。 

第三十四条 招标人可根据项目特点决定是否编制标底。编制标底的，标底编制过程和标底必须保密。 

招标项目编制标底的，应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投资概算，依据有关计价办法，参照有关工程定额，结合市场供

求状况，综合考虑投资、工期和质量等方面的因素合理确定。 

标底由招标人自行编制或委托中介机构编制。一个工程只能编制一个标底。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招标人编制或报审标底，或干预其确定标底。 

招标项目可以不设标底，进行无标底招标。 

第三章 投标 

第三十五条 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招标人的任何不具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

构（单位），或者为招标项目的前期准备或者监理工作提供设计、咨询服务的任何法人及其任何附属机构（单位），都

无资格参加该招标项目的投标。 

第三十六条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作出响应。 

投标文件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投标函； 

（二）投标报价； 

（三）施工组织设计； 

（四）商务和技术偏差表。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载明的项目实际情况，拟在中标后将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进行分包的，应

当在投标文件中载明。 

第三十七条 招标人可以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除现金外，可以是银行出具的银

行保函、保兑支票、银行汇票或现金支票。 

投标保证金一般不得超过投标总价的百分之二，但最高不得超过八十万元人民币。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应当超出

投标有效期三十天。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方式和金额，将投标保证金随投标文件提交给招标人。 

投标人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该投标文件将被拒绝，作废标处理。 

第三十八条 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投标地点。招标人收

到投标文件后，应当向投标人出具标明签收人和签收时间的凭证，在开标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启投标文件。 

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为无效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应当拒收。 

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重新招标后投标人仍少于三个的，属于必须审批

的工程建设项目，报经原审批部门批准后可以不再进行招标；其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可自行决定不再进行招标。 

第三十九条 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修改、替代或者撤回已提交的投标

文件，并书面通知招标人。补充、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四十条 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到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终止之前，投标人不得补充、修改、替代或

者撤回其投标文件。投标人补充、修改、替代投标文件的，招标人不予接受；投标人撤回投标文件的，其投标保证金

将被没收。 

第四十一条 在开标前，招标人应妥善保管好已接收的投标文件、修改或撤回通知、备选投标方案等投标资料。 

第四十二条 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 

联合体各方签订共同投标协议后，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

一项目中投标。 

第四十三条 联合体参加资格预审并获通过的，其组成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前征得招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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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意。如果变化后的联合体削弱了竞争，含有事先未经过资格预审或者资格预审不合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者

使联合体的资质降到资格预审文件中规定的最低标准以下，招标人有权拒绝。 

第四十四条 联合体各方必须指定牵头人，授权其代表所有联合体成员负责投标和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协调工

作，并应当向招标人提交由所有联合体成员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书。 

第四十五条 联合体投标的，应当以联合体各方或者联合体中牵头人的名义提交投标保证金。以联合体中牵头人

名义提交的投标保证金，对联合体各成员具有约束力。 

第四十六条 下列行为均属投标人串通投标报价： 

（一）投标人之间相互约定抬高或压低投标报价； 

（二）投标人之间相互约定，在招标项目中分别以高、中、低价位报价； 

（三）投标人之间先进行内部竞价，内定中标人，然后再参加投标； 

（四）投标人之间其他串通投标报价的行为。 

第四十七条 下列行为均属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 

（一）招标人在开标前开启投标文件，并将投标情况告知其他投标人，或者协助投标人撤换投标文件，更改报

价； 

（二）招标人向投标人泄露标底； 

（三）招标人与投标人商定，投标时压低或抬高标价，中标后再给投标人或招标人额外补偿； 

（四）招标人预先内定中标人； 

（五）其他串通投标行为。 

第四十八条 投标人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 

前款所称以他人名义投标，指投标人挂靠其他施工单位，或从其他单位通过转让或租借的方式获取资格或资质

证书，或者由其他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在自己编制的投标文件上加盖印章和签字等行为。 

第四章 开标、评标和定标 

第四十九条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开标地点应当为招标文件

中确定的地点。 

第五十条 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招标人不予受理： 

（一）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二）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 

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评标委员会初审后按废标处理： 

（一）无单位盖章并无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的； 

（二）未按规定的格式填写，内容不全或关键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三）投标人递交两份或多份内容不同的投标文件，或在一份投标文件中对同一招标项目报有两个或多个报价，

且未声明哪一个有效，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备选投标方案的除外； 

（四）投标人名称或组织结构与资格预审时不一致的； 

（五）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 

（六）联合体投标未附联合体各方共同投标协议的。 

第五十一条 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方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

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补正。评标委员会不得向投标人提出带有暗示性或诱导性的问题，或向

其明确投标文件中的遗漏和错误。 

第五十二条 投标文件不响应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招标人应当拒绝，并不允许投标人通过修正或撤

销其不符合要求的差异或保留，使之成为具有响应性的投标。 

第五十三条 评标委员会在对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进行报价评估时，除招标文件另有约定外，应当按

下述原则进行修正： 

（一）用数字表示的数额与用文字表示的数额不一致时，以文字数额为准； 

（二）单价与工程量的乘积与总价之间不一致时，以单价为准。若单价有明显的小数点错位，应以总价为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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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单价。 

按前款规定调整后的报价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 

投标文件中没有列入的价格和优惠条件在评标时不予考虑。 

第五十四条 对于投标人提交的优越于招标文件中技术标准的备选投标方案所产生的附加收益，不得考虑进评标

价中。符合招标文件的基本技术要求且评标价最低或综合评分最高的投标人，其所提交的备选方案方可予以考虑。 

第五十五条 招标人设有标底的，标底在评标中应当作为参考，但不得作为评标的唯一依据。 

第五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评标报告由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字。 

评标委员会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后，招标人一般应当在十五日内确定中标人，但最迟应当在投标有效期结束日三

十个工作日前确定。 

中标通知书由招标人发出。 

第五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应当限定在一至三人，并标明排列顺序。招标人应当接受评标委员会

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不得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之外确定中标人。 

第五十八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

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的，

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因前款规定的同样原因不能签订合同的，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三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

人。 

招标人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国务院对中标人的确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九条 招标人不得向中标人提出压低报价、增加工作量、缩短工期或其他违背中标人意愿的要求，以此作

为发出中标通知书和签订合同的条件。 

第六十条 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

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六十一条 招标人全部或者部分使用非中标单位投标文件中的技术成果或技术方案时，需征得其书面同意，并

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第六十二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

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或者其他形式履约担保的，中标人应当提交；拒绝提交的，视为放弃中标项

目。招标人要求中标人提供履约保证金或其他形式履约担保的，招标人应当同时向中标人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招标人不得擅自提高履约保证金，不得强制要求中标人垫付中标项目建设资金。 

第六十三条 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五个工作日内,应当向未中标的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 

第六十四条 合同中确定的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建设内容、合同价格应当控制在批准的初步设计及概算文件范

围内；确需超出规定范围的，应当在中标合同签订前，报原项目审批部门审查同意。凡应报经审查而未报的，在初步

设计及概算调整时，原项目审批部门一律不予承认。  

第六十五条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发出中标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

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前款所称书面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招标范围； 

（二）招标方式和发布招标公告的媒介； 

（三）招标文件中投标人须知、技术条款、评标标准和方法、合同主要条款等内容； 

（四）评标委员会的组成和评标报告； 

（五）中标结果。 

第六十六条 招标人不得直接指定分包人。 

第六十七条 对于不具备分包条件或者不符合分包规定的，招标人有权在签订合同或者中标人提出分包要求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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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拒绝。发现中标人转包或违法分包时，可要求其改正；拒不改正的，可终止合同，并报请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查处。 

监理人员和有关行政部门发现中标人违反合同约定进行转包或违法分包的，应当要求中标人改正，或者告知招

标人要求其改正；对于拒不改正的，应当报请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查处。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八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

标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

用国有资金的项目，项目审批部门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九条 招标代理机构违法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或者与招标人、投标人串

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可停止其一定时期内参与相关领域的招标代理业务，资格认定部门可

暂停直至取消招标代理资格；构成犯罪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并且中标人为前款所列行为的受益人的，中标无效。 

第七十条 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的，强制要求投标人

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的，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第七十一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招标人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或者可能影

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的，或者泄露标底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并且中标人为前款所列行为的受益人的，中标无效。 

第七十二条 招标人在发布招标公告、发出投标邀请书或者售出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后终止招标的，除有正

当理由外，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给予警告，根据情节可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给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造成损失的，并

应当赔偿损失。 

第七十三条 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根据情节可处三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招标无效： 

（一）未在指定的媒介发布招标公告的； 

（二）邀请招标不依法发出投标邀请书的； 

（三）自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出售之日起至停止出售之日止，少于五个工作日的； 

（四）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少于二十日的； 

（五）应当公开招标而不公开招标的； 

（六）不具备招标条件而进行招标的； 

（七）应当履行核准手续而未履行的； 

（八）不按项目审批部门核准内容进行招标的； 

（九）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接收投标文件的； 

（十）投标人数量不符合法定要求不重新招标的。 

被认定为招标无效的，应当重新招标。 

第七十四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

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至二年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五条 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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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投标人有前款所列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

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至三年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七十六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法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给予警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第七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

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给予警

告，没收收受的财物，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所列违法行为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取消担任评标委

员会成员的资格并予以公告，不得再参加任何招标项目的评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八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在评标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或者在评标过程中不能客观公正

地履行职责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招标项

目的评标，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九条 评标过程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评标无效，应当依法重新进行评标或者重新进行招标，有关行政监督

部门可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使用招标文件没有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的； 

（二）评标标准和方法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投标人的内容，妨碍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且影响评标结果的； 

（三）应当回避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人参与评标的； 

（四）评标委员会的组建及人员组成不符合法定要求的； 

（五）评标委员会及其成员在评标过程中有违法行为，且影响评标结果的。 

第八十条 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标人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在所有投标

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中标无效。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

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八十一条 招标人不按规定期限确定中标人的，或者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改变中标结果的，无正当理由不与中

标人签订合同的，或者在签订合同时向中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改正，根据情节可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中标人损失的，并应当赔偿损失。 

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签订合同的，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

加条件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的，或者拒不提交所要求的履约保证金的，招标人可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没收其投标

保证金；给招标人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金数额的，中标人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应当对

招标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二条 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违法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

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让、分包无效，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

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八十三条 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

质性内容的协议的，或者招标人擅自提高履约保证金或强制要求中标人垫付中标项目建设资金的，有关行政监督部

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四条 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

数额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应当对招标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中标人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履行义务，情节严重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取消其二至五年参加招标项目的

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不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八十五条 招标人不履行与中标人订立的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中标人的履约保证金；给中标人造成的损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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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返还的履约保证金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应当对中标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八十六条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项目违反法律规定，中标无效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中标条件从其余投

标人中重新确定中标人或者依法重新进行招标。 

中标无效的，发出的中标通知书和签订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

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第八十七条 任何单位违法限制或者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加投标的，为招标人指定招

标代理机构的，强制招标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的，或者以其他方式干涉招标投标活动的，有关行政监督

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处分，情节较重 的，

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 

个人利用职权进行前款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追究责任。 

第八十八条 对招标投标活动依法负有行政监督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有权向项目审批部门或者有

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或举报。 

第六章 附则 

第九十条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进行招标，贷款方、资金提供方对工程施工招标投

标活动的条件和程序有不同规定的，可以适用其规定，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第九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九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4.8.13）《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2003 年 6 月 12 日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

部，民航总局，国家发委，广播电影电视部局令第 27 号）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0506/t20050613_6691.html  

http://www.hebwater.gov.cn/a/2017/11/17/2017111721499.html  

http://www.szjs.gov.cn/jsjy/zcfg/gjztb/201605/t20160519_3635375.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 2 号 

  为规范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活动，提高经济效益，保证工程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特制定《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现予以发布，自 200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 凯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铁道部部长：       刘志军 

交通部部长：       张春贤 

信息产业部部长：     王旭东 

水利部部长：       汪恕诚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  杨元元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徐光春 

  

                       二○○三年六月十二日  

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活动，提高投资效益，保证工程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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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招标投标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工程建设项目符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计委令第 3 号）规定的范围和

标准的，必须依据本办法进行招标。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第四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政府审批的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批准，项目的勘察设计可以不进行招标： 

  （一）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的； 

  （二）抢险救灾的； 

  （三）主要工艺、技术采用特定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 

  （四）技术复杂或专业性强，能够满足条件的勘察设计单位少于三家，不能形成有效竞争的； 

  （五）已建成项目需要改、扩建或者技术改造，由其他单位进行设计影响项目功能配套性的。 

  第五条 勘察设计招标工作由招标人负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 

  第六条 各级发展计划、经贸、建设、铁道、交通、信息产业（通信、电子）、水利、民航、广电等部门依照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34 号）和各

地规定的职责分工，对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章 招标 

  第七条 招标人可以依据工程建设项目的不同特点，实行勘察设计一次性总体招标；也可以在保证项目完整

性、连续性的前提下，按照技术要求实行分段或分项招标。 

  招标人不得利用前款规定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第八条 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可以对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

设备、材料的采购，实行总承包招标。 

  第九条 依法必须进行勘察设计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在招标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的，已履行审批手续，取得批准。 

  （二）勘察设计所需资金已经落实。 

  （三）所必需的勘察设计基础资料已经收集完成。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工程建设项目，以及国务院发展和改革部

门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地方重点项目，除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条件并依法

获得批准外，应当公开招标。 

  第十一条 依法必须进行勘察设计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在下列情况下可以进行邀请招标： 

  （一）项目的技术性、专业性较强，或者环境资源条件特殊，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数量有限的； 

  （二）如采用公开招标，所需费用占工程建设项目总投资的比例过大的； 

  （三）建设条件受自然因素限制，如采用公开招标，将影响项目实施时机的。 

招标人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应保证有三个以上具备承担招标项目勘察设计的能力，并具有相应资质的特定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参加投标。 

  第十二条 招标人应当按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地点出售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自招

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出售之日起至停止出售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五个工作日。 

  第十三条 进行资格预审的，招标人只向资格预审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发售招标文件，并同时向资格预审不合

格的潜在投标人告知资格预审结果。 

  第十四条 凡是资格预审合格的潜在投标人都应被允许参加投标。 

招标人不得以抽签、摇号等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资格预审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 

  第十五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 

勘察设计招标文件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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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投标须知； 

  （二）投标文件格式及主要合同条款； 

  （三）项目说明书，包括资金来源情况； 

  （四）勘察设计范围，对勘察设计进度、阶段和深度要求； 

  （五）勘察设计基础资料； 

  （六）勘察设计费用支付方式，对未中标人是否给予补偿及补偿标准； 

  （七）投标报价要求； 

  （八）对投标人资格审查的标准； 

  （九）评标标准和方法； 

  （十）投标有效期。  

  投标有效期，是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投标文件有效期，从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日起计算。 

  对招标文件的收费应仅限于补偿编制及印刷方面的成本支出，招标人不得通过出售招标文件谋取利益。 

  第十六条 招标人负责提供与招标项目有关的基础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涉及国家秘

密的除外。 

  第十七条 对于潜在投标人在阅读招标文件和现场踏勘中提出的疑问，招标人可以书面形式或召开投标预备

会的方式解答，但需同时将解答以书面方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该解答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十八条 招标人可以要求投标人在提交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的投标文件外，提交备选投标文件，但应当

在招标文件中做出说明，并提出相应的评审和比较办法。 

  第十九条 招标人应当确定潜在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所需要的合理时间。 

依法必须进行勘察设计招标的项目，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最短不得

少于二十日。 

  第二十条 除不可抗力原因外，招标人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后不得终止招标，也不得在出售

招标文件后终止招标。 

 

第三章 投标 

  第二十一条 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在其本国注册登记，从事建筑、工程服务的国外设计企业参加投标的，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

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市场准入承诺以及有关勘察设计市场准入的管理规定。  

  投标人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 

  第二十二条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中的勘察设计收费报价，应当符合国

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 

  第二十三条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有关技术方案和要求中不得指定与工程建设项目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的生

产供应者，或者含有倾向或者排斥特定生产供应者的内容。 

  第二十四条 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的，保证金数额一般不超过勘察设计费投标报价的百分之

二，最多不超过十万元人民币。 

  第二十五条 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到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终止之前，投标人不得补充、修改或

者撤回其投标文件，否则其投标保证金将被没收。评标委员会要求对投标文件作必要澄清或者说明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的投标文件，补充、修改或撤回投标文件的通知，备选投标文件

等，都必须加盖所在单位公章，并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招标人在接收上述材料时，应检查其密封或签章是否完好，并向投标人出具标明签收人和签收时间的回执。 

  第二十七条 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应签订共同投标协议，连同投标文件一并提交招标人。 

  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以自己名义，或者参加另外的联合体投同一个标。 

  第二十八条 联合体中标的，应指定牵头人或代表，授权其代表所有联合体成员与招标人签订合同，负责整

个合同实施阶段的协调工作。但是，需要向招标人提交由所有联合体成员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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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条 投标人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也不得利用伪造、转让、无效或者租借的资质证书参加投标，或

者以任何方式请其他单位在自己编制的投标文件代为签字盖章，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条 投标人不得通过故意压低投资额、降低施工技术要求、减少占地面积，或者缩短工期等手段弄虚

作假，骗取中标。 

第四章 开标、评标和中标 

  第三十一条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除不可抗力原因外，

招标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开标，或者拒绝开标。 

  第三十二条 评标工作由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的组成方式及要求，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及《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国家计委等七部委联合令第 12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勘察设计评标一般采取综合评估法进行。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

结合经批准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上阶段设计批复文件，对投标人的业绩、信誉和勘察设计人员的能力

以及勘察设计方案的优劣进行综合评定。 

  招标文件中没有规定的标准和方法，不得作为评标的依据。 

  第三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对其技术文件进行必要的说明或介绍，但不得提出带有暗示性或诱

导性的问题，也不得明确指出其投标文件中的遗漏和错误。 

  第三十五条 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允许投标人投备选标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对中标人所提交的备选标进行

评审，以决定是否采纳备选标。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投标人的备选标不予考虑。 

  第三十六条 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做废标处理或被否决： 

  （一） 未按要求密封； 

  （二）未加盖投标人公章，也未经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 

  （三）投标报价不符合国家颁布的勘察设计取费标准，或者低于成本恶性竞争的； 

  （四）未响应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 

  （五）以联合体形式投标，未向招标人提交共同投标协议的。 

  第三十七条 投标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其投标应作废标处理或被否决： 

  （一）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投标保证金； 

  （二）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报价，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 

  （三）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 

  （四）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 

  （五）联合体通过资格预审后在组成上发生变化，含有未经过资格预审或者资格预审不合格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 

  （六）投标文件中标明的投标人与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在名称和组织结构上存在实质性差别的。 

  第三十八条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 

  评标报告的内容应当符合《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但是，评标委员会决定否

决所有投标的，应在评标报告中详细说明理由。 

  第三十九条 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应当限定在一至三人，并标明排列顺序。 

  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的投标人，应当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第四十条 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家融资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一般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

标人。 

  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

而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的，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因前款规定的同样原因不能签订合同的，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三的中标候选人为

中标人。 

  第四十一条 招标人应在接到评标委员会的书面评标报告后十五日内，根据评标委员会的推荐结果确定中标

人，或者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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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

立书面合同。 

  中标人履行合同应当遵守《合同法》以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中勘察设计文件编制实施的有关规

定。 

  第四十三条 招标人不得以压低勘察设计费、增加工作量、缩短勘察设计周期等做为发出中标通知书的条件，

也不得与中标人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第四十四条 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五个工作日内，应当向中标人和未中标人一次性退还投标保证金。

招标文件中规定给予未中标人经济补偿的，也应在此期限内一并给付。 

  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应当提交；经中标人同意，可将其投标保证金抵作履约保证

金。 

  第四十五条 招标人应当在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人后七个工作日内，逐一返还未中标人的投标文件。 

  招标人或者中标人采用其他未中标人投标文件中技术方案的，应当征得未中标人的书面同意，并支付合理

的使用费。  

  第四十六条 评标定标工作应当在投标有效期结束日三十个工作日前完成，不能如期完成的，招标人应当通

知所有投标人延长投标有效期。 

  同意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人应当相应延长其投标担保的有效期，但不得修改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拒绝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人有权收回投标保证金。招标文件中规定给予未中标人补偿的，拒绝延长的投

标人有权获得补偿。 

  第四十七条 依法必须进行勘察设计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在确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关行政监

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书面报告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招标项目基本情况； 

  （二）投标人情况； 

  （三）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 

  （四）开标情况； 

  （五）评标标准和方法； 

  （六）废标情况； 

  （七）评标委员会推荐的经排序的中标候选人名单； 

  （八）中标结果； 

  （九）未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的原因； 

  （十）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第四十八条 在下列情况下，招标人应当依照本办法重新招标： 

  （一）资格预审合格的潜在投标人不足三个的； 

  （二）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少于三个的； 

  （三）所有投标均被作废标处理或被否决的； 

  （四）评标委员会否决不合格投标或者界定为废标后，因有效投标不足三个使得投标明显缺乏竞争，评标委

员会决定否决全部投标的； 

  （五）根据第四十六条规定，同意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人少于三个的。 

  第四十九条 招标人重新招标后，发生本办法第四十八条情形之一的，属于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政府审批的项

目，报经原项目审批部门批准后可以不再进行招标；其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可自行决定不再进行招标。 

第五章 罚则 

  第五十条 依法必须进行勘察设计招标的项目，招标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招标无效： 

  （一）不具备招标条件而进行招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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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应当公开招标而不公开招标的； 

  （三）应当发布招标公告而不发布的； 

  （四）不在指定媒介发布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的； 

  （五）未经批准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 

  （六）自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出售之日起至停止出售之日止，时间少于五个工作日的； 

  （七）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时间少于二十日的； 

  （八）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在发布招标公告、发出投标邀请书或者发售资格预审文件或招标文件后终止招标

的。 

  第五十一条 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联合体成员又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或者参加其他联合体投同一个标的，

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利用伪造、转让、租借、无效的资质证书

参加投标，或者请其他单位在自己编制的投标文件上代为签字盖章，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尚未构成犯

罪的，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年至三年内

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五十三条 招标人以抽签、摇号等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资格预审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对潜

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的，强制要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的，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的，责令改正，可以处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评标过程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评标无效，应当依法重新进行评标或者重新进行招标，可以并处

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使用招标文件没有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的； 

  （二）评标标准和方法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投标人的内容，妨碍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且影响评标结果

的； 

  （三）应当回避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人参与评标的； 

  （四）评标委员会的组建及人员组成不符合法定要求的； 

  （五）评标委员会及其成员在评标过程中有违法行为，且影响评标结果的。 

  第五十五条 下列情况属于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责令改正，可以

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一）招标人以压低勘察设计费、增加工作量、缩短勘察设计周期等作为发出中标通知书的条件； 

  （二）招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订立合同的； 

  （三）招标人向中标人提出超出招标文件中主要合同条款的附加条件，以此作为签订合同的前提条件； 

  （四）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签订合同的； 

  （五）中标人向招标人提出超出其投标文件中主要条款的附加条件，以此作为签订合同的前提条件； 

  （六）中标人拒不按照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 

  因不可抗力造成上述情况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对违法行为及其处罚措施未做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进行招标，贷款方、资金提供方对工程勘察

设计招标投标的条件和程序另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其规定，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发布之前有关勘察设计招标投标的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法律或者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六十条 本办法自 200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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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4）《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2004 年 2 月 3 日建设部令第 124 号，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令第 19 号 2014 年 8 月 27 日）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5/content_63292.htm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409/t20140919_219084.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24 号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已经 2003 年 11 月 8 日建设部第 21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现予发布，自 200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四年二月三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活动，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活动，实施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施工分包活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的监督管理

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施工分包，是指建筑业企业将其所承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的专业工程或者

劳务作业发包给其他建筑业企业完成的活动。 

第五条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分为专业工程分包和劳务作业分包。 

本办法所称专业工程分包，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以下简称专业分包工程发包人)将其所承包工程中的专业工程发

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其他建筑业企业(以下简称专业分包工程承包人)完成的活动。 

本办法所称劳务作业分包，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或者专业承包企业(以下简称劳务作业发包人)将其承包工程中的

劳务作业发包给劳务分包企业(以下简称劳务作业承包人)完成的活动。 

本办法所称分包工程发包人包括本条第二款、第三款中的专业分包工程发包人和劳务作业发包人；分包工程承

包人包括本条第二款、第三款中的专业分包工程承包人和劳务作业承包人。 

第六条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活动必须依法进行。 

鼓励发展专业承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提倡分包活动进入有形建筑市场公开交易，完善有形建筑市场的分包

工程交易功能。 

第七条 建设单位不得直接指定分包工程承包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依法实施的分包活动进行干预。 

第八条 分包工程承包人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业务。 

严禁个人承揽分包工程业务。 

第九条 专业工程分包除在施工总承包合同中有约定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专业分包工程承包人必须自行完

成所承包的工程。 

劳务作业分包由劳务作业发包人与劳务作业承包人通过劳务合同约定。劳务作业承包人必须自行完成所承包的

任务。 

第十条 分包工程发包人和分包工程承包人应当依法签订分包合同，并按照合同履行约定的义务。分包合同必

须明确约定支付工程款和劳务工资的时间、结算方式以及保证按期支付的相应措施，确保工程款和劳务工资的支付。 

分包工程发包人应当在订立分包合同后 7 个工作日内，将合同送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分包合同发生重大变更的，分包工程发包人应当自变更后 7 个工作日内，将变更协议送原备案机关备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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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分包工程发包人应当设立项目管理机构，组织管理所承包工程的施工活动。 

项目管理机构应当具有与承包工程的规模、技术复杂程度相适应的技术、经济管理人员。其中，项目负责人、技

术负责人、项目核算负责人、质量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必须是本单位的人员。具体要求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前款所指本单位人员，是指与本单位有合法的人事或者劳动合同、工资以及社会保险关系的人员。 

第十二条 分包工程发包人可以就分包合同的履行，要求分包工程承包人提供分包工程履约担保；分包工程承

包人在提供担保后，要求分包工程发包人同时提供分包工程付款担保的，分包工程发包人应当提供。 

第十三条 禁止将承包的工程进行转包。不履行合同约定，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发包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

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发包给他人的，属于转包行为。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分包工程发包人将工程分包后，未在施工现场设立项目管理机构和派驻相应人员，并

未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的，视同转包行为。 

第十四条 禁止将承包的工程进行违法分包。下列行为，属于违法分包： 

(一)分包工程发包人将专业工程或者劳务作业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工程承包人的； 

(二)施工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分包工程发包人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专业工程分包给他

人的。 

第十五条 禁止转让、出借企业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 

分包工程发包人没有将其承包的工程进行分包，在施工现场所设项目管理机构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项目

核算负责人、质量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不是工程承包人本单位人员的，视同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 

第十六条 分包工程承包人应当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其承包的工程向分包工程发包人负责。分包工程发包人

和分包工程承包人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七条 分包工程发包人对施工现场安全负责，并对分包工程承包人的安全生产进行管理。专业分包工程承

包人应当将其分包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安全方案报分包工程发包人备案，专业分包工程发包人发现事故隐患，

应当及时作出处理。 

分包工程承包人就施工现场安全向分包工程发包人负责，并应当服从分包工程发包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

理。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转包、违法分包或者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对于接受转包、违法分包和用

他人名义承揽工程的，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 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承接分包工程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和《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1986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建筑安装工程

总分包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令第 19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第 15 次部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陈政高                                              

2014 年 8 月 27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的决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决定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24 号）第十八

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转包、违法分包或者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的，以及接受转包和用他人名义

承揽工程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

处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另行制定。”同时，将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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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

重新发布。 

 

4.8.15）《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2005 年 1 月 18 日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部，

民航总局，国家发委令第 27 号） 

http://www.sz.gov.cn/ggzyjypt/zcfg/gzjsztb/201605/t20160519_3635348.htm  （2005) 

http://www.gyfg.gov.cn/article-21-13361.aspx （2005） 

http://www.szjs.gov.cn/jsjy/zcfg/gjztb/201605/t20160519_3635348.htm (2005) 

http://www.ccc.gov.cn/xxgk/jsfg/gz/2018-05-29-11460677.html  （2013）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第 27 号令 

  200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工程建设项目的货物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保证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

条例》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活动。 

  第三条 工程建设项目符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原国家计委令第 3 号)规定的范围和

标准的，必须通过招标选择货物供应单位。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第四条 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货物招标投标活动

不受地区或者部门的限制。 

  第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活动，依法由招标人负责。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对项目实行总承包招标时，未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货物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范围且达到国家规定规模标准的，应当由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依法组织招标。 

  工程建设项目实行总承包招标时，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货物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范围且达到国家规定规模标准的，应当依法组织招标。 

  第六条 各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铁道、水利、民航等部门依照国务院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关于工程建设项目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对工程建设项目中所包括的货物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

依法查处货物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章 招 标 

  第七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是依法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办法第五条总承包中

标人单独或者共同招标时，也为招标人。 

  第八条 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才能进行货物招标： 

  (一) 招标人已经依法成立； 

  (二)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手续的，已经审批、核准或者备案； 

  (三) 有相应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 

  (四) 能够提出货物的使用与技术要求。 

  第九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按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审批、核准手续的，招标人应当在报

送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资金申请报告或者项目申请报告中将货物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招标

组织形式（自行招标或委托招标）等有关招标内容报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审批、核准。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应当将审

批、核准的招标内容通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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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 货物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第十一条 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邀请招标： 

  （一）技术复杂、有特殊要求或者受自然环境限制，只有少量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 

  （二）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项目合同金额的比例过大； 

  （三）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或者抢险救灾，适宜招标但不宜公开招标。 

  有前款第二项所列情形，属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由项目审批、核准部门认定；其他项目由招标人申请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作出认定。 

  第十二条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招标人应当发布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依法必须进行货物招标的招

标公告，应当在国家指定的报刊或者信息网络上发布。 

  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招标人应当向三家以上具备货物供应的能力、资信良好的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发出投标邀请书。 

  第十三条 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 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 

  (二) 招标货物的名称、数量、技术规格、资金来源； 

  (三) 交货的地点和时间； 

  (四) 获取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的地点和时间； 

  (五) 对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收取的费用； 

  (六) 提交资格预审申请书或者投标文件的地点和截止日期； 

  (七) 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第十四条 招标人应当按照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地点发售招标文件或者

资格预审文件。自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发售之日起至停止发售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五日。 

  招标人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招标文件，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的招标文件与书面

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出现不一致时以书面招标文件为准，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的收费应当限于补偿印刷、邮寄的成本支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除不可抗力原因外，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发出后，不予退还；招标人在发布招标公告、发出投标邀请

书后或者发出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后不得终止招标。招标人终止招标的，应当及时发布公告，或者以书面形式通

知被邀请的或者已经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已经发售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或者已经收取投

标保证金的，招标人应当及时退还所收取的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的费用，以及所收取的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

款利息。 

  第十五条 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货物的特点和需要，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国家对潜在投

标人或者投标人的资格条件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六条 资格审查分为资格预审和资格后审。 

  资格预审，是指招标人出售招标文件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前对潜在投标人进行的资格审查。资格预审一般

适用于潜在投标人较多或者大型、技术复杂货物的招标。 

  资格后审，是指在开标后对投标人进行的资格审查。资格后审一般在评标过程中的初步评审开始时进行。 

  第十七条 采取资格预审的，招标人应当发布资格预审公告。资格预审公告适用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有关招标公告的规定。 

  第十八条 资格预审文件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 资格预审公告； 

  (二) 申请人须知； 

  (三) 资格要求； 

  (四) 其他业绩要求； 

  (五) 资格审查标准和方法； 

  (六) 资格预审结果的通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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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采取资格预审的，招标人应当在资格预审文件中详细规定资格审查的标准和方法；采取资格后审

的，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详细规定资格审查的标准和方法。 

  招标人在进行资格审查时，不得改变或补充载明的资格审查标准和方法或者以没有载明的资格审查标准和

方法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第二十条 经资格预审后，招标人应当向资格预审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发出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告知获取招

标文件的时间、地点和方法，并同时向资格预审不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告知资格预审结果。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通过资

格预审的申请人不足三个的，招标人在分析招标失败的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后，应当重新招标。 

  对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评标委员会应当对其投标作废标处理。 

  第二十一条 招标文件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 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 

  (二) 投标人须知； 

  (三) 投标文件格式； 

  (四) 技术规格、参数及其他要求； 

  (五) 评标标准和方法； 

  (六) 合同主要条款。 

  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实质性要求和条件，说明不满足其中任何一项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投标将被

拒绝，并用醒目的方式标明；没有标明的要求和条件在评标时不得作为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对于非实质性要求和条

件，应规定允许偏差的最大范围、最高项数，以及对这些偏差进行调整的方法。 

  国家对招标货物的技术、标准、质量等有规定的，招标人应当按照其规定在招标文件中提出相应要求。 

  第二十二条 招标货物需要划分标包的，招标人应合理划分标包，确定各标包的交货期，并在招标文件中如

实载明。 

  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标包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不得

利用标包划分规避招标。 

  第二十三条 招标人允许中标人对非主体货物进行分包的，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载明。主要设备、材料或者供

货合同的主要部分不得要求或者允许分包。 

  除招标文件要求不得改变标准货物的供应商外，中标人经招标人同意改变标准货物的供应商的，不应视为

转包和违法分包。 

  第二十四条 招标人可以要求投标人在提交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的投标文件外，提交备选投标方案，但应

当在招标文件中作出说明。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投标人的备选投标方案不予考虑。 

  第二十五条 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技术规格应当符合国家技术法规的规定。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技术规格均不得要求或标明某一特定的专利技术、商标、名称、设计、原产地或供应

者等，不得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如果必须引用某一供应者的技术规格才能准确或清楚地说明

拟招标货物的技术规格时，则应当在参照后面加上“或相当于”的字样。 

  第二十六条 招标文件应当明确规定评标时包含价格在内的所有评标因素，以及据此进行评估的方法。 

  在评标过程中，不得改变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标准、方法和中标条件。 

  第二十七条 招标人可以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以自己的名义提交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除现金外，可

以是银行出具的银行保函、保兑支票、银行汇票或现金支票，也可以是招标人认可的其他合法担保形式。依法必须进

行招标的项目的境内投标单位，以现金或者支票形式提交的投标保证金应当从其基本账户转出。 

  投标保证金一般不得超过项目估算价的百分之二，但最高不得超过八十万元人民币。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应

当与投标有效期一致。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方式和金额，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将投标保证金提交给招标人或其

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 

  第二十八条 招标文件应当规定一个适当的投标有效期，以保证招标人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评标和与中标人签

订合同。投标有效期从招标文件规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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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投标有效期结束前，出现特殊情况的，招标人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所有投标人延长投标有效期。投标人同

意延长的，不得要求或被允许修改其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但应当相应延长其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投标人拒绝延

长的，其投标失效，但投标人有权收回其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同意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在分析招标失败的原因并采取

相应措施后，应当重新招标。 

  第二十九条 对于潜在投标人在阅读招标文件中提出的疑问，招标人应当以书面形式、投标预备会方式或者

通过电子网络解答，但需同时将解答以书面方式通知所有购买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该解答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

组成部分。 

  除招标文件明确要求外，出席投标预备会不是强制性的，由潜在投标人自行决定，并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

的风险。 

  第三十条 招标人应当确定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所需的合理时间。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货物，自招标文件开

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二十日。 

  第三十一条 对无法精确拟定其技术规格的货物，招标人可以采用两阶段招标程序。 

  在第一阶段，招标人可以首先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交技术建议，详细阐明货物的技术规格、质量和其它特性。

招标人可以与投标人就其建议的内容进行协商和讨论，达成一个统一的技术规格后编制招标文件。 

  在第二阶段，招标人应当向第一阶段提交了技术建议的投标人提供包含统一技术规格的正式招标文件，投

标人根据正式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包括价格在内的最后投标文件。 

  招标人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应当在第二阶段提出。 

  第三章 投 标 

  第三十二条 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都不得在同一货物招标

中同时投标。 

  违反前两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一个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货物，仅能委托一个代理商参加投标。 

  第三十三条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

条件作出响应。 

  投标文件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 投标函； 

  (二) 投标一览表； 

  (三) 技术性能参数的详细描述 

  (四) 商务和技术偏差表； 

  (五) 投标保证金； 

  (六) 有关资格证明文件； 

  (七) 招标文件要求的其他内容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载明的货物实际情况，拟在中标后将供货合同中的非主要部分进行分包的，应当在投

标文件中载明。 

  第三十四条 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招标文件中规定

的地点。招标人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向投标人出具标明签收人和签收时间的凭证，在开标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

启投标文件。 

  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应当拒收。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在分析招标失败的原因并采取相应

措施后，应当依法重新招标。重新招标后投标人仍少于三个的，按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审批、核准手续的依法必须

进行招标的项目，报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审批、核准后可以不再进行招标。 

  第三十五条 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修改、替代或者撤回已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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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并书面通知招标人。补充、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三十六条 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投标人不得撤销其投标文件，否则招标人可以不退还其投标保证

金。 

  第三十七条 招标人应妥善保管好已接收的投标文件、修改或撤回通知、备选投标方案等投标资料，并严格

保密。 

  第三十八条 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 

  联合体各方签订共同投标协议后，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也不得组成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项目

中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联合体中标的，应当指定牵头人或代表，授权其代表所有联合体成员与招标人签订合同，负责整个合同实施

阶段的协调工作。但是，需要向招标人提交由所有联合体成员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第三十九条 招标人接受联合体投标并进行资格预审的，联合体应当在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前组成，资格

预审后联合体增减、更换成员的，其投标无效。 

  招标人不得强制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人组成联合体。 

  第四章 开标、评标和定标 

  第四十条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开标地点应当为招标文

件中确定的地点。 

  投标人或其授权代表有权出席开标会，也可以自主决定不参加开标会。 

  投标人对开标有异议的，应当在开标现场提出，招标人应当当场作出答复，并制作记录。 

  第四十一条 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招标人应当拒收： 

  (一) 逾期送达； 

  (二) 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一) 投标文件无经投标单位单位盖章和单位负责人签字； 

  （二）投标联合体没有提交共同投标协议； 

  （三）投标人不符合国家或者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 

  （四）同一投标人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或者投标报价，但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备选投标的除外； 

  （五）投标标价低于成本或者高于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 

  （六）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七）投标人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评标委员会否决所有投标的，或者评标委员会否决一部分投标后其他有效投标不足三

个使得投标明显缺乏竞争，决定否决全部投标的，招标人在分析招标失败的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后，应当重新招标。 

  第四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方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

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补正。评标委员会不得向投标人提出带有暗示性或诱导性的问题，

或向其明确投标文件中的遗漏和错误。 

  第四十三条 投标文件不响应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评标委员会不得允许投标人通过修正或撤销

其不符合要求的差异或保留，使之成为具有响应性的投标。 

  第四十四条 技术简单或技术规格、性能、制作工艺要求统一的货物，一般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进行

评标。技术复杂或技术规格、性能、制作工艺要求难以统一的货物，一般采用综合评估法进行评标。 

  第四十五条 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且评标价最低或综合评分最高而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的投标人，其所提交的

备选投标方案方可予以考虑。 

  第四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评标报告由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字。 

  第四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在书面评标报告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应当限定在一至三人，并标明排列顺序。招标

人应当接受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不得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之外确定中标人。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三日内公示中标候选人，公示期不得少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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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第四十八条 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

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

金，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招标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

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与招标人预期差距较大，或者对招标人

明显不利的，招标人可以重新招标。 

  招标人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国务院对中标人的确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九条 招标人不得向中标人提出压低报价、增加配件或者售后服务量以及其他超出招标文件规定的违

背中标人意愿的要求，以此作为发出中标通知书和签订合同的条件。 

  第五十条 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

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标通知书由招标人发出，也可以委托其招标代理机构发出。 

  第五十一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在投标有效期内并在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

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或者其他形式履约担保的，中标人应当提交；拒绝提交的，视为放弃中

标项目。招标人要求中标人提供履约保证金或其他形式履约担保的，招标人应当同时向中标人提供货物款支付担保。 

  履约保证金不得超过中标合同金额的 10％。 

  第五十二条 招标人最迟应当在书面合同签订后五日内，向中标人和未中标的投标人一次性退还投标保证金

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第五十三条 必须审批的工程建设项目，货物合同价格应当控制在批准的概算投资范围内；确需超出范围的，

应当在中标合同签订前，报原项目审批部门审查同意。项目审批部门应当根据招标的实际情况，及时作出批准或者不

予批准的决定；项目审批部门不予批准的，招标人应当自行平衡超出的概算。 

  第五十四条 依法必须进行货物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

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前款所称书面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 招标货物基本情况； 

  (二) 招标方式和发布招标公告或者资格预审公告的媒介； 

  (三) 招标文件中投标人须知、技术条款、评标标准和方法、合同主要条款等内容； 

  (四) 评标委员会的组成和评标报告； 

  (五) 中标结果。 

  第五章 罚 则 

  第五十五条 招标人有下列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十

一条的规定处罚；其中，构成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规避招标的，依照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处

罚： 

  （一）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不按照规定在指定媒介发布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 

  （二）在不同媒介发布的同一招标项目的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内容不一致，影响潜在投标人申请资格

预审或者投标。 

  第五十六条 招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依法应当公开招标而采用邀请招标； 

  （二）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的发售、澄清、修改的时限，或者确定的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投标文件

的时限不符合招标投标法和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 

  （三）接受未通过资格预审的单位或者个人参加投标； 

  （四）接受应当拒收的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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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所列行为之一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禁止其在一

定期限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情节特别严重的，取消其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 

  （一）应当回避而不回避； 

  （二）擅离职守； 

  （三）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 

  （四）私下接触投标人； 

  （五）向招标人征询确定中标人的意向或者接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

投标人的要求； 

  （六）对依法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 

  （七）暗示或者诱导投标人作出澄清、说明或者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 

  （八）其他不客观、不公正履行职务的行为。 

  第五十八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无正当理由不发出中标通知书； 

  （二）不按照规定确定中标人； 

  （三）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无正当理由改变中标结果； 

  （四）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订立合同； 

  （五）在订立合同时向中标人提出附加条件。 

  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签订合同的，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

出附加条件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的，或者拒不提交所要求的履约保证金的，取消其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不予退

还；给招标人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金数额的，中标人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应当对招标

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中标人，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金额千分

之十以下罚款。 

  第五十九条 招标人不履行与中标人订立的合同的，应当返还中标人的履约保证金，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没有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应当对中标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六十条 中标无效的，发出的中标通知书和签订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

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不属于工程建设项目，但属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货物招标投标活动，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六十二条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进行招标，贷款方、资金提供方对货物招标

投标活动的条件和程序有不同规定的，可以适用其规定，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第六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六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国家广

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 23 号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法制办监察部关于做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贯彻实施工作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2012]21 号）关于全面清理与招投标有关规定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招标投标

法实施条例》，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招标投标法》实施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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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全面清理。经过清理，决定： 

  一、对 1 件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 

二、对 11 件规章、1 件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上述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发布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修改；属于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废止或者修改。 

  本决定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 

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 

铁道部部长：盛光祖 

水利部部长：陈雷 

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 

民航局局长：李家祥 

2013 年 3 月 11 日 

  

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 (2013)  

   （2005 年 1 月 18 日七部委令第 27 号发布，2013 年 3 月 11 日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

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 23

号--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招标投标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改） 

  

第 1 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工程建设项目的货物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保证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活动。 

  第三条 工程建设项目符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原国家计委令第 3 号）规定的范围

和标准的，必须通过招标选择货物供应单位。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第四条 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货物招标投标活动

不受地区或者部门的限制。 

  第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活动，依法由招标人负责。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对项目实行总承包招标时，未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货物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范围且达到国家规定规模标准的，应当由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依法组织招标。 

  工程建设项目实行总承包招标时，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货物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范围且达到国家规定规模标准的，应当依法组织招标。 

  第六条 各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铁道、水利、民航等部门依照国务院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关于工程建设项目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对工程建设项目中所包括的货物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

依法查处货物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 2 章        招  标 

  第七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是依法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办法第五条总承包

中标人单独或者共同招标时，也为招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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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才能进行货物招标： 

  （一）招标人已经依法成立； 

  （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手续的，已经审批、核准或者备案； 

  （三）有相应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 

  （四）能够提出货物的使用与技术要求。 

  第九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按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审批、核准手续的，招标人应当在报

送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资金申请报告或者项目申请报告中将货物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招标

组织形式（自行招标或委托招标）等有关招标内容报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审批、核准。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应当将审

批、核准的招标内容通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 

  企业投资项目申请政府安排财政性资金的，前款招标内容由资金申请报告审批部门依法在批复中确定。 

  第十条 货物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第十一条 “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邀请招标： 

 （一）技术复杂、有特殊要求或者受自然环境限制，只有少量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  

   （二）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项目合同金额的比例过大； 

 （三）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或者抢险救灾，适宜招标但不宜公开招标。 

  有前款第二项所列情形，属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由项目审批、核准部门认定；其他项目由招标人申请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作出认定。 

  第十二条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招标人应当发布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依法必须进行货物招标的

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应当在国家指定的报刊或者信息网络上发布。  

  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招标人应当向三家以上具备货物供应的能力、资信良好的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发出投标邀请书。 

  第十三条 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  

  （二）招标货物的名称、数量、技术规格、资金来源； 

  （三）交货的地点和时间； 

  （四）获取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的地点和时间； 

  （五）对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收取的费用； 

  （六）提交资格预审申请书或者投标文件的地点和截止日期； 

  （七）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第十四条 招标人应当按照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地点发售招标文件或者

资格预审文件。自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发售之日起至停止发售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五日。 

  招标人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招标文件，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的招标文件与书面

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出现不一致时以书面招标文件为准，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的收费应当限于补偿印刷、邮寄的成本支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除不可抗力原因外，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发出后，不予退还；招标人在发布招标公告、发出投标邀请

书后或者发出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后不得终止招标。招标人终止招标的，应当及时发布公告，或者以书面形式通

知被邀请的或者已经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已经发售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或者已经收取投

标保证金的，招标人应当及时退还所收取的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的费用，以及所收取的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

款利息。 

  第十五条 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货物的特点和需要，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国家对潜在

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资格条件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六条 资格审查分为资格预审和资格后审。 

  资格预审，是指招标人出售招标文件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前对潜在投标人进行的资格审查。资格预审一般

适用于潜在投标人较多或者大型、技术复杂货物的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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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后审，是指在开标后对投标人进行的资格审查。资格后审一般在评标过程中的初步评审开始时进行。 

  第十七条 采取资格预审的，招标人应当发布资格预审公告。资格预审公告适用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有关招标公告的规定。 

  第十八条 资格预审文件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资格预审公告； 

  （二）申请人须知； 

  （三）资格要求； 

  （四）其他业绩要求； 

  （五）资格审查标准和方法； 

  （六）资格预审结果的通知方式。 

  第十九条 采取资格预审的，招标人应当在资格预审文件中详细规定资格审查的标准和方法；采取资格后

审的，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详细规定资格审查的标准和方法。 

  招标人在进行资格审查时，不得改变或补充载明的资格审查标准和方法或者以没有载明的资格审查标准和

方法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第二十条 经资格预审后，招标人应当向资格预审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发出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告知获取

招标文件的时间、地点和方法，并同时向资格预审不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告知资格预审结果。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通过

资格预审的申请人不足三个的，招标人在分析招标失败的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后，应当重新招标。 

  对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第二十一条 招标文件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  

  （二）投标人须知； 

  （三）投标文件格式； 

  （四）技术规格、参数及其他要求； 

  （五）评标标准和方法； 

  （六）合同主要条款。 

  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实质性要求和条件，说明不满足其中任何一项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投标将被

拒绝，并用醒目的方式标明；没有标明的要求和条件在评标时不得作为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对于非实质性要求和条

件，应规定允许偏差的最大范围、最高项数，以及对这些偏差进行调整的方法。 

  国家对招标货物的技术、标准、质量等有规定的，招标人应当按照其规定在招标文件中提出相应要求。 

  第二十二条 招标货物需要划分标包的，招标人应合理划分标包，确定各标包的交货期，并在招标文件中如

实载明。 

    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标包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不得

利用标包划分规避招标。 

  第二十三条 招标人允许中标人对非主体货物进行分包的，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载明。主要设备、材料或者供

货合同的主要部分不得要求或者允许分包。 

  除招标文件要求不得改变标准货物的供应商外，中标人经招标人同意改变标准货物的供应商的，不应视为

转包和违法分包。 

  第二十四条 招标人可以要求投标人在提交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的投标文件外，提交备选投标方案，但

应当在招标文件中作出说明。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投标人的备选投标方案不予考虑。 

  第二十五条 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技术规格应当符合国家技术法规的规定。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技术规格均不得要求或标明某一特定的专利技术、商标、名称、设计、原产地或供应

者等，不得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如果必须引用某一供应者的技术规格才能准确或清楚地说明

拟招标货物的技术规格时，则应当在参照后面加上“或相当于”的字样。 

  第二十六条 招标文件应当明确规定评标时包含价格在内的所有评标因素，以及据此进行评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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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评标过程中，不得改变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标准、方法和中标条件。 

  第二十七条 招标人可以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以自己的名义提交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除现金外，

可以是银行出具的银行保函、保兑支票、银行汇票或现金支票，也可以是招标人认可的其他合法担保形式。依法必须

进行招标的项目的境内投标单位，以现金或者支票形式提交的投标保证金应当从其基本账户转出。 

  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项目估算价的百分之二，但最高不得超过八十万元人民币。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应当与

投标有效期一致。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方式和金额，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将投标保证金提交给招标人或其

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 

  第二十八条 招标文件应当规定一个适当的投标有效期，以保证招标人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评标和与中标人

签订合同。投标有效期从招标文件规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计算。 

  在原投标有效期结束前，出现特殊情况的，招标人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所有投标人延长投标有效期。投标人同

意延长的，不得要求或被允许修改其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但应当相应延长其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投标人拒绝延

长的，其投标失效，但投标人有权收回其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同意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在分析招标失败的原因并采取

相应措施后，应当重新招标。 

  第二十九条 对于潜在投标人在阅读招标文件中提出的疑问，招标人应当以书面形式、投标预备会方式或

者通过电子网络解答，但需同时将解答以书面方式通知所有购买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该解答的内容为招标文件

的组成部分。 

  除招标文件明确要求外，出席投标预备会不是强制性的，由潜在投标人自行决定，并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

的风险。 

  第三十条 招标人应当确定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所需的合理时间。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货物，自招标文件

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二十日。 

  第三十一条 对无法精确拟定其技术规格的货物，招标人可以采用两阶段招标程序。 

  在第一阶段，招标人可以首先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交技术建议，详细阐明货物的技术规格、质量和其它特性。

招标人可以与投标人就其建议的内容进行协商和讨论，达成一个统一的技术规格后编制招标文件。 

  在第二阶段，招标人应当向第一阶段提交了技术建议的投标人提供包含统一技术规格的正式招标文件，投

标人根据正式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包括价格在内的最后投标文件。招标人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应当在第

二阶段提出。  

第 3 章        投  标  

第三十二条 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都不得在同一货物招标

中同时投标。 

  一个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货物，仅能委托一个代理商参加投标。违反前两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

效。 

  第三十三条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

和条件作出响应。 

  投标文件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投标函； 

  （二）投标一览表； 

  （三）技术性能参数的详细描述  

  （四）商务和技术偏差表；  

  （五）投标保证金；  

  （六）有关资格证明文件； 

  （七）招标文件要求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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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载明的货物实际情况，拟在中标后将供货合同中的非主要部分进行分包的，应当在投

标文件中载明。 

  第三十四条 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招标文件中规

定的地点。招标人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向投标人出具标明签收人和签收时间的凭证，在开标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开启投标文件。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应当拒收。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在分析招标失败的原因并采取相应

措施后，应当重新招标。重新招标后投标人仍少于三个，按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审批、核准手续的依法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报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审批、核准后可以不再进行招标。 

第三十五条 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修改、替代或者撤回已提交的投标

文件，并书面通知招标人。补充、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三十六条 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投标人不得撤销其投标文件，否则招标人可以不退还其投标保证金。 

  第三十七条 招标人应妥善保管好已接收的投标文件、修改或撤回通知、备选投标方案等投标资料，并严格

保密。 

  第三十八条 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 

  联合体各方签订共同投标协议后，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也不得组成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项目

中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联合体中标的，应当指定牵头人或代表，授权其代表所有联合体成员与招标人签订

合同，负责整个合同实施阶段的协调工作。但是，需要向招标人提交由所有联合体成员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

书。 

  第三十九条 招标人接受联合体投标并进行资格预审的，联合体应当在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前组成。资

格预审后联合体增减、更换成员的，其投标无效。 

  招标人不得强制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人组成联合体。  

第 4 章       开标、评标和定标  

第四十条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开 

标地点应当为招标文件中确定的地点。 

  投标人或其授权代表有权出席开标会，也可以自主决定不参加开标会。 投标人对开标有异议的，应当在开

标现场提出，招标人应当当场作出答复，并制作记录。 

  第四十一条 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招标人应当拒收：  

（1）      逾期送达；  

（2）      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1）      投标文件未经投标单位盖章和单位负责人签字； 

（2）      投标联合体没有提交共同投标协议； 

（3）      投标人不符合国家或者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 

（4）      同一投标人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或者投标报价，但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备选投标的除外； 

（5）      投标标价低于成本或者高于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 

（6）      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7）      投标人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评标委员会否决所有投标的，或者评标委员会否决一部分投标后其他有效投标不足三个使

得投标明显缺乏竞争，决定否决全部投标的，招标人在分析招标失败的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后，应当重新招标。 

  第四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方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

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补正。评标委员会不得向投标人提出带有暗示性或诱导性的问

题，或向其明确投标文件中的遗漏和错误。 

  第四十三条 投标文件不响应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评标委员会不得允许投标人通过修正或撤

销其不符合要求的差异或保留，使之成为具有响应性的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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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条 技术简单或技术规格、性能、制作工艺要求统一的货物，一般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进行

评标。技术复杂或技术规格、性能、制作工艺要求难以统一的货物，一般采用综合评估法进行评标。  

  第四十五条 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且评标价最低或综合评分最高而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的投标人，其所提交

的备选投标方案方可予以考虑。 

  第四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评标报告由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签

字。 

  第四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在书面评标报告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应当限定在一至三人，并标明排列顺序。招

标人应当接受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不得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之外确定中标人。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三日内公示中标候选人，公示期不得少于三

日。 

  第四十八条 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

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

证金，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招标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

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与招标人预期差距较大，或者对招标

人明显不利的，招标人可以重新招标。 

   招标人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国务院对中标人的确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九条 招标人不得向中标人提出压低报价、增加配件或者售后服务量以及其他超出招标文件规定的

违背中标人意愿的要求，以此作为发出中标通知书和签订合同的条件。 

  第五十条 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

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标通知书由招标人发出，也可以委托其招标代理机构发出。 

  第五十一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在投标有效期内并在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

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或者其他形式履约担保的，中标人应当提交；拒绝提交的，视为放弃中

标项目。招标人要求中标人提供履约保证金或其他形式履约担保的，招标人应当同时向中标人提供货物款支付担保。 

  履约保证金不得超过中标合同金额的 10%。 

  第五十二条 招标人最迟应当在书面合同签订后五日内，向中标人和未中标的投标人一次性退还投标保证

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第五十三条 必须审批的工程建设项目，货物合同价格应当控制在批准的概算投资范围内；确需超出范围

的，应当在中标合同签订前，报原项目审批部门审查同意。项目审批部门应当根据招标的实际情况，及时作出批准或

者不予批准的决定；项目审批部门不予批准的，招标人应当自行平衡超出的概算。 

  第五十四条 依法必须进行货物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

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前款所称书面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招标货物基本情况； 

  （二）招标方式和发布招标公告或者资格预审公告的媒介； 

  （三）招标文件中投标人须知、技术条款、评标标准和方法、合同主要条款等内容； 

  （四）评标委员会的组成和评标报告； 

  （五）中标结果。  

第 5 章       罚  则 

  第五十五条 招标人有下列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

十一条的规定处罚；其中，构成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规避招标的，依照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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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不按照规定在指定媒介发布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 

（二）在不同媒介发布的同一招标项目的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内容不一致，影响潜在投标人申请资格预

审或者投标。 

第五十六条 招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依法应当公开招标而采用邀请招标； 

（二）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的发售、澄清、修改的时限，或者确定的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投标文件的时

限不符合招标投标法和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 

（三）接受未通过资格预审的单位或者个人参加投标； 

（四）接受应当拒收的投标文件。招标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三项、第四 项所列行为之一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禁止其在一定期

限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情节特别严重的，取消其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 

（一）应当回避而不回避； 

（二）擅离职守； 

（三）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 

（四）私下接触投标人； 

（五）向招标人征询确定中标人的意向或者接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

人的要求； 

（六）对依法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 

（七）暗示或者诱导投标人作出澄清、说明或者接受 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 

（八）其他不客观、不公正履行职务的行为。 

第五十八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

标项目金额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无正当理由不发出中标通知书； 

（二）不按照规定确定中标人； 

（三）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无正当理由改变中标结果； 

（四）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订立合同； 

（五）在订立合同时向中标人提出附加条件。 

  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签订合同的，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

出附加条件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的，或者拒不提交所要求的履约保证金的，取消其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不予退

还；给招标人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金数额的，中标人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应当对招标

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中标人，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金额千分

之十以下罚款。 

  第五十九条 招标人不履行与中标人订立的合同的，应当返还中标人的履约保证金，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没有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应当对中标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六十条 中标无效的，发出的中标通知书和签订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

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第 6 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不属于工程建设项目，但属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货物招标投标活动，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六十二条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进行招标，贷款方、资金提供方对货物招标

投标活动的条件和程序有不同规定的，可以适用其规定，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第六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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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4.8.16）《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2006 年 1 月 6 日建设部令第 147 号） 

http://www.gov.cn/flfg/2006-02/22/content_207229.htm  

http://qhcin.gov.cn/info/1144/7078.htm  

http://www.ccc.gov.cn/xxgk/jsfg/gz/2018-05-29-11460707.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06/t20180615_236448.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47 号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已于 2005 年 12 月 31 日经建设部第 83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注册监理工程师的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建筑市场秩序，提高工程监理质量与水平，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监理工程师的注册、执业、继续教育和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注册监理工程师，是指经考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

格证书），并按照本规定注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以下简称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从事工程监理及相关业务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 

  未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人员，不得以注册监理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工程监理及相关业务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注册监理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注  册 

  第五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实行注册执业管理制度。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经过注册方能以注册监理工程师的名义执业。 

  第六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依据其所学专业、工作经历、工程业绩，按照《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划分

的工程类别，按专业注册。每人最多可以申请两个专业注册。   

  第七条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申请注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初审，国务院建设主

管部门审批。 

  取得资格证书并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单位的人员，应当通

过聘用单位向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注册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受理后提出初审意见，并将初审意见和全部申报材料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审批；符合条件

的，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核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第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应当即时作出是否受理的

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申请初始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审查完毕，

并将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自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上报材料之日起，应当在 20 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在公众媒体上公告

审批结果。 

  对申请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5 日内审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http://www.gov.cn/flfg/2006-02/22/content_207229.htm
http://www.gov.cn/flfg/2006-02/22/content_207229.htm
http://qhcin.gov.cn/info/1144/7078.htm
http://www.ccc.gov.cn/xxgk/jsfg/gz/2018-05-29-11460707.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06/t20180615_236448.html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440 / 3277 页 

 

查完毕，并将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自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上报材料之日起，应当在 10 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 

  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九条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是注册监理工程师的执业凭证，由注册监理工程师本人保管、使用。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有效期为 3 年。 

  第十条 初始注册者，可自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 3 年内提出申请。逾期未申请者，须符合继续教育的要求

后方可申请初始注册。 

  申请初始注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经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统一考试合格，取得资格证书； 

  （二）受聘于一个相关单位； 

  （三）达到继续教育要求； 

  （四）没有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情形。 

  初始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人的注册申请表； 

  （二）申请人的资格证书和身份证复印件； 

  （三）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四）所学专业、工作经历、工程业绩、工程类中级及中级以上职称证书等有关证明材料； 

  （五）逾期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供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十一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每一注册有效期为 3 年，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注册有效期满 30

日前，按照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程序申请延续注册。延续注册有效期 3 年。延续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人延续注册申请表； 

  （二）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三）申请人注册有效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十二条 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监理工程师变更执业单位，应当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并按本规定

第七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变更注册后仍延续原注册有效期。 

  变更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人变更注册申请表； 

  （二）申请人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三）申请人的工作调动证明（与原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劳动合同到期的证明文件、退休人

员的退休证明）。 

  第十三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初始注册、延续注册或者变更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或者因从事工程监理或者相关业务受到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

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2 年的； 

  （三）未达到监理工程师继续教育要求的； 

  （四）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申请注册的； 

  （五）以虚假的职称证书参加考试并取得资格证书的； 

  （六）年龄超过 65 周岁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失效： 

  （一）聘用单位破产的； 

  （二）聘用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的； 

  （三）聘用单位被吊销相应资质证书的； 

  （四）已与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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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注册有效期满且未延续注册的； 

  （六）年龄超过 65 周岁的； 

  （七）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八）其他导致注册失效的情形。 

  第十五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负责审批的部门应当办理注销手续，收回注册证书和执业

印章或者公告其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作废：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申请注销注册的； 

  （三）有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情形发生的； 

  （四）依法被撤销注册的； 

  （五）依法被吊销注册证书的； 

  （六）受到刑事处罚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注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注册监理工程师有前款情形之一的，注册监理工程师本人和聘用单位应当及时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提出

注销注册的申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举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

部门应当及时报告或者告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第十六条 被注销注册者或者不予注册者，在重新具备初始注册条件，并符合继续教育要求后，可以按照本

规定第七条规定的程序重新申请注册。 

第三章 执  业 

  第十七条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当受聘于一个具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

咨询等一项或者多项资质的单位，经注册后方可从事相应的执业活动。从事工程监理执业活动的，应当受聘并注册于

一个具有工程监理资质的单位。 

  第十八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可以从事工程监理、工程经济与技术咨询、工程招标与采购咨询、工程项目管理

服务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十九条 工程监理活动中形成的监理文件由注册监理工程师按照规定签字盖章后方可生效。 

  第二十条 修改经注册监理工程师签字盖章的工程监理文件，应当由该注册监理工程师进行；因特殊情况，

该注册监理工程师不能进行修改的，应当由其他注册监理工程师修改，并签字、加盖执业印章，对修改部分承担责

任。 

  第二十一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从事执业活动，由所在单位接受委托并统一收费。 

  第二十二条 因工程监理事故及相关业务造成的经济损失，聘用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聘用单位承担赔

偿责任后，可依法向负有过错的注册监理工程师追偿。 

第四章 继续教育 

  第二十三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在每一注册有效期内应当达到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继续教育要求。继

续教育作为注册监理工程师逾期初始注册、延续注册和重新申请注册的条件之一。 

  第二十四条 继续教育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在每一注册有效期内各为 48 学时。 

第五章 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五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享有下列权利： 

  （一）使用注册监理工程师称谓； 

  （二）在规定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 

  （三）依据本人能力从事相应的执业活动； 

  （四）保管和使用本人的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五）对本人执业活动进行解释和辩护； 

  （六）接受继续教育； 

  （七）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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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对侵犯本人权利的行为进行申诉。 

  第二十六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 

  （二）履行管理职责，执行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 

  （三）保证执业活动成果的质量，并承担相应责任； 

  （四）接受继续教育，努力提高执业水准； 

  （五）在本人执业活动所形成的工程监理文件上签字、加盖执业印章； 

  （六）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技术秘密； 

  （七）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 

  （八）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九）在规定的执业范围和聘用单位业务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 

  （十）协助注册管理机构完成相关工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的，建设主管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注册，并给予

警告，1 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 

  第二十八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的，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注册，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其中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未经注册，擅自以注册监理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工程监理及相关业务活动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 3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未办理变更注册仍执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其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

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个人名义承接业务的； 

  （二）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的； 

  （三）泄露执业中应当保守的秘密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超出规定执业范围或者聘用单位业务范围从事执业活动的； 

  （五）弄虚作假提供执业活动成果的； 

  （六）同时受聘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单位，从事执业活动的； 

  （七）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依据职权或者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以撤销监

理工程师注册： 

  （一）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四）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二）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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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四）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五）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六）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工作按照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人事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

行。 

  第三十五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及外籍专业技术人员，申请参加注册监理工程师

注册和执业的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1992 年 6 月 4 日建设部颁布的《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和注

册试行办法》（建设部令第 18 号）同时废止。 

     

。 

 

4.8.17）《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2006 年 12 月 28 日建设部令第 153 号） 

 http://www.ccc.gov.cn/xxgk/jsfg/gz/2018-05-29-11460708.html  

http://www.coc.gov.cn/NewsCenter/Show?tid=16&xxid=526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707/t20170727_232762.html  （2017 征求意见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53 号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已于 2006 年 12 月 11 日经建设部第 112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 00 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2006 年 12 月 28 日建设部令 153 号公布，根据 2016 年 9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32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等 11 个部门规章的决定》修改，自 2016 年 10 月 20 日

起施行）  

第 1 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注册建造师的管理，规范注册建造师的执业行为，提高工程项目管理水平，保证工程质

量和安全，依据《建筑法》、《行政许可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建造师的注册、执业、继续教育和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注册建造师，是指通过考核认定或考试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造师资格证书（以

下简称资格证书），并按照本规定注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造师注册证书（以下简称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担

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及从事相关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 

  未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不得担任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不得以注册建造师

的名义从事相关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注册建造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

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对全国有关专业工程注册建造师的执业活

动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注册建造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通信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本行政区域内有关专业工程注册建造师的

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 2 章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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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注册建造师实行注册执业管理制度，注册建造师分为一级注册建造师和二级注册建造师。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经过注册方能以注册建造师的名义执业。 

  第六条 申请初始注册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经考核认定或考试合格取得资格证书； 

  （二）受聘于一个相关单位； 

  （三）达到继续教育要求； 

  （四）没有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情形。 

  第七条 取得一级建造师资格证书并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

单位的人员，应当通过聘用单位提出注册申请，并可以向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全部申请材料报国

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批。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出具凭证；申请材料不

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

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涉及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通信与广电、民航专业的，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

全部申报材料送同级有关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

注册证书》，并核定执业印章编号。 

  第八条 对申请初始注册的，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审批决定。自作

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公告审批结果。国务院有关部门收到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移送的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10 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送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对申请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的，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审批决定。自

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公告审批结果。国务院有关部门收到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移送的申请材料后，应当

在 5 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送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九条 取得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的人员申请注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负责受理和审批，具体审批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对批准注册的，核

发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样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并在核发证书后

30 日内送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是注册建造师的执业凭证，由注册建造师本人保管、使用。 

  注册证书与执业印章有效期为 3 年。 

  一级注册建造师的注册证书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执业印章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统一样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制作。 

  第十一条 初始注册者，可自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 3 年内提出申请。逾期未申请者，须符合本专业继续教

育的要求后方可申请初始注册。 

  申请初始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注册建造师初始注册申请表； 

  （二）资格证书、学历证书和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 

  （四）逾期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供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十二条 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注册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按照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申请

延续注册。延续注册的，有效期为 3 年。 

  申请延续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注册建造师延续注册申请表； 

  （二）原注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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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 

  （四）申请人注册有效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建造师变更执业单位，应当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并按照第七条、

第八条的规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变更注册后仍延续原注册有效期。 

  申请变更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注册建造师变更注册申请表； 

  （二）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三）申请人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合同复印件或有效证明文件； 

（四）工作调动证明（与原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合同或聘用合同到期的证明文件、退休人员的退休证明）。 

  第十四条 注册建造师需要增加执业专业的，应当按照第七条的规定申请专业增项注册，并提供相应的资

格证明。 

  第十五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申请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注册的； 

  （三）未达到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要求的； 

（四）受到刑事处罚，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五）因执业活动受到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5 年的； 

（六）因前项规定以外的原因受到刑事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七）被吊销注册证书，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2 年的； 

（八）在申请注册之日前 3 年内担任项目经理期间，所负责项目发生过重大质量和安全事故的； 

（九）申请人的聘用单位不符合注册单位要求的； 

  （十）年龄超过 65 周岁的；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注册建造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失效： 

  （一）聘用单位破产的； 

  （二）聘用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的； 

  （三）聘用单位被吊销或者撤回资质证书的； 

  （四）已与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合同关系的； 

  （五）注册有效期满且未延续注册的； 

  （六）年龄超过 65 周岁的； 

  （七）死亡或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八）其他导致注册失效的情形。 

  第十七条 注册建造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注册机关办理注销手续，收回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或者公告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作废： 

  （一）有本规定第十六条所列情形发生的； 

  （二）依法被撤销注册的； 

  （三）依法被吊销注册证书的； 

  （四）受到刑事处罚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注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注册建造师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注册建造师本人和聘用单位应当及时向注册机关提出注销注册申请；

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注册机关举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告知注

册机关。 

  第十八条 被注销注册或者不予注册的，在重新具备注册条件后，可按第七条、第八条规定重新申请注册。 

  第十九条 注册建造师因遗失、污损注册证书或执业印章，需要补办的，应当持在公众媒体上刊登的遗失声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446 / 3277 页 

 

明的证明，向原注册机关申请补办。原注册机关应当在 5 日内办理完毕。  

第 3 章       执业  

  第二十条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当受聘于一个具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

询等一项或者多项资质的单位，经注册后方可从事相应的执业活动。 

  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的，应当受聘并注册于一个具有施工资质的企业。 

  第二十一条 注册建造师的具体执业范围按照《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准》执行。 

  注册建造师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上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注册建造师可以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管理或施工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建设工程技术经济咨

询，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二条 建设工程施工活动中形成的有关工程施工管理文件，应当由注册建造师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 

  施工单位签署质量合格的文件上，必须有注册建造师的签字盖章。 

  第二十三条 注册建造师在每一个注册有效期内应当达到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继续教育要

求。 

  继续教育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在每一注册有效期内各为 60 学时。经继续教育达到合格标准的，颁发继续

教育合格证书。 

  继续教育的具体要求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规定。 

  第二十四条 注册建造师享有下列权利： 

  （一）使用注册建造师名称； 

  （二）在规定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 

  （三）在本人执业活动中形成的文件上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 

  （四）保管和使用本人注册证书、执业印章； 

  （五）对本人执业活动进行解释和辩护； 

  （六）接受继续教育； 

  （七）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八）对侵犯本人权利的行为进行申述。 

  第二十五条 注册建造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恪守职业道德； 

  （二）执行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 

  （三）保证执业成果的质量，并承担相应责任； 

  （四）接受继续教育，努力提高执业水准； 

  （五）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技术等秘密； 

  （六）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回避； 

  （七）协助注册管理机关完成相关工作。 

  第二十六条 注册建造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履行注册建造师义务； 

  （二）在执业过程中，索贿、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费用外的其他利益； 

  （三）在执业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 

  （四）签署有虚假记载等不合格的文件； 

  （五）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执业活动； 

  （六）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七）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格证书、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八）超出执业范围和聘用单位业务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 

（九） 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 4 章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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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

对注册建造师的注册、执业和继续教育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注册建造师注册信息告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注册建造师注册信息告知本行政区域内市、县、

市辖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 

（一）要求被检查人员出示注册证书； 

（二）要求被检查人员所在聘用单位提供有关人员签署的文件及相关业务文档； 

（三）就有关问题询问签署文件的人员； 

（四）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本规定及工程标准规范的行为。 

  第三十条 注册建造师违法从事相关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告知注册机关；依法应当撤销注册的，应当将违法事

实、处理建议及有关材料报注册机关。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册机关依据职权或者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以撤销注册建造师的

注册： 

  （一）注册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四）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准注册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三十二条 注册建造师及其聘用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向注册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注册建造师信用

档案信息。 

  注册建造师信用档案应当包括注册建造师的基本情况、业绩、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内容。违法违规行为、

被投诉举报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注册建造师的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注册建造师信用档案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  

第 5 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注册，

并给予警告，申请人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 

  第三十四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的，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

册，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其中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未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担任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或

者以注册建造师的名义从事相关活动的，其所签署的工程文件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注册建造师在执业活动中有第二十六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注册建造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注册建造师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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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聘用单位为申请人提供虚假注册材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注册建造师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注册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注册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注册决定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 6 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4.8.18）《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2007 年 1 月 11 日建设部令第 154 号） 

http://www.mohurd.gov.cn/wbdt/xgfgwjjptzd/wsbsdtgfxwj/200804/t20080426_166024.html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803/t20180320_235435.html  废止《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

办法》的决定 

 

关于印发《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建市[2007]230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局），总后营房部工程

管理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   

  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建设部令第 154 号），我部组织制订了《工程建设项目招

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与我部建筑市场管理司联系。   

  附件：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实施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实施意见   

  为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管理，依据《招标投标法》、《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

定办法》（建设部令第 154 号，以下简称《认定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申请材料内容   

  （一）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初始申请，需提供下列材料：   

  1、《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及电子文档；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复印件；   

  3、企业章程复印件；   

  4、验资报告（含所有附件）复印件；   

  5、主要办公设备清单、办公场所证明材料(自有的提供产权证复印件；租用的提供出租方产权证以及租用合

同或协议的复印件)；   

  6、技术经济负责人的身份证、任职文件、个人简历、高级职称证书、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证书、从事

工程管理经历证明、社会保险缴费凭证、人事档案管理代理证明的复印件；  

  7、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人员的身份证、注册执业资格证书（含变更记录及续期记录）、社会保险缴费凭

证、人事档案管理代理证明及从事工程管理经历证明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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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具有工程建设类中级以上职称专职人员的身份证、职称证书、社会保险缴费凭证、人事档案管理代理证

明及从事工程招标代理经历证明的复印件；   

  9、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内部各项管理规章制度；   

  10、评标专家库成员名单。   

  （二）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升级申请，需提供本实施意见第（一）条所列材料外，还需提供下列材料：   

  1、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正本、副本（含变更记录）复印件；   

  2、工程招标代理有效业绩证明，包括：工程招标代理委托合同、中标通知书和招标人评价意见（中标通知

书或评价意见应有主管部门备案章的复印件）；   

  3、企业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及报表说明）的复印件。   

  （三）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延续申请，需提供下列材料：   

  1、《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及电子文档；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复印件；   

  3、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正本、副本（含变更记录）复印件；   

  4、技术经济负责人的身份证、任职文件、个人简历、高级职称证书、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证书、从事

工程管理经历证明、社会保险缴费凭证、人事档案管理代理证明的复印件；  

  5、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人员的身份证、注册执业资格证书（含变更记录及续期记录）、社会保险缴费凭

证、人事档案管理代理证明及从事工程管理经历证明的复印件；   

  6、具有工程建设类中级以上职称专职人员的身份证、职称证书、社会保险缴费凭证、人事档案管理代理证

明及从事工程招标代理经历证明的复印件；   

  7、工程招标代理有效业绩证明，包括：工程招标代理委托合同、中标通知书和招标人评价意见（中标通知

书或评价意见应有主管部门备案章）的复印件；   

  8、建设主管部门提供的确认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在资格有效期内市场诚信行为信息档案情况。   

  （四）甲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申请变更资质证书中企业名称的，由建设部负责办理。机构应向工商注册所在

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1、《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原有资格证书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4、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关于变更事项的决议或文件。   

  上述规定以外的资格证书变更手续，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具体办理程序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其中甲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其资格证书编号发生变化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需报建设部核准后，方可办理。   

  （五）工程招标代理机构改制、重组、分立、合并需重新核定资格的，除提供（一）、（二)所列材料外，还

需提交下列材料：   

  1、工程招标代理机构改制、重组、分立、合并情况报告；   

  2、上级部门的批复（准）文件复印件；或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关于改制、重组、分立、合并或股权变更等事

项的决议复印件。   

  （六）甲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申请工商注册地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的，应向拟迁入工商注册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除提供（一）所列材料外，还应提交下列材料：  

  1、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原工商注册所在地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同意资格变更的书面意见；   

  2、资格变更前原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注销证明及资格变更后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复印件。   

  其中涉及到资质证书中企业名称变更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将受理的申请材料报

建设部办理。   

  乙级、暂定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申请工商注册地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参照上述程序依法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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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材料要求   

  1、申报材料应包括《申请表》及相应的附件材料；《申请表》一式二份，附件材料一套（其中业绩证明材料

应独立成册），并注明总册数和每册编号；   

  2、附件资料应按上述“申请材料内容”的顺序排列，编制标明页码的总目录。复印资料关键内容必须清晰、

可辨，申请材料必须数据齐全、填表规范、盖章或印鉴齐全、字迹清晰；  

  3、附件资料装订规格为 A4(210×297mm)型纸，建议采用软封面封底，并逐页编写页码；   

  4、专职人员资料的排列顺序，除按照 “申请材料内容”的顺序排列外，《申请表》中人员表格中名单的排

列也应与上述顺序相同；   

  5、工程招标代理业绩证明材料应当依照《申请表》中填报的项目顺序（按时间先后顺序）提供，同一项业

绩的工程招标代理委托代理合同、中标通知书和业主招标人评价意见应当装订在一起，三项材料缺一不可；   

  6、甲级招标代理资格申请，应登陆建设部网站（http://www.cin.gov.cn），通过建设工程资质审核专栏，填报

申请数据，进行网上申报。   

  二、受理审查程序   

  （八）受理审查   

  1、资格受理部门应在规定时限内对招标代理机构提出的资格申请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2、资格初审部门应当对申报的附件材料原件进行核验，确认各项材料与原件相符，并在申报材料上加盖“原

件与复印件一致”印章；   

  3、资格许可机关可组织专家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并提出评审意见，在规定时限内作出行政许可决

定；   

  4、资格许可机关对企业申报材料提出质疑的，招标代理机构应予配合，做出相关解释或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5、资格许可机关对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的申请材料、审查记录和审查意见、公示、质询和处理等书面材料和

电子文档等应归档并保存五年；   

  6、甲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的资格审查公告在建设部网站发布；乙级和暂定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公告

发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自行确定。   

  （九）资格延续   

  1、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应于资格证书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向原资格许可机关提出资格延续申请。逾期不申

请资格延续的，其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有效期届满后自动失效。如需从事工程招标代理业务，应按首次申请办

理；  

  2、甲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延续申请，应当通过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上报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审批； 

  3、招标代理机构在资格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信用档案中无《认定办法》第三

十条规定的不良行为记录，且业绩、专职人员条件满足资格条件要求的，经原资格许可机关同意，可延续相应资格证

书的有效期。不满足资格条件要求的，资格许可机关不予资格延续。 

  （十）资格变更、改制、重组、分立与合并  

  1、工程招标代理机构改制、重组后不再符合资格条件的，应当按其实际达到的资格条件及《认定办法》申

请重新核定；资格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按照变更规定办理； 

  2、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分立或者合并的，按照《认定办法》第二十一条执行。 

  三、资格证书 

  （十一）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编码，由审批部门负责颁发，并加盖审批部

门公章。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制定资格证书编号规则，各级别资格证书全国通用。 

  （十二）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包括正本一本和副本四本，企业因经营需要申请增加资格证书副本数量

的，应持增加申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资格证书副本到原发证机关办理，最多增加四本。 

  （十三）工程招标代理机构遗失资格证书的，可以申请补办，并需提供下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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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申请补办报告；  

  2、《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增补审核表》； 

  3、在全国性建筑行业报纸或省级综合类报纸上刊登的遗失声明。 

  四、监督管理 

  （十四）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应当按照《认定办法》的规定，向资格许可机关及时、准确地提供企业信用档案

信息。信用档案信息应当包括机构基本信息、完成的招标代理业绩情况、招标代理合同的履约、以及招标代理过程中

有无不良行为等情况。 

  （十五）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通过核查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条件、专职人员实际履职或执业情

况、市场经营行为、招标代理服务质量等信用档案信息状况，充分运用网络信息化等手段，加强对工程招标代理机构

资格的动态管理。 

  （十六）上级建设主管部门必要时可以对下级资格初审或审查部门的审批材料、审批程序，以及招标代理机

构的申请材料等进行检查或抽查。 

  （十七）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建立并完善代理机构信用档案信息的记录、汇总、发布等工作，建立跨地区的

联动监管机制。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出现《认定办法》第二十五条所列违法违规行为的，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在依法作出

相应的行政处罚后，将处罚情况记入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信用档案，并将处罚情况通报相应资格许可机关，资格许可机

关应对其资格条件情况进行严格核查。一旦发生不满足资格条件的情况，按照《认定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执行。 

  五、有关说明 

  （十八）申请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企业，不得与行政机关以及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

益关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与行政机关、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以及招投标人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 

  1、由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或者存在其他利益关系的事业单位出资；  

  2、与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或者存在其他利益关系的事业单位存在行政隶

属关系； 

  3、法人代表或技术经济负责人由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或者存在其他利益

关系的事业单位任命。 

  （十九）注册资本金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的实收资本和验资报告中载明的实际出资的注册资本金为考

核指标。 

  （二十）超过 60 岁的人员，不得视为代理机构的专职人员；部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已办理退休的专职人员，

无社保证明的，需提供与企业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主要页（包括合同双方名称、聘用起止时间、签字盖章、生效日

期）；未到法定退休年龄已办理内退手续的专职人员,需提供原单位内退证明及与企业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主要页(包

括合同双方名称、聘用起止时间、签字盖章、生效日期）。 

  （二十一）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包括：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及其它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

建造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等具有注册执业资格的人员。申请甲级招标代理资格的机构，其注册人员

的级别要求为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其他注册人员，乙级、暂定级资格企业注

册执业人员级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自行确定。 

一人同时具有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建造师、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其它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两个及两个以上执业资格，证书不能重复计算，只能计算为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人员中的 1 人。 

  （二十二）社会保险证明指社会统筹保险基金管理部门颁发的代理机构社会养老保险手册及对帐单；或该机

构资格有效期内的含有个人社会保障代码、缴费基数、缴费额度、缴费期限等信息的参加社会保险缴费人员名单和缴

费凭证。 

  （二十三）人事档案代理管理证明是指国家许可的有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机构出具的资格有效期内的代理

机构人事档案存档人员名单和委托代理管理协议（合同）。 

  （二十四）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主要包括：人事管理制度、代理工作规则、合同管理办法、

财务管理办法、档案管理办法等。 

  （二十五）工程总投资是指工程项目立项批准文件上的工程总投资额，含征地费、拆迁补偿费、大市政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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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建安工程费等。 

  （二十六）招标代理业绩证明材料中的工程招标代理合同应当至少载明下列内容：  

  1、招标人和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的名称与地址； 

  2、工程概况与总投资额； 

  3、代理事项、代理权限和代理期间； 

  4、代理酬金及支付方式； 

  5、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6、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情况； 

  7、违约、索赔和争议条款。 

  （二十七）工程招标代理业绩要求的“近 3 年”的计算方法：企业申报业绩的中标通知书出具日期至该代理

机构资格申报之日，期间跨度时间应在 3 年以内。 

  六、分支机构备案管理 

  （二十八）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自领取分支机构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持下列材料

到分支机构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1、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2、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 

  3、拟在分支机构执业的本机构不少于 2 名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证书、职称证书和劳动合同复印

件（其中注册造价师不少于 1 人）； 

分支机构工作的本机构聘用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专职人员不少于 5 人的身份证、职称证书、社会保险缴费凭证、

人事档案管理代理证明和从事工程招标代理经历证明的复印件； 

  4、分支机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 

  5、分支机构固定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和产权证明（自有的只须提供产权证明）； 

  6、机构注册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一年内无不良行为的诚信记录证明。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受备案之日起 20 日内，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二十九）分支机构应当由设立该分支机构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负责承接工程招标代理业务，签订工程招标

代理合同、出具中标通知书。 

  分支机构不得以自己名义承接工程招标代理业务、订立工程招标代理合同。 

  附件：1、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申请表 

     2、社会保险缴纳情况表（样表） 

 

 

4.8.19）《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实施意见》(建市[2007]230 号) 

废止《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的通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03/t20180326_235504.html 

http://www.mohurd.gov.cn/wbdt/xgfgwjjptzd/wsbsdtgfxwj/200804/t20080426_166024.html 

 

关于印发《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建市[2007]230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局），总后营房部工程

管理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 

  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建设部令第 154 号），我部组织制订了《工程建设项目招

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与我部建筑市场管理司联系。 

  附件：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实施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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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实施意见 

  为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管理，依据《招标投标法》、《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

定办法》（建设部令第 154 号，以下简称《认定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申请材料内容 

  （一）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初始申请，需提供下列材料： 

  1、《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及电子文档；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复印件； 

  3、企业章程复印件； 

  4、验资报告（含所有附件）复印件； 

  5、主要办公设备清单、办公场所证明材料(自有的提供产权证复印件；租用的提供出租方产权证以及租用合

同或协议的复印件)； 

  6、技术经济负责人的身份证、任职文件、个人简历、高级职称证书、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证书、从事

工程管理经历证明、社会保险缴费凭证、人事档案管理代理证明的复印件； 

  7、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人员的身份证、注册执业资格证书（含变更记录及续期记录）、社会保险缴费凭

证、人事档案管理代理证明及从事工程管理经历证明的复印件； 

  8、具有工程建设类中级以上职称专职人员的身份证、职称证书、社会保险缴费凭证、人事档案管理代理证

明及从事工程招标代理经历证明的复印件； 

  9、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内部各项管理规章制度； 

  10、评标专家库成员名单。 

  （二）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升级申请，需提供本实施意见第（一）条所列材料外，还需提供下列材料： 

  1、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正本、副本（含变更记录）复印件； 

  2、工程招标代理有效业绩证明，包括：工程招标代理委托合同、中标通知书和招标人评价意见（中标通知

书或评价意见应有主管部门备案章的复印件）； 

  3、企业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及报表说明）的复印件。 

  （三）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延续申请，需提供下列材料： 

  1、《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及电子文档；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复印件； 

  3、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正本、副本（含变更记录）复印件； 

  4、技术经济负责人的身份证、任职文件、个人简历、高级职称证书、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证书、从事

工程管理经历证明、社会保险缴费凭证、人事档案管理代理证明的复印件； 

  5、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人员的身份证、注册执业资格证书（含变更记录及续期记录）、社会保险缴费凭

证、人事档案管理代理证明及从事工程管理经历证明的复印件； 

  6、具有工程建设类中级以上职称专职人员的身份证、职称证书、社会保险缴费凭证、人事档案管理代理证

明及从事工程招标代理经历证明的复印件； 

  7、工程招标代理有效业绩证明，包括：工程招标代理委托合同、中标通知书和招标人评价意见（中标通知

书或评价意见应有主管部门备案章）的复印件； 

  8、建设主管部门提供的确认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在资格有效期内市场诚信行为信息档案情况。 

  （四）甲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申请变更资质证书中企业名称的，由建设部负责办理。机构应向工商注册所在

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1、《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原有资格证书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4、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关于变更事项的决议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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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规定以外的资格证书变更手续，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具体办理程序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其中甲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其资格证书编号发生变化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需报建设部核准后，方可办理。 

  （五）工程招标代理机构改制、重组、分立、合并需重新核定资格的，除提供（一）、（二)所列材料外，还

需提交下列材料： 

  1、工程招标代理机构改制、重组、分立、合并情况报告； 

  2、上级部门的批复（准）文件复印件；或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关于改制、重组、分立、合并或股权变更等事

项的决议复印件。 

  （六）甲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申请工商注册地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的，应向拟迁入工商注册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除提供（一）所列材料外，还应提交下列材料： 

  

  1、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原工商注册所在地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同意资格变更的书面意见； 

  2、资格变更前原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注销证明及资格变更后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复印件。 

  其中涉及到资质证书中企业名称变更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将受理的申请材料报

建设部办理。 

  乙级、暂定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申请工商注册地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参照上述程序依法制定。 

  （七）材料要求 

  1、申报材料应包括《申请表》及相应的附件材料；《申请表》一式二份，附件材料一套（其中业绩证明材料

应独立成册），并注明总册数和每册编号； 

  2、附件资料应按上述“申请材料内容”的顺序排列，编制标明页码的总目录。复印资料关键内容必须清晰、

可辨，申请材料必须数据齐全、填表规范、盖章或印鉴齐全、字迹清晰； 

  3、附件资料装订规格为 A4(210×297mm)型纸，建议采用软封面封底，并逐页编写页码； 

  4、专职人员资料的排列顺序，除按照 “申请材料内容”的顺序排列外，《申请表》中人员表格中名单的排

列也应与上述顺序相同； 

  5、工程招标代理业绩证明材料应当依照《申请表》中填报的项目顺序（按时间先后顺序）提供，同一项业

绩的工程招标代理委托代理合同、中标通知书和业主招标人评价意见应当装订在一起，三项材料缺一不可； 

  6、甲级招标代理资格申请，应登陆建设部网站（http://www.cin.gov.cn），通过建设工程资质审核专栏，填报

申请数据，进行网上申报。 

  二、受理审查程序 

  （八）受理审查 

  1、资格受理部门应在规定时限内对招标代理机构提出的资格申请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2、资格初审部门应当对申报的附件材料原件进行核验，确认各项材料与原件相符，并在申报材料上加盖“原

件与复印件一致”印章； 

  3、资格许可机关可组织专家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并提出评审意见，在规定时限内作出行政许可决

定； 

  4、资格许可机关对企业申报材料提出质疑的，招标代理机构应予配合，做出相关解释或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5、资格许可机关对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的申请材料、审查记录和审查意见、公示、质询和处理等书面材料和

电子文档等应归档并保存五年； 

  6、甲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的资格审查公告在建设部网站发布；乙级和暂定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公告

发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自行确定。 

  （九）资格延续 

  1、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应于资格证书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向原资格许可机关提出资格延续申请。逾期不申

请资格延续的，其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有效期届满后自动失效。如需从事工程招标代理业务，应按首次申请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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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甲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延续申请，应当通过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上报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审批； 

  3、招标代理机构在资格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信用档案中无《认定办法》第三

十条规定的不良行为记录，且业绩、专职人员条件满足资格条件要求的，经原资格许可机关同意，可延续相应资格证

书的有效期。不满足资格条件要求的，资格许可机关不予资格延续。 

  （十）资格变更、改制、重组、分立与合并  

  1、工程招标代理机构改制、重组后不再符合资格条件的，应当按其实际达到的资格条件及《认定办法》申

请重新核定；资格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按照变更规定办理； 

  2、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分立或者合并的，按照《认定办法》第二十一条执行。 

  三、资格证书 

  （十一）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编码，由审批部门负责颁发，并加盖审批部

门公章。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制定资格证书编号规则，各级别资格证书全国通用。 

  （十二）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包括正本一本和副本四本，企业因经营需要申请增加资格证书副本数量

的，应持增加申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资格证书副本到原发证机关办理，最多增加四本。 

  （十三）工程招标代理机构遗失资格证书的，可以申请补办，并需提供下列资料： 

  1、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申请补办报告；  

  2、《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增补审核表》； 

  3、在全国性建筑行业报纸或省级综合类报纸上刊登的遗失声明。 

  四、监督管理 

  （十四）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应当按照《认定办法》的规定，向资格许可机关及时、准确地提供企业信用档案

信息。信用档案信息应当包括机构基本信息、完成的招标代理业绩情况、招标代理合同的履约、以及招标代理过程中

有无不良行为等情况。 

  （十五）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通过核查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条件、专职人员实际履职或执业情

况、市场经营行为、招标代理服务质量等信用档案信息状况，充分运用网络信息化等手段，加强对工程招标代理机构

资格的动态管理。 

  （十六）上级建设主管部门必要时可以对下级资格初审或审查部门的审批材料、审批程序，以及招标代理机

构的申请材料等进行检查或抽查。 

  （十七）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建立并完善代理机构信用档案信息的记录、汇总、发布等工作，建立跨地区的

联动监管机制。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出现《认定办法》第二十五条所列违法违规行为的，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在依法作出

相应的行政处罚后，将处罚情况记入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信用档案，并将处罚情况通报相应资格许可机关，资格许可机

关应对其资格条件情况进行严格核查。一旦发生不满足资格条件的情况，按照《认定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执行。 

  五、有关说明 

  （十八）申请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企业，不得与行政机关以及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

益关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与行政机关、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以及招投标人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 

  1、由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或者存在其他利益关系的事业单位出资；  

  2、与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或者存在其他利益关系的事业单位存在行政隶

属关系； 

  3、法人代表或技术经济负责人由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或者存在其他利益

关系的事业单位任命。 

  （十九）注册资本金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的实收资本和验资报告中载明的实际出资的注册资本金为考

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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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超过 60 岁的人员，不得视为代理机构的专职人员；部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已办理退休的专职人员，

无社保证明的，需提供与企业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主要页（包括合同双方名称、聘用起止时间、签字盖章、生效日

期）；未到法定退休年龄已办理内退手续的专职人员,需提供原单位内退证明及与企业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主要页(包

括合同双方名称、聘用起止时间、签字盖章、生效日期）。 

  （二十一）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包括：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及其它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

建造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等具有注册执业资格的人员。申请甲级招标代理资格的机构，其注册人员

的级别要求为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其他注册人员，乙级、暂定级资格企业注

册执业人员级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自行确定。 

一人同时具有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建造师、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其它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两个及两个以上执业资格，证书不能重复计算，只能计算为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人员中的 1 人。 

  （二十二）社会保险证明指社会统筹保险基金管理部门颁发的代理机构社会养老保险手册及对帐单；或该机

构资格有效期内的含有个人社会保障代码、缴费基数、缴费额度、缴费期限等信息的参加社会保险缴费人员名单和缴

费凭证。 

  （二十三）人事档案代理管理证明是指国家许可的有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机构出具的资格有效期内的代理

机构人事档案存档人员名单和委托代理管理协议（合同）。 

  （二十四）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主要包括：人事管理制度、代理工作规则、合同管理办法、

财务管理办法、档案管理办法等。 

  （二十五）工程总投资是指工程项目立项批准文件上的工程总投资额，含征地费、拆迁补偿费、大市政配套

费、建安工程费等。 

  （二十六）招标代理业绩证明材料中的工程招标代理合同应当至少载明下列内容：  

  1、招标人和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的名称与地址； 

  2、工程概况与总投资额； 

  3、代理事项、代理权限和代理期间； 

  4、代理酬金及支付方式； 

  5、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6、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情况； 

  7、违约、索赔和争议条款。 

  （二十七）工程招标代理业绩要求的“近 3 年”的计算方法：企业申报业绩的中标通知书出具日期至该代理

机构资格申报之日，期间跨度时间应在 3 年以内。 

  六、分支机构备案管理 

  （二十八）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自领取分支机构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持下列材料

到分支机构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1、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2、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 

  3、拟在分支机构执业的本机构不少于 2 名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证书、职称证书和劳动合同复印

件（其中注册造价师不少于 1 人）； 

分支机构工作的本机构聘用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专职人员不少于 5 人的身份证、职称证书、社会保险缴费凭证、

人事档案管理代理证明和从事工程招标代理经历证明的复印件； 

  4、分支机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 

  5、分支机构固定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和产权证明（自有的只须提供产权证明）； 

  6、机构注册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一年内无不良行为的诚信记录证明。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受备案之日起 20 日内，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二十九）分支机构应当由设立该分支机构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负责承接工程招标代理业务，签订工程招标

代理合同、出具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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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支机构不得以自己名义承接工程招标代理业务、订立工程招标代理合同。 

  附件：1、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申请表 

     2、社会保险缴纳情况表（样表） 

 

4.8.20）《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93 号 2001 年 6 月 29 日 建设令第 160 号 2007 年

6 月 26 日修改）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fggz/315102/index.shtml （2001） 

http://www.cqss.gov.cn/website/main/pageDetail.aspx?fid=C30E5F44-5D48-48D5-B582-

1E59540F2F8B&fcol=17902201 (2001)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7/10/content_678764.htm  （2007）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93 号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经 2001 年 6 月 29 日建设部第 44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

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俞正声  

2001 年 7 月 25 日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设市场秩序，保证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质量，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实施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资质管理，

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勘察设计业绩等

条件申请资质，经审查合格，取得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活动。  

  取得资质证书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可以从事相应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和技术服务。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的归口管理工作。国务院铁道、交通、

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相应行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的归口管理工

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配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相应行

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质分类和分级  

  第五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分为工程勘察资质、工程设计资质。 

  第六条 工程勘察资质分为工程勘察综合资质、工程勘察专业资质、工程勘察劳务资质。 

  工程勘察综合资质只设甲级；工程勘察专业资质根据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设立类别和级别；工程勘察劳务

资质不分级别。 

  取得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的企业，承接工程勘察业务范围不受限制；取得工程勘察专业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

同级别相应专业的工程勘察业务；取得工程勘察劳务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岩土工程治理、工程钻探、凿井工程勘察

劳务工作。  

  第七条 工程设计资质分为工程设计综合资质、工程设计行业资质、工程设计专项资质。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只设甲级；工程设计行业资质和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根据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设立类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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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取得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企业，其承接工程设计业务范围不受限制；取得工程设计行业资质的企业，可以承

接同级别相应行业的工程设计业务；取得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同级别相应的专项工程设计业务。   

  取得工程设计行业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本行业范围内同级别的相应专项工程设计业务，不需再单独领取

工程设计专项资质。 

  第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标准和各资质类别、级别企业承担工程的范围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章 资质申请和审批  

  第九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的申请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受理。 

  第十条 企业申请工程勘察甲级资质、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及其他工程设计甲、乙级资质，应当向企业工

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其中，中央管理的企业直接向国务院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其所属企业由中央管理的企业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同时向企业工商注册

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企业申请工程勘察乙级资质、工程勘察劳务资质、建筑工程设计乙级资质和其他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丙级以下资质（包括丙级），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 新设立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后，方可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提出资质申请。 

  新设立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申请资质，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下列资料： 

  （一）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申报表；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企业章程；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主要技术负责人简历及任命（聘任）文件复印件； 

  （五）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申报表中所列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毕业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六）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申报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变更证明材料； 

  （七）需要出具的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申请晋升资质等级或者申请增加其他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除向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所列资料外，还需提供下列资料：  

  （一）企业原资质证书正、副本； 

  （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申报表中所列的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证明材料； 

  （三）企业近两年的资质年检证明材料复印件； 

  （四）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申报表中所列的工程项目的合同复印件及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明材料

复印件。 

  第十四条 工程勘察甲级、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及其他工程设计甲、乙级资质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审批。 

  申请工程勘察甲级、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及其他工程设计甲、乙级资质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审核部门应当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资质条件和企业申请资质所提供的资料

进行核实。  

  申请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行业的工程设计甲、乙级资质，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初审。申请工

程勘察甲级、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及其他工程设计甲、乙级资质，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有关行业组织或

者专家委员会初审。  

  第十五条 申请工程勘察乙级资质、工程勘察劳务资质、建筑工程设计乙级资质和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丙级以下资质（包括丙级），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审批结果

应当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具体审批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十六条 审核部门应当自受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资质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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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审部门应当自收到经审核的申报材料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初审工作。 

  审批部门自收到初审的申报材料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审批工作。审批结果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公告。 

  第十七条 新设立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其资质等级最高不超过乙级，并设二年的暂定期。企业在资

质暂定有效期满前两个月内，可以申请转为正式资质等级，申请时应当提供企业近两年的资质年检合格证明材料。  

  第十八条 由于企业改制，或者企业分立、合并后组建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其资质等级根据实际达

到的资质条件按照本规定的审批程序核定。 

  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申请晋升资质等级、转为正式等级或者申请增加其他工程勘察、工程设

计资质，在申请之日前一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批准：  

  （一）与建设单位勾结，或者企业之间相互勾结串通，采用不正当手段承接勘察、设计业务的； 

  （二）将承接的勘察、设计业务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 

  （三）注册执业人员未按照规定在勘察设计文件签字的； 

  （四）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五）因勘察设计原因发生过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 

  （六）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七）设计单位违反规定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八）以欺骗、弄虚作假等手段申请资质的； 

  （九）超越资质等级范围勘察设计的； 

  （十）转让资质证书的； 

  （十一）为其他企业提供图章、图签的； 

  （十二）伪造、涂改资质证书的； 

  （十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正、副本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四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国务院铁道、

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相应的行业资质进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配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相应的行业资质进行监督管理。  

  任何部门、任何地区不得采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外的其他资信、许可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准入限

制。 

  第二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实行年检制度。资质年检主要对是否符合资质标

准，是否有质量、安全、市场交易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检查。  

  资质年检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 

  第二十三条 工程勘察乙级资质、工程勘察劳务资质、建筑工程设计乙级资质和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丙

级以下资质（包括丙级）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年检。  

  工程勘察甲级、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及其他工程设计甲、乙级资质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企业

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年检。年检结果为合格的应当报国务院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年检意见为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应当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年检结论。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年检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 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交资质年检申请。 

  （二）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企业资质年检申请后 40 日内对资质年检作出结论，或者向国务院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提出年检意见。 

  第二十五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资质条件符合资质标准，且在过去一年内未发生本规定第十九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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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行为的，资质年检结论为合格。 

  第二十六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资质条件中，技术骨干总人数未达到资质分级标准，但不低于资质

分级标准的 80%，其他各项均达到标准要求，且在过去一年内未发生本规定第十九条所列行为的，年检结论为基本

合格。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资质年检结论为不合格： 

  （一）企业的资质条件中技术骨干总人数未达到资质分级标准的 80%； 

  （二）企业的资质条件中主导工艺、主导专业技术骨干人数，各类注册执业人员数不符合资质标准的； 

  （三）第（一）、（二）项以外的其他任何一项资质条件不符合资质标准的； 

  （四）有本规定第十九条所列行为之一的。 

  已经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降低资质等级处罚的行为，资质年检中不再重复追究。 

  第二十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年检不合格或者连续两年基本合格的，应当重新核定其资质。新

核定的资质等级应当低于原资质等级；达不到最低资质等级标准的，应当取消其资质。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连续两年资质年检合格，方可申请晋升资质等级。 

  第三十条 在资质年检通知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参加资质年检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其资质证书自行失

效，且一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资质。 

  第三十一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变更企业名称、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应当在变更后的一

个月内，到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手续。其中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企业除企业名称变更由国务院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办理外，企业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

办理结果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在领取新的资质证书的同时，应当将原资质证书交回发证机关。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因破产、倒闭、撤销、歇业的，应当将资质证书交回发证机关。 

  第三十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遗失资质证书的，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声明作废。 

  第三十四条 院校所属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聘请在职教师从事勘察设计业务的，应当实行定期聘任制度。

教师定期聘用人数不得超过企业技术骨干人员总数的 30%，聘期不少于二年。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五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承揽勘察设计业务的，予以取缔；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

设计费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三十六条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并处合同约定的勘察

费、设计费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处以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一）超越资质级别或者范围承接勘察设计业务的； 

  （二）允许其他单位、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的； 

  （三）以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的； 

  （四）将所承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  

  第三十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建设工程设计企业未根

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违反规定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造成工程

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

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第四十条 资质审批部门未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批资质的，由上级资质审批部门责令改正，已审批的资

质无效。 

  第四十一条 从事资质管理的工作人员在资质审批和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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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军队系统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承接地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的，应当按照本规定申

请资质证书。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1997 年 12 月 23 日建设部颁布的《建设工程勘察和设计单位资质管

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60 号）同时废止。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 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60 号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已于 2006 年 12 月 30 日经建设部第 114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

布，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保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律、

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实施对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的

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活动的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

和勘察设计业绩等条件申请资质，经审查合格，取得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

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相应行业的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的统一监督管

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配合同级建设主管部门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相应行

业的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质分类和分级 

  第五条 工程勘察资质分为工程勘察综合资质、工程勘察专业资质、工程勘察劳务资质。 

  工程勘察综合资质只设甲级；工程勘察专业资质设甲级、乙级，根据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部分专业可以设

丙级；工程勘察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取得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各专业（海洋工程勘察除外）、各等级工程勘察业务；取得工程勘

察专业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相应等级相应专业的工程勘察业务；取得工程勘察劳务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岩土工程

治理、工程钻探、凿井等工程勘察劳务业务。 

  第六条 工程设计资质分为工程设计综合资质、工程设计行业资质、工程设计专业资质和工程设计专项资

质。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只设甲级；工程设计行业资质、工程设计专业资质、工程设计专项资质设甲级、乙级。 

  根据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个别行业、专业、专项资质可以设丙级，建筑工程专业资质可以设丁级。 

  取得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各行业、各等级的建设工程设计业务；取得工程设计行业资质的企

业，可以承接相应行业相应等级的工程设计业务及本行业范围内同级别的相应专业、专项（设计施工一体化资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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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工程设计业务；取得工程设计专业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本专业相应等级的专业工程设计业务及同级别的相应专

项工程设计业务（设计施工一体化资质除外）；取得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本专项相应等级的专项工程

设计业务。 

  第七条 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和各资质类别、级别企业承担工程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建设主

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章 资质申请和审批 

  第八条 申请工程勘察甲级资质、工程设计甲级资质，以及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

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的，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其中，

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应当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下属一层级的企业申请资

质，应当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初审完毕，并将初审意见和申请

材料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审

查，公示审查意见，公示时间为 10 日。其中，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资质，由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核，国务院有关部门在 20 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送国务院建设主管

部门。 

  第九条 工程勘察乙级及以下资质、劳务资质、工程设计乙级（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

方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除外）及以下资质许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实施。具体实施程序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定报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一份，副本六份，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

印制，正、副本具备同等法律效力。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 

  第十一条 企业首次申请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 

  （二）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企业章程或合伙人协议；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合伙人的身份证明； 

  （五）企业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任职文件、毕业证书、职称证书及相关资质标准要求提供的材

料； 

  （六）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明、注册执业证书； 

  （七）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毕业证书、身份证明及个人业

绩材料； 

  （八）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注册执业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与原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合

同的证明及新单位的聘用劳动合同； 

  （九）资质标准要求的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二条 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二）、（五）、（六）、（七）、（九）项所列资料； 

  （二）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与本单位签定的劳动合同及社保证明； 

  （三）原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四）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工程业绩和个人工程业绩。 

  第十三条 企业增项申请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本规定第十一条所列（一）、（二）、（五）、（六）、（七）、（九）的资料； 

  （二）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与本单位签定的劳动合同及社保证明；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463 / 3277 页 

 

  （三）原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四）满足相应资质标准要求的个人工程业绩证明。 

  第十四条 资质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延续资质证书有效期的，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向原

资质许可机关提出资质延续申请。 

  对在资质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行为记录，且专业技术人员满

足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经资质许可机关同意，有效期延续 5 年。 

  第十五条 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名称、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工商部门办

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取得工程勘察甲级资质、工程设计甲级资质，以及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

计乙级资质的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发生企业名称变更的，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变更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 日内将有关

变更证明材料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在 2 日内办理变更手续。 

  前款规定以外的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

责办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 日内办理变更手续，并在办理资质证书

变更手续后 15 日内将变更结果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资质的变更，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企业资

质变更情况告知国务院有关部门。 

  第十六条 企业申请资质证书变更，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资质证书变更申请； 

  （二）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 

  （四）与资质变更事项有关的证明材料。 

  企业改制的，除提供前款规定资料外，还应当提供改制重组方案、上级资产管理部门或者股东大会的批准决

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同意改制重组的决议。 

  第十七条 企业首次申请、增项申请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其申请资质等级最高不超过乙级，且不考核

企业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业绩。 

  已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首次申请同类别或相近类别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的，可以将相应规模的工程

总承包业绩作为工程业绩予以申报。其申请资质等级最高不超过其现有施工资质等级。 

  第十八条 企业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企业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的资质等级，但应当符

合相应的资质标准条件。 

  企业分立的，分立后企业的资质按照资质标准及本规定的审批程序核定。 

  企业改制的，改制后不再符合资质标准的，应按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标准及本规定重新核定；资质条件不发生

变化的，按本规定第十六条办理。 

  第十九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企业，申请资质升级、资质增项，在申请之日起前一年内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批准企业的资质升级申请和增项申请： 

  （一）企业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承揽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业务的； 

  （二）将承揽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业务转包或违法分包的； 

  （三）注册执业人员未按照规定在勘察设计文件上签字的； 

  （四）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五）因勘察设计原因造成过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 

  （六）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七）设计单位违反规定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八）无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范围承揽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业务的； 

  （九）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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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允许其他单位、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的； 

  （十一）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第二十条 企业在领取新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同时，应当将原资质证书交回原发证机关予以

注销。 

  企业需增补（含增加、更换、遗失补办）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应当持资质证书增补申请等材料

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办理。遗失资质证书的，在申请补办前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刊登遗失声明。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在 2

日内办理完毕。 

第四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

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相应的行业资质进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实施监督管理。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配合同级建设主管部门对相应的行业资质进行监督管理。 

  上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建设主管部门资质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资质管理中的违法行

为。 

  第二十二条 建设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执业证书，有关工程勘察、设计

业务的文档，有关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及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建设主管部门、有关部门依法对企业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

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 

  第二十三条 建设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并出示执法

证件，不得妨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企业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监督检查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四条 企业违法从事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活动的，其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将企

业的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处理建议告知该企业的资质许可机关。 

  第二十五条 企业取得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建设主管部门、有关部门根据利

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资质许可机关可以撤回其资质。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

以撤销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 

  （三）违反资质审批程序作出准予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资质证书的其他情形。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及时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注销资质的申请，交回资质证书，资质

许可机关应当办理注销手续，公告其资质证书作废： 

  （一）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依法申请延续的； 

  （二）企业依法终止的； 

  （三）资质证书依法被撤销、撤回，或者吊销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八条 有关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及时告知建设主管部门。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将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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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资质被撤回、撤销和注销的情况及时告知有关部门。 

  第二十九条 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企业信用档案信息。 

  企业的信用档案应当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业绩、工程质量和安全、合同违约等情况。被投诉举报和处理、行

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企业的信用档案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并给予警告，该企业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资质。 

  第三十一条 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有关部门给予警告，并依法处以罚款；该企业在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资质。 

  第三十二条 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企业未按照规定提供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行政处罚的，应当将行政

处罚决定以及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六条 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

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许可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许可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勘察包括建设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水文地质、工程测量、海洋工程勘察

等。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设计是指： 

  （一）建设工程项目的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含厂（矿）区内的自备电站、道路、专用铁路、通信、各种管

网管线和配套的建筑物等全部配套工程）以及与主体工程、配套工程相关的工艺、土木、建筑、环境保护、水土保持、

消防、安全、卫生、节能、防雷、抗震、照明工程等的设计。 

  （二）建筑工程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范围内的室外工程设计、建筑物构筑物设计、民用建筑修建的地下工程

设计及住宅小区、工厂厂前区、工厂生活区、小区规划设计及单体设计等，以及上述建筑工程所包含的相关专业的设

计内容（包括总平面布置、竖向设计、各类管网管线设计、景观设计、室内外环境设计及建筑装饰、道路、消防、安

保、通信、防雷、人防、供配电、照明、废水治理、空调设施、抗震加固等）。 

  第三十九条 取得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企业，可以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

承包业务，可以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2001 年 7 月 25 日建设部颁布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

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93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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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1）《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87 号 2001 年 3 月 14 日， 建设部令第 159 号 2007 年 6 月 26

日修改，建设部令第 22 号 2015 年 1 月 22 日修改）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967.htm  （2001） 

http://www.gxzj.com.cn/news.aspx?id=5794 （2001）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7/10/content_678695.htm  （2007）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502/t20150206_220284.html  （2015）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87  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于 2001 年 3 月 14 日经第 38 次部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俞正声                 

二○○一年四月十八日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实施对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建筑业企业，是指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

活动的企业。 

第三条  建筑业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净资产、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

资质条件申请资质，经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归口管理工作。国务院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

业、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相关资质类别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归口管理工作。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水利、通信等有关部门配合同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相关资质类别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管

理工作。 

第二章  资质分类和分级 

第五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分为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三个序列。 

获得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对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或者对主体工程实行施工承包。承担施工总承包的企

业可以对所承接的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将非主体工程或者劳务作业分包给具有相应专业承包资质或者劳务分

包资质的其他建筑业企业。 

获得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企业分包的专业工程或者建设单位按照规定发包的专业工程。

专业承包企业可以对所承接的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将劳务作业分包给具有相应劳务分包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 

获得劳务分包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企业或者专业承包企业分包的劳务作业。 

第六条  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劳务分包资质序列按照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分别划分为若干资质类别。 

各资质类别按照规定的条件划分为若干等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章  资质申请和审批 

第七条  建筑业企业应当向企业注册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资质。 

中央管理的企业直接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资质，其所属企业申请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和专业承包

一级资质的，由中央管理的企业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同时，向企业注册所在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 

第八条  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方可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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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资质申请手续。 

新设立的企业申请资质，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下列资料： 

(一)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企业章程；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企业技术、财务、经营负责人的任职文件、职称证书、身份证； 

(五)企业项目经理资格证书、身份证； 

(六)企业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的职称证书； 

(七)需要出具的其他有关证件、资料。 

第九条  建筑业企业申请资质升级，除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本规定第八条所列资料外，还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一)企业原资质证书正、副本； 

(二)企业的财务决算年报表； 

(三)企业完成的具有代表性工程的合同及质量验收、安全评估资料。 

第十条  施工总承包序列特级和一级企业、专业承包序列一级企业(不含本规定第七条第二款所列企业)资质经省

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中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

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由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商同级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经国务院有

关部门初审同意后，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审核部门应当对建筑业企业的资质条件和申请资质提供的资

料审查核实。 

施工总承包序列和专业承包序列二级及二级以下企业资质，由企业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中交通、水利、通信等方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征得同级有关部门初审同意后审批。 

劳务分包序列企业资质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业企业的资质审批，应当从受理建筑业企业的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 

由有关部门负责初审的，初审部门应当从收到建筑业企业的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完成初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在收到初审材料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审批，并将审批结果通知初审部门。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批结果在公众媒体上公告。 

第十二条  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其资质等级按照最低等级核定，并设一年的暂定期。 

由于企业改制，或者企业分立、合并后组建设立的建筑业企业，其资质等级根据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按照本规定

的审批程序核定。 

第十三条  申请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建筑业企业应当在总承包序列内选择一类资质作为本企业的主项资质，并可以

在总承包序列内再申请其他类不高于企业主项资质级别的资质，也可以申请不高于企业主项资质级别的专业承包资

质。施工总承包企业承担总承包项目范围内的专业工程可以不再申请相应专业承包资质。 

专业承包企业、劳务分包企业可以在本资质序列内申请类别相近的资质。 

第十四条  建筑业企业申请晋升资质等级或者主项资质以外的资质，在申请之日前一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批准： 

(一)与建设单位或者企业之间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以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的； 

(二)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 

(三)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 

(四)严重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五)发生过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或者发生过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质量安全事故的； 

(六)隐瞒或者谎报、拖延报告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或者破坏事故现场、阻碍对事故调查的； 

(七)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持证上岗的技术工种的作业人员未经培训、考核，未取得证书上岗，情节严重的； 

(八)未履行保修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 

(九)违反国家有关安全生产规定和安全生产技术规程，情节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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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五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条件符合资质等级标准，且未发生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行为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

发相应资质等级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伪造、出借、转让《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不得非法扣压、没收《建筑

业企业资质证书》。 

第十七条  建筑业企业在领取新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同时，应当将原资质证书交回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建筑业企业因破产、倒闭、撤销、歇业的，应当将资质证书交回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监督管理。 

禁止任何部门采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外的其他资信、许可等建筑市场准入限制。 

第十九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业企业资质实行年检制度。 

施工总承包特级企业资质和一级企业资质、专业承包一级企业资质，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年检；其中

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

年检。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二级及二级以下企业资质、劳务分包企业资质，由企业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年检；其中交通、水利、通信等方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

有关部门联合年检。 

第二十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年检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建筑业企业资质年检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及其他有关

资料，并交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收到企业年检资料后 40 日内对企业资质年检作出结论，并记录在《建筑

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的年检记录栏内。 

第二十一条建筑业企业资质年检的内容是检查企业资质条件是否符合资质等级标准，是否存在质量、安全、市场

行为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 

建筑业企业年检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三种。 

第二十二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条件符合资质等级标准，且在过去一年内未发生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行为的，年检

结论为合格。 

第二十三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条件中,净资产、人员和经营规模未达到资质等级标准，但不低于资质等级标准的

80%，其他各项均达到标准要求，且过去一年内未发生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行为的，年检结论为基本合格。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筑业企业的资质年检结论为不合格： 

(一)资质条件中净资产、人员和经营规模任何一项未达到资质等级标准的 80%，或者其他任何一项未达到资质等

级标准的； 

(二)有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 

已经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降低资质等级处罚的行为，年检中不再重复追究。 

第二十五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年检不合格或者连续两年基本合格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重新核定其资质等

级。新核定的资质等级应当低于原资质等级，达不到最低资质等级标准的，取消资质。 

第二十六条  建筑业企业连续三年年检合格，方可申请晋升上一个资质等级。 

第二十七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升级，由企业在资质年检结束后两个月内提出申请，分批集中办理；建筑业企业资

质其他变更事项，应当随时办理。 

第二十八条  降级的建筑业企业，经过一年以上时间的整改，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查确认，达到规定的资质标

准，且在此期间内未发生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行为的，可以按照本规定重新申请原资质等级。 

第二十九条  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参加资质年检的建筑业企业，其资质证书自行失效，且一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资质。 

第三十条  建筑业企业遗失《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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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建筑业企业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等，应当在变更后的一个月内，到原审批部

门办理变更手续。其中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企业除企业名称变更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外，

企业地址、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的变更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办理结果向国

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二条  涂改、伪造或者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吊销资质证书，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三十三条  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并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三十四条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可

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三十五条  转让、出借《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

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三十六条  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资质变更手续的，责令限期办理，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工程合同价款 0.5%以上 1%以下

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一)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

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 

(二)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或者未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

料取样检测的； 

(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

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第四十条  资质审批部门未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批资质的，由上级资质审批部门责令改正，已审批的资质无

效。 

第四十一条  从事资质管理的工作人员在资质审批和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0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1995 年 10 月 6 日建设部颁布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48 号)同时废止。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7 

索 引 号：000013338/2007-00014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期：2007 年 06

月 26 日文件名称：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有 效 期：2007 年 09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令第 159 号主 题 词：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于 2006 年 12 月 30 日经建设部第 114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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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实施对建筑业企业资质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建筑业企业，是指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

改建等活动的企业。 

  第三条  建筑业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条

件申请资质，经审查合格，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施工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

业、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相关资质类别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配合同级建设主管部门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相关资质类别建筑业

企业资质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质序列、类别和等级 

  第五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分为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三个序列。   

  第六条  取得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以下简称施工总承包企业），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工程。施工总承包

企业可以对所承接的施工总承包工程内各专业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将专业工程或劳务作业依法分包给具有相

应资质的专业承包企业或劳务分包企业。   

  取得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以下简称专业承包企业），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企业分包的专业工程和建设单位

依法发包的专业工程。专业承包企业可以对所承接的专业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将劳务作业依法分包给具有相

应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 

  取得劳务分包资质的企业（以下简称劳务分包企业），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分包的劳务

作业。 

  第七条  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劳务分包资质序列按照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分别划分为若干资

质类别。各资质类别按照规定的条件划分为若干资质等级。  

  第八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和各类别等级资质企业承担工程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

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章  资质许可 

  第九条  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许可，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实施： 

  （一）施工总承包序列特级资质、一级资质； 

  （二）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的企业的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三级资质； 

  （三）水利、交通、信息产业方面的专业承包序列一级资质； 

  （四）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序列一级、二级资质； 

  （五）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不分等级资质、城市轨道交通专业承包不分等级资质。 

  申请前款所列资质的，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其

中，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的企业，应当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

企业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初审完毕并将初审意见和申请材

料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审

查，公示审查意见，公示时间为 10 日。其中，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

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核，国务院有关部门在 20 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送国务院建设主

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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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  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实

施： 

  （一）施工总承包序列二级资质（不含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的企业的施

工总承包序列二级资质）； 

  （二）专业承包序列一级资质（不含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序列一级资质）； 

  （三）专业承包序列二级资质（不含民航、铁路方面的专业承包序列二级资质）； 

  （四）专业承包序列不分等级资质（不含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序列和城市轨道交通专业承包序列的不分等

级资质）。 

  前款规定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定报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实施： 

  （一）施工总承包序列三级资质（不含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的企业的施

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二）专业承包序列三级资质； 

  （三）劳务分包序列资质； 

  （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 

  前款规定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

定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一份，副本若干份，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

制，正、副本具备同等法律效力。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 

  第十三条  建筑业企业可以申请一项或多项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多项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应当选择等级

最高的一项资质为企业主项资质。 

  第十四条  首次申请或者增项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及相应的电子文档；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三）企业章程； 

  （四）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财务负责人的身份证明、职称证书、任职文件及相关资质标准要求提供的材料； 

  （五）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明、注册执业证书； 

  （六）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身份证明及养老保险凭证； 

  （七）部分资质标准要求企业必须具备的特殊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身份证明及养老保险凭证； 

  （八）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设备、厂房的相应证明； 

  （九）建筑业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有关材料； 

  （十）资质标准要求的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五条  建筑业企业申请资质升级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一）、（二）、（四）、（五）、（六）、（八）、（十）项所列资料； 

  （二）企业原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三）企业年度财务、统计报表； 

  （四）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 

  （五）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工程业绩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六条  资质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延续资质证书有效期的，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申请

办理资质延续手续。 

  对在资质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行为记录，且注册资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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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经资质许可机关同意，有效期延续 5 年。 

  第十七条  建筑业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名称、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工商

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涉及企业名称变更的，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变更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 2 日内将有关变更证明材料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在 2 日内办理变更手续。 

  前款规定以外的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 日内办理变更手续，并在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后 15 日内将变更结果报国务院建

设主管部门备案。 

  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变更，办理变更手续的建设主管部

门应当将企业资质变更情况告知同级有关部门。 

  第十八条  申请资质证书变更，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资质证书变更申请；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 

  （四）与资质变更事项有关的证明材料。 

  企业改制的，除提供前款规定资料外，还应当提供改制重组方案、上级资产管理部门或者股东大会的批准决

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同意改制重组的决议。 

  第十九条  企业首次申请、增项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不考核企业工程业绩，其资质等级按照最低资质等级

核定。 

  已取得工程设计资质的企业首次申请同类别或相近类别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可以将相应规模的工程总承

包业绩作为工程业绩予以申报，但申请资质等级最高不超过其现有工程设计资质等级。 

  第二十条  企业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的资质等级，但

应当符合相应的资质等级条件。 

  企业分立的，分立后企业的资质等级，根据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按照本规定的审批程序核定。 

  企业改制的，改制后不再符合资质标准的，应按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标准及本规定申请重新核定；资质条件不

发生变化的，按本规定第十八条办理。 

  第二十一条  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资质升级、资质增项，在申请之日起前一年内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批准企业的资质升级申请和增项申请： 

  （一）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或以其他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或允许其他企业或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的； 

  （二）与建设单位或企业之间相互串通投标，或以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的； 

  （三）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 

  （四）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的； 

  （五）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六）发生过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过两起以上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 

  （七）恶意拖欠分包企业工程款或者农民工工资的； 

  （八）隐瞒或谎报、拖延报告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或破坏事故现场、阻碍对事故调查的； 

  （九）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需要持证上岗的技术工种的作业人员未取得证书上岗，情节严重的； 

  （十）未依法履行工程质量保修义务或拖延履行保修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十二）其它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企业领取新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时，应当将原资质证书交回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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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需增补（含增加、更换、遗失补办）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应当持资质证书增补申请等材料向资质许

可机关申请办理。遗失资质证书的，在申请补办前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刊登遗失声明。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在 2 日内办

理完毕。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加强对

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监督管理。 

  上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建设主管部门资质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资质管理中的违法行

为。 

  第二十四条  建设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执业证书，有关施工业务的文档，有

关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及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建设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对企业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

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 

  第二十五条  建设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并出示

执法证件，不得妨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企业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监督检查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六条  建筑业企业违法从事建筑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处理建议及时告知该建筑业企业的资质许可机关。 

  第二十七条  企业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建设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利

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资质许可机关可以撤回其资质。被撤回建筑业企

业资质的企业，可以申请资质许可机关按照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标准，重新核定资质。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

以撤销建筑业企业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资质证书的其他情形。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依法注销建筑业企业资质，并公告其资质证书作废，建

筑业企业应当及时将资质证书交回资质许可机关： 

  （一）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依法申请延续的； 

  （二）建筑业企业依法终止的； 

  （三）建筑业企业资质依法被撤销、撤回或吊销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  有关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及时告知资质许可机关。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将涉及有

关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被撤回、撤销和注销的情况告知同级有关部门。 

  第三十一条  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企业信用档案信息。 

  企业的信用档案应当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业绩、工程质量和安全、合同履约等情况。被投诉举报和处理、行

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企业的信用档案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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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 

  第三十三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警告，并依法处以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 

  第三十四条  建筑业企业有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行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建筑业企业未按照本规定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建筑业企业未按照本规定要求提供建筑业企业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建筑业企业行政处罚的，应当将行政处罚决定

以及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八条  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

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可以从事资质许可范围相应等级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

可以从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2001 年 4 月 18 日建设部颁布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87 号）同时废止。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2015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经第 20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陈政高 

          2015 年 1 月 22 日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促

进建筑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实施对建筑业企业资质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建筑业企业，是指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施工

活动的企业。 

  第三条 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资产、主要人员、已完成的工程业绩和技术装备等条件申请建筑业企业资

质，经审查合格，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施工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交通运输、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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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信息化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相关资质类别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水利、通信等有关部门配合同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相

关资质类别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分为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施工劳务资质三个序列。 

  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按照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分别划分为若干资质类别，各资质类别按照规定

的条件划分为若干资质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类别与等级。 

  第六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和取得相应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担工程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七条 国家鼓励取得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拥有全资或者控股的劳务企业。 

  建筑业企业应当加强技术创新和人员培训，使用先进的建造技术、建筑材料，开展绿色施工。 

第二章 申请与许可 

  第八条 企业可以申请一项或多项建筑业企业资质。  

  企业首次申请或增项申请资质，应当申请最低等级资质。 

  第九条 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 

  （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特级资质、一级资质及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 

  （二）专业承包资质序列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

承包二级资质；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第十条 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许可： 

  （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二）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

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三）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

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第十一条 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 

  （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二）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 

  （三）施工劳务资质； 

  （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    

  第十二条 申请本规定第九条所列资质的，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其中，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建筑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的企业，可以由国务

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建筑企业向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初审完毕，并将

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申请材料之

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公示审查意见，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其中，涉及公路、水运、水利、通信、铁

路、民航等方面资质的，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查。  

  第十三条 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资质许可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

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资质许可程序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并向社会公

布。 

  第十四条 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及相应的电子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476 / 3277 页 

 

  （二）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三）企业章程复印件； 

  （四）企业资产证明文件复印件； 

  （五）企业主要人员证明文件复印件； 

  （六）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技术装备的相应证明文件复印件； 

  （七）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有关材料复印件； 

  （八）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五条 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应当如实提交有关申请材料。资质许可机关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办理受理手续。 

  第十六条 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及时将资质许可决定向社会公开，并为公众查询提供便利。 

  第十七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正、副本具备

同等法律效力。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 

第三章 延续与变更 

  第十八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应当于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3

个月前，向原资质许可机关提出延续申请。 

  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做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做出决定的，视

为准予延续。   

  第十九条 企业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内名称、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更的，应当在

工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1 个月内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第二十条 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变更，企业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

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变更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 日内将有关变更证明材料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由国务院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在 2 日内办理变更手续。   

  前款规定以外的资质证书的变更，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另行规定。变更结果应当在资质证书变更后 15 日内，报国务

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涉及公路、水运、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等方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变更，办理变更手续的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变更情况告知同级有关部门。 

  第二十一条 企业发生合并、分立、重组以及改制等事项，需承继原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应当申请重新核定

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 

  第二十二条 企业需更换、遗失补办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应当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更换、遗失补办申

请等材料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办理。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在 2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企业遗失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在申请补办前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刊登遗失声明。   

  第二十三条 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升级、资质增项，在申请之日起前一年至资质许可决定作出前，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批准其建筑业企业资质升级申请和增项申请： 

  （一）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或以其他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或允许其他企业或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的； 

  （二）与建设单位或企业之间相互串通投标，或以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的； 

  （三）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 

  （四）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的； 

  （五）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施工的； 

  （六）恶意拖欠分包企业工程款或者劳务人员工资的； 

  （七）隐瞒或谎报、拖延报告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破坏事故现场、阻碍对事故调查的； 

  （八）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需要持证上岗的现场管理人员和技术工种作业人员未取得证书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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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九）未依法履行工程质量保修义务或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 

  （十）伪造、变造、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 

  （十一）发生过较大以上质量安全事故或者发生过两起以上一般质量安全事故的； 

  （十二）其它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

加强对企业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后是否满足资质标准和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 

  上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资质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建

筑业企业资质管理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十五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

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企业提供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企业有关人员的注册执业证书、职称证书、岗位证书和考

核或者培训合格证书，有关施工业务的文档，有关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合同管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

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企业进行检查，查阅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及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和被检查企业的有关人员签字确

认后归档。 

  第二十六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证件，并

要有两名以上人员参加。 

  监督检查人员应当为被检查企业保守商业秘密，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企业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企业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监督检查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七条 企业违法从事建筑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者处理建议及时告知该建筑业企业资质的许可机关。 

  对取得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需要处以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吊销资质证书行政处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通过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将违法事实、处理建议及时报送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 

  第二十八条 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应当保持资产、主要人员、技术装备等方面满足相应建筑业

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条件。 

  企业不再符合相应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条件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他

有关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向社会公告，整改期限最长不超过 3 个月；企业整改期间不得申请建筑业企业资

质的升级、增项，不能承揽新的工程；逾期仍未达到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条件的，资质许可机关可以撤回其建筑

业企业资质证书。 

  被撤回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可以在资质被撤回后 3 个月内，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核定低于原等级

同类别资质的申请。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撤销建筑业企业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准予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准予资质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准予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符合资质标准条件的申请企业准予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资质许可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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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依法注销建筑业企业资质，并向社会公布其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书作废，企业应当及时将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交回资质许可机关： 

  （一）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依法申请延续的； 

  （二）企业依法终止的； 

  （三）资质证书依法被撤回、撤销或吊销的； 

  （四）企业提出注销申请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一条 有关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及时告知资质许可机关。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将涉及

有关公路、水运、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等方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被撤回、撤销、吊销和注销的情况告知同级

有关部门。 

  第三十二条 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建筑业企业信用档案管理制度。建筑业企业信用档案应当包括

企业基本情况、资质、业绩、工程质量和安全、合同履约、社会投诉和违法行为等情况。 

  企业的信用档案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企业信用档案信

息。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其它有关部门依法给予企业行政处罚的，应

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以及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四条 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推行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电子化，建立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信息系统。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申请企业隐瞒有关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许

可，并给予警告，申请企业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 

  第三十六条 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由原资质许可机关予以撤销；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3 万元的罚款；申请企业 3 年内不得再

次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 

  第三十七条 企业有本规定第二十三条行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三十八条 企业未按照本规定及时办理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企业在接受监督检查时，不如实提供有关材料，或者拒绝、阻碍监督检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企业未按照本规定要求提供企业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资质标准规定条件的申请企业准予资质许可的； 

  （二）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企业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三）对符合资质标准规定条件的申请企业不予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准予资质许可的；    

  （四）发现违反本规定规定的行为不予查处，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依法处理的； 

  （五）在企业资质许可和监督管理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以及有其他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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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007 年 6 月 26 日建设部颁布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建设部令第 159 号）同时废止。 

 

4.8.22）《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建办建[2001]24 号 2001 年 5 月 28 日 ，建市[2007]241 号 2007

年 10 月 18 日修改)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15326  （2001） 

http://www.gzhnt.com/zhengcefagui/2011-07-15/1637.html  （2001）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0801/20080105358395.shtml 

http://zwgk.gd.gov.cn/006939799/201503/t20150322_573385.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0801/20080105358395.shtml  （2007） 

http://zwgk.gd.gov.cn/006939799/201503/t20150322_573385.html  （2007）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502/t20150206_220282.html （2015）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2001) 

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    

建办建[2001]24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省建管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总后营房部工程局： 

现将《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请通知我部建

筑管理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87 号,以下简称《规定》）和〈关于印发《建筑业

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的通知〉（建设部 建建[2001]82 号，以下简称《标准》），结合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及建筑业企业

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资质证书的授予 

1、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只授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装修

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建筑施工活动，依法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符合《规定》

和《标准》的建筑业企业。 

2、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不授予事业单位、社团组织，不授予主营为勘察、设计、工商贸、房地产等不是建筑施

工的企业，不授予上述企事业单位所属的不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建筑施工单位，不授予企业集团，只授予符合条

件的企业集团的母公司和子公司。 

二、资质的申请 

3、建筑业企业申请资质，应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向企业注册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 

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和地（州、盟、市）所属建筑业企业的申请渠道，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4、《规定》第七条所称直接向建设部申请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和专业承包一级资质的中央管理的企业所属企业

是指： 

（1）中央管理的企业的全资子公司； 

（2）中央管理的企业持股比例超过 50%的子公司； 

（3）以上（1）、（2）所列企业的全资子公司和其持股比例超过 50％的子公司。 

上述企业，征得母公司同意后，可以通过注册所在地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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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申请各类各级资质，均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向企业注册所在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申请。 

5、对需要报送建设部审批的企业资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由建筑管理职能

处（室）统一归口，向建设部建筑管理司申报。 

三、主项资质和增项资质 

6、建筑业企业可以申请一项资质或者多项资质。申请多项资质的，应当选择一项作为主项资质，其余为增项资

质。 

企业的增项资质级别不得高于主项资质级别。 

施工总承包企业可以申请施工总承包序列内各类别资质，也可以申请不超过 5 项的专业承包类别资质，但不得

申请劳务分包类别资质。 

专业承包企业除主项资质外，还可以申请不超过 5 项的相近专业类别资质，但不得申请施工总承包序列、劳务

分包序列各类别资质。 

劳务分包企业可以申请本序列内各类别资质，但不得申请施工总承包序列、专业承包序列各类别资质。 

7、《规定》第十三条所称施工总承包企业承担总承包项目范围内的专业工程可以不再申请相应专业承包资质，是

指施工总承包企业投标或承包施工总承包项目，对承担总承包项目范围内各专业工程的施工，不必申请相应的专业

承包类别资质。 

施工总承包企业投标或承包其他企业依法分包或者建设单位依法单独发包的专业工程，须具备相应的专业承包

类别资质。 

8、建筑业企业申请多项资质的，企业的资本金、净资产应达到各项资质条件最高的指标。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

工程业绩、机械设备等，应当满足各项资质标准中所要求的条件。 

9、经资质审批部门批准，企业的主项资质可以与其同序列、同等级的增项资质互换。 

10、施工总承包序列和专业承包序列资质“暂定”的企业，资质审批部门可视企业实际情况对其承包工程范围进

行限制。 

四、申请材料 

11、建筑业企业申请资质，应当按照《规定》第八条的要求，如实填报《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企业法定代

表人必须在《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上签名，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企业的申请材料应当齐全，手续完备。出现数据不全、申请表填报不规范、盖章或印鉴不全、字迹潦草难以辨认

等情况，资质审批部门不予审批。 

12、建筑业企业申请资质,需报送《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一式四份，附件材料一份。申请铁道、交通、水利、

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资质的企业，每申请一个方面的资质，需增加填写两份《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并将其相

应的附件材料分开装订。 

13、新设立建筑业企业的附件材料是指《规定》第八条（二）～（七）所要求的全部材料，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验资报告。 

申请资质升级的建筑业企业，附件材料除《规定》第八条（二）～（七）所要求的全部材料外，还包括《规定》

第九条（一）～（三）所要求的全部材料，以及企业报送统计部门的生产情况、财务状况年报表（最新年度的 C101

表及近三年的 C102、C103 表）。 

14、建筑业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工程业绩（包括境外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均是以独立企业法人

为审核单位。企业(集团)的母、子公司在申请资质时，上述各项指标均不得重复计算；不得将子公司的业绩、人员、

设备、工程结算收入等作为母公司的资质条件。 

15、附件材料中的企业资质证书、人员职称证书和身份证、财务和统计报表、合同、质量验收、安全评估等资料

可采用复印件，其中资质证书须将正、副本的全部内容进行复印，不得有缺页。申请材料中要求企业加盖公章或印鉴

的，复印的公章或印鉴无效。 

16、直接接收建筑业企业申请材料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附件材料原件进行核验，确认企业填写的《建筑

业企业资质申请表》各项内容与原件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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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承担审核任务的部门和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审核责任。 

上一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资质审批部门对复印的附件材料提出质疑，要求企业出具附件材料原件的，企业应

当出具原件。 

17、对企业改制，或者企业分立、合并后组建设立的建筑业企业申请资质，除提供《规定》第八条、第九条所要

求的证明和资料外，还应当提供如下说明或证明：新企业与原企业的产权关系、资本构成及资产负债情况；会计师事

务所的验资证明，其中国有企业还需出具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核准文件；新企业与原企业的人员、内部组织机构的分

立与合并情况；工程业绩的分割、合并情况等。 

原企业申请保留资质的，对原企业的资质须重新核定，重新核定的要求与上款要求相同。 

18、附件材料中企业的项目经理资格证书和身份证复印件、企业的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职称证书复印件应

当单独装订。报送建设部审批企业资质的，上述材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严格审查后

保存。 

19、建筑业企业的所有申请材料必须使用中文，如资料原文是其他文字，需附中文译本。 

20、建筑业企业的所有申请材料一经报出，未经批准，不得修改。 

21、《规定》第十一条所称受理建筑业企业的申请之日，是指资质审批部门认定下一级部门或企业报送的建筑业

企业资质申请材料已经完备齐全，符合规定的申请程序,明确表示对申请材料已经接受之日。 

资质审批部门要求建筑业企业对资质申请材料进行补正或说明的，受理之日为收到补正或说明之日。 

22、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业企业的所有申请、审查等书面材料应当至少保存三年。 

建设部有权对所有企业申请材料、各级资质审批部门的审批材料进行检查。 

五、资质审批 

23、建筑业企业申请施工总承包特级和一级、专业承包一级资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送建设部，由建设部建筑管理司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并提出评审意见；其中涉及铁道、

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资质的，由建设部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初审。 

专家委员会提出评审意见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后，建设部审批。 

二级及以下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审批方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有

关内容，参照前两款办法自行确定。其中，涉及铁道、民航方面二级资质的审批，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目前没有设立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其审批程序暂与一级资质相同。 

24、对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的审批，参照《规定》第十条规定，按照与涉及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方

面资质相同的方法和程序进行初审。 

25、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标准没有分级的，其申请和审批程序与专业承包一级企业相同；劳务分包企业资质没有分

级的，其申请和审批程序与劳务分包一级企业相同。 

26、总承包特级和一级、专业承包一级企业申请二级及以下资质增项的，由企业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于每年的 8 月 31 日前报建设部备案。 

27、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信息产业部、民航总局、总后营房部尚未脱钩的直属建筑业企业申请各类各级资

质，向其主管部门申请，由其主管部门报建设部审批。 

其尚未脱钩的直属建筑业企业是指企业的资产、行政、财务、人事任免均由其主管部门直接进行管理的企业。 

28、资质审批实行公告制度。特级和一级建筑业企业资质公告在全国发行的综合性报纸或全国建筑管理行业报

纸发布；二级及以下企业公告发布方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自行确定。 

29、《规定》第十四条所列的十种违法违规行为，应当由行为发生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专业部门

将所掌握的情况，提供给资质审批部门，作为进行资质审批的依据。 

30、对新设立建筑业企业申请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每年年检

结束后的 2 个月内集中办理；对申请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资质的，分期分批集中办理。 

六、资质年检 

31、建筑业企业资质年检由资质审批部门负责，年检程序参照企业资质审批程序进行。年检时间为每年的 3～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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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对施工总承包特级和一级企业、专业承包一级企业的资质年检，建设部委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其中涉及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企业资质年检，由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

办理；对中央管理的企业及其所属企业的资质年检，由建设部直接办理。 

33、《规定》第二十条所称建筑业企业在年检时需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包括企业当年报送统计部门的统计年报。 

34、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对本辖区内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建立管理档案，实行跟踪管

理，对有《规定》第十四条所列十种行为的，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罚外，还应当及时记录在案，并反映给该企业的

资质审批部门，对企业资质年检时按《规定》第二十四条办理。 

35、建筑业企业在中国境外以及港澳台地区承包工程，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以及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事件的，

企业注册所在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记录在案，在对企业资质年检时按照《规定》第二十四条办理。 

36、资质审批部门应当在企业年检后，在企业资质证书副本相应栏目内注明年检结论和“有效期一年”字样。 

37、资质审批部门应当在企业年检结束后 30 日内，在公众媒体上公布年检不合格的企业以及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参加年检的企业名单。 

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参加年检的企业，其资质证书自行失效。如该企业一年后重新申请资质，资质审批部门应当按

照企业实际达到资质标准的下一个等级核定。 

38、资质年检完成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下列材料于 8 月 31 日之前报

送建设部： 

（1）年检总结； 

（2）年检汇总表； 

（3）特级和一级建筑业企业的《建筑业企业资质年检表》、《建筑业企业统计年报表》； 

（4）本行政区域内建筑业行业统计报表的汇总表； 

（5）其他需报送的材料。 

七、资质证书 

39、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由建设部统一印制。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实行全国统一编码，具体编码办法由建设部建筑管理司另行制定。 

40、每个建筑业企业只能取得一套资质证书，包括一个正本，若干副本。副本数量由发证机关根据对建筑业企业

资质管理的需要，根据企业不同情况，按以下原则配置： 

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企业，专业承包一级企业：一个正本，六个副本； 

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下企业，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下企业、劳务分包企业：一个正本，二～四个副本。 

企业有特殊原因申请增加副本数量的，经过发证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增加。 

41、特级、一级建筑业企业的资质证书加盖建设部公章有效。二级及以下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加盖建设部建筑管

理司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下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章有效。 

42、建筑业企业的名称、地址、经济类型、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等内容发生变化后，应当在一个月内，持原

资质证书和已变更的营业执照、企业章程、有关的变更批准文件等证明材料，向发证机关申办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中央管理的企业及其所属企业办理资质证书变更，除上款要求提供的材料外，还应当持中央管理的企业出具的

变更报告，向建设部建筑管理司申办。 

由建设部审批的企业办理企业名称变更，除本条第一款要求提供的材料外，还应当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变更的文件，向建设部建筑管理司申办。 

43、建筑业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可以申请补办。需到建设部补办的，需提供下列资料： 

（1）申请补办的报告； 

（2）在全国性建筑行业报纸或省级综合类报纸上刊登遗失作废声明； 

（3）持遗失情况的说明、原《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中央

管理企业同意补办的文件。 

需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补办的，参照上述办法。 

八、处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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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特级、一级建筑业企业的资质处罚，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1）企业出现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专业部门应当在

事故责任认定后 30 日内，将资质处罚的建议报告报送建设部建筑管理司。 

（2）企业出现涂改、伪造、转让、出借《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超越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以及其他违法

违规行为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专业部门应当在查实认定后 30 日内，将资质

处罚的建议报告报送建设部建筑管理司。 

（3）建设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企业进行资质处罚。 

45、二级及以下建筑业企业的资质处罚程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参照上述程

序，自行确定。 

九、部分考核指标解释 

46、注册资本金。是指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并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标明的注册资本金。 

47、净资产。是企业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后的余额。其中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四部分。 

48、工程结算收入。指本企业承包工程实现的工程价款结算收入以及其他向发包单位收取的按规定列作营业收

入的各种款项，如临时设施费、劳动保险费、施工机构调迁费、各种索赔款等。 

49、企业报送的财务决算年报表。指企业最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50、代表性工程的合同资料。指企业承包工程所签定的能反映合同双方名称、工程概况、合同价格、承包方式、

施工工期、质量约定等内容的建设工程合同协议书或者含有上述内容的合同部分，以及中标通知书。 

51、质量验收资料。指业主或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的工程质量鉴定书或竣工验收报告，以及其它可以反映工程质量

的证明材料。 

52、安全评估资料。指工程所在地和企业注册所在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出具的企业所完

成工程安全评估证明，以及其它可以证明企业安全施工状况的资料。 

53、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指与企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且合同聘用期一年以上有职称的工程技术和经济管

理人员。企业聘用退休人员应当签订聘用合同，总数不得超过企业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总数的 15%，且不得担

任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 

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不得同时在二个及以上建筑业企业任职。资质审查时发现有同一人员同时在二个及以

上单位任职的，该人员均不计入企业的资质条件。 

54、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是指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责任过失，造成工程倒塌或报废、机械设备毁坏和安全设施

失当造成人身伤亡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的事故。 

重大事故分为一、二、三、四级四个等级。 

一级事故是指死亡三十人以上；或直接经济损失三百万元以上的事故。 

二级事故是指死亡十人以上，二十九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事故。 

三级事故是指死亡三人以上，九人一下；或者重伤二十人以上；或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事故。 

四级事故是指死亡二人以下；或者重伤三人以上，十九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十万元以上，不满三十万元的事

故。 

国家颁布有其他专业工程事故分级标准的，按与上述分级对应的标准考核。 

十、涉及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资质的界定 

55、涉及铁道方面的资质包括：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铁路电务工程专业承包、铁路铺轨架梁工程专业承包、铁

路电气化工程专业承包。 

56、涉及交通方面的资质包括：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公路交

通工程专业承包；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港口与海岸工程专业承包、港口装卸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航道工

程专业承包、通航建筑工程专业承包、通航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水上交通管制工程专业承包。 

57、涉及水利方面的资质包括：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水利专业）、水工建筑物基础处理工程专业承包、水

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堤防工程专业承包、水利水电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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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水利专业）、水工大坝工程专业承包、水工隧洞工程专业承包。 

58、涉及信息产业方面的资质包括：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电信工程专业承包、电子工程专业承包。 

59、涉及民航方面的资质包括：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机场空管工程及航站楼弱电系统工程专业承包、机场目

视助航工程专业承包。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2007 

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 

【发布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布文号】建市〔2007〕241 号  

 【发布日期】2007-10-18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和山东省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

总后营房部工程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9 号）、《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 号）

和《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建市〔2007〕72 号），我部组织制定了《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与我部建筑市场管理司联系。  

 

  附件：1. 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略)  

     2. 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信息化考评表(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八日  

                         (稿件来源：建设部提供)  

------------------------------------------------------------------------------------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为规范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依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9 号，以下简称《规定》）及

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资质申请  

  （一）依法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土木工

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应当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  

  （二）企业申请资质应按照《规定》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申请渠道提出申请，增项资质按照主

项资质的申请渠道申请；  

  《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之外的企业申请各类资质，应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申请。  

  （三）已取得工程设计综合资质、行业甲级资质的企业，可以直接申请一级及以下建筑业企业资质，但应满

足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申请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完成相应规模的工程总承包业绩可以作为工程业绩申报

资质。  

  其它工程设计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应按照《规定》的要求办理。  

  （四）对企业改制、分立或合并后设立的企业，资质许可机关按下列规定进行资质核定：  

  1、整体改制的企业，按资质变更程序办理；  

  2、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企业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资质等级。合并后不申请资质升级和增加其它

专业资质的，按资质变更程序办理；申请资质升级或增加其它专业资质的，资质许可机关应根据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条

件，按照《规定》中的审批程序核定；  

  3、企业分立成两个及以上企业的，应根据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按照《规定》的审批程序对分立后的企

业分别重新核定资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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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企业申请资质升级不受年限限制。  

  （六）企业可以申请一项或多项资质，申请多项资质的，应当选择一项作为主项资质，其余为增项资质。  

  企业的增项资质级别不得高于主项资质级别。  

  经原资质许可机关批准，企业的主项资质可以与增项资质互换。  

  （七）选择总承包序列某一类别资质作为本企业主项资质的，可申请总承包序列内各类别资质。取得施工总

承包资质的企业，不再申请总承包资质覆盖范围内的各专业承包类别资质，即可承揽专业承包工程。总承包企业投标

或承包其总承包类别资质覆盖范围以外的专业工程，须具备相应的专业承包类别资质；总承包企业不得申请劳务分

包类别资质。  

  总承包类别覆盖的相应专业承包类别的对照表，另行制定印发后执行。  

  二、申请材料  

  企业申请资质需提供《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含电子文档）及相应附件资料，并按照下列顺序进行装订：  

  （八）综合资料（第一册）：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2、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3、企业章程；  

  4、企业近三年建筑业行业统计报表；  

  5、企业经审计的近三年财务报表；  

  6、企业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身份证明；  

  7、企业经理和技术、财务负责人的身份证明、职称证书、任职文件及相关资质标准要求的技术负责人代表

工程业绩证明资料；  

  8、如有设备、厂房等要求的，应提供设备购置发票或租赁合同、厂房的房屋产权证或房屋租赁合同等相关

证明，以及相关资质标准要求提供的其它资料。  

  9、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劳务分包企业、混凝土预制构件企业、预拌商品混凝土等企业可不提供）。  

  其中，首次申请资质的企业，不需提供上述 2、4、5、9 的材料，但应提供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文件。  

  10、申请特级资质的，除提供上述材料外，还应提供：  

  （1）企业近三年银行授信凭证；  

  （2）企业近三年上缴建筑业营业税税票或境外工程的工程结算凭证；  

  （3）省、部级（或相当于省部级）以上企业技术（研发）中心，或分中心认证的证书或有效核准文件；  

  （4）国家级工法的认定文件、专利技术的认定证书；  

  （5）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证书或主编过工程建设国家、行业标准的发布通知（或发布令）、封面、目次、前

言和引言等资料复印件。  

  （九）人员资料（第二册）：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人员的身份证明、注册证书；  

  2、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身份证明、养老保险凭证；  

  3、部分资质标准要求企业必须具备的特殊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身份证明及养老保险凭证，还应提供

相应证书及反映专业的证明材料；  

  4、劳务分包企业应提供标准要求的人员岗位证书、身份证明。  

  （十）工程业绩资料（申请最低等级资质不提供）（第三册）：  

  1、工程合同、中标通知书；  

  2、符合国家规定的竣工验收单（备案表）或质量核验资料；  

  3、上述资料无法反映技术指标的，还应提供反映技术指标要求的工程照片、图纸、工程决算资料等。  

  （十一）对企业申请改制、分立、合并需重新核定资质的，除需提供上述资料外，还应提供下列资料（列入

第一册综合材料）：  

  1、企业改制、分立、合并方案（包括新企业与原企业资产、人员、工程业绩的分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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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改制、分立、合并的批准文件或股东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3、企业改制、分立应提供改制、分立前企业近三年财务报表和统计报表；  

  4、企业合并应提供合并前各企业近三年财务报表和统计报表及最新合并报表；  

  5、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十二）资质证书延续资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延续申请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3、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4、企业注册人员的注册证书。  

  （十三）已具备工程设计资质的企业首次申请同类别或相近类别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其申报材料除应提供首

次申请所列全部材料外，申请除最低等级的施工总承包资质的，还应提供本实施意见第（十）条所要求的全部材料。  

  （十四）具有《规定》第九条资质的企业申请变更资质证书中企业名称的，由建设部负责办理。企业应向工

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1、《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原有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4、企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关于变更事项的决议或文件。  

  上述规定以外的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具体办理程序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其中具有《规定》第九条资质的企业其资质证书编号发生变

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需报建设部核准后，方可办理。  

  （十五） 具有《规定》第九条资质的企业申请工商注册地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的，企业应向新注册

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1、企业原工商注册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同意资质变更的书面意见；  

  2、变更前原工商营业执照注销证明及变更后新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3、首次申请资质的全部材料。  

  其中涉及到资质证书中企业名称变更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将受理的申请材料报

建设部办理。  

  具有《规定》第九条资质的企业之外的其它企业申请工商注册地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参照上述程序依法制定。  

  （十六）资料要求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一式四份，附件资料一套。其中涉及到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

专业部门资质的，每涉及一个专业部门，须另增加《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二份、附件资料一套。  

  2、资质受理机关负责核对企业提供的资料原件，原件由企业保存。资质许可机关正式受理后，所有资料一

律不得更换、修改、退还。  

上级相关主管部门对企业申请材料有质疑的，企业应当提供相关资料原件，必要时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实地调

查。  

  3、附件资料应按“综合资料、人员资料、工程业绩资料”的顺序排列装订，规格为 A4(210×297mm)型纸，

并有标明页码的总目录及申请说明，建议采用软封面封底，逐页编写页码。  

  企业申报的资料必须使用中文，资料原文是其它文字的，须同时附中文译本并翻译准确。  

  4、申请资料必须数据齐全、填表规范、印鉴齐全、字迹清晰，复印件必须清晰、可辨。  

  三、资质受理审查程序  

  （十七）《规定》第十一条所列“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的管理办法及审查标准由国务院建设

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十八）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特殊情况，需增列《标准》中各类专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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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其它工程种类，其资质标准可参照专业承包序列“特种专业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的条件提出，报国

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按法定程序批准后予以颁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实施。  

  （十九）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标准没有分级的，其申请和审批程序与专业承包一级企业相同；劳务分包企业资

质没有分级的，其申请和审批程序与劳务分包一级企业相同。  

  （二十）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资质，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的，国务院

建设主管部门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核，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在 20 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返回国务院建设主管部

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审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送省有关部门

审核后审批。  

  涉及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方面的资质，除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的资质外，其余资

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审批。  

  涉及铁道方面二级总承包资质的审批，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目前没有设立相应的行政主管部

门，其审批程序暂与一级资质相同。  

  （二十一）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许可实行实地核查制度。  

  （二十二）资质许可实行公告制度。  

  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实施许可的，公告在全国发行的综合性报纸或通过互联网进行发布；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及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实施许可的，公告方式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自行确定。  

  （二十三）资质许可机关对建筑业企业的所有申请、审查等书面材料应当至少保存五年。  

  上级建设主管部门有权对下级建设主管部门受理的企业申请材料、初审部门的审核材料进行监督检查。  

  （二十四）省级及以下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作出资质许可决定后 30 日内，将资质许可的决定，通过省级建

设主管部门，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同时抄送相应专业部门，由建设部将各省资质许可情况及时在网上向社会

公布，以方便异地查询和确认。逾期或未向建设部备案的，建设部将不再给予上网公布。  

  （二十五）企业申请资质升级、资质增项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核查其近一年内有无《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第二十一条所列违法违规行为、有无《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建市〔2007〕9 号）中施工单位不

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所列行为，并将核查结果作为资质许可的重要依据。  

  四、资质证书  

  （二十六）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由建设部统一制定。实行全国统一编码，具体编码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

门另行制定。  

  （二十七）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包括一个正本和六个副本（特级十二本）。企业因经营需要申请增加资格

证书副本数量的，应持增加申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资格证书副本到原发证机关办理，最多增加三本（特级不

超过六个副本）。  

  （二十八）各级建设主管部门依法颁发的企业资质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二十九）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可以申请补办。需提供下列资料：  

  1、申请补办的报告；  

  2、《建设工程企业证书增补审核表》；  

  3、在《中国建设报》等全国性建设行业报纸或省级综合类报纸上刊登的遗失声明。  

  （三十）企业因变更、升级、注销等原因需要换发或收回资质证书的，由原资质许可机关负责收回并销毁。  

  （三十一）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证书：  

  1、取得施工总承包序列中某一类别特级资质的企业，核发本类别建筑业企业特级资质证书；同时核发某一

相应行业的工程设计甲级资质证书。  

  2、取得房屋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等类别中任意 1 类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

同时取得其它 2 类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的。对达到特级标准的类别，核发建筑业企业特级资质证书和相应行

业的行业甲级设计证书；并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上注明：可承接上述其它类别的各类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

和项目管理及开展设计主导专业人员齐备的施工图设计业务。同时不再授予房屋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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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水利水电等类别的一级及以下施工总承包资质。  

  3、取得房屋建筑、矿山、冶炼、石油化工、电力等类别中任意 1 类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同时取得其它 2

类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的。对达到特级标准的类别，核发建筑业企业特级资质证书和相应行业的行业甲级设

计证书；并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上注明：可承接上述其它类别的各类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及开

展设计主导专业人员齐备的施工图设计业务。同时不再授予房屋建筑、矿山、冶炼、石油化工、电力等类别的一级及

以下施工总承包资质。  

  （三十二）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  

  有效期的起始时间：以企业首次取得最高等级主项资质的日期为资质证书有效期计算起始时间。企业资质

发生变更的，有效期不变，其中涉及到主项升级，或分立、合并事项的，按新批准时间作为有效期的起始日。  

  （三十三）资质证书的续期：  

  1、企业应于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按原资质申请途径申请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在资质证书有效

期内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和职业道德，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记录且注册资本和专业技术人员满足标准

要求的，经资质许可机关同意，在其资质证书副本上签发有效期延续五年的意见；对有违法违规行为、信用档案中有

不良记录或企业资质条件发生变化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对其资质情况进行重新核定。  

  2、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60 日内申请资质延续的，资质受理部门可受理其申请，但自有效期到期

之日至批准延续的时间内资质证书失效。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仍未提出延续的，其资质证书自动失效。如需继续开展

工程建设活动，企业必须重新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  

  五、监督管理  

  （三十四）地方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对本辖区内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建立信用档案，根据本地实

际情况制定资质许可的层级监管办法和监管标准，运用网络信息化手段对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实施监督管理。  

  （三十五）监督管理的内容是对建筑业企业在建筑市场中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以及企业资质条件的检查。  

  对于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罚

结果或处理建议及时告知该企业的资质许可机关，同时将处罚结果记入建筑业企业信用档案，资质许可机关及时核

查其资质条件。  

  （三十六）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审批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处罚，各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专业部门应当

在违法事实查实认定后 30 日内，将资质处罚的建议报送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对企业进行资质处罚。  

  由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设区的市级建设主管部门审批的建筑业企业资质，处罚程序由各省级建设主管部门

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确定。建立资质处罚信息公示制度，地方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及时将有关处罚信息向社会公

布，并报上一级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三十七）各级资质许可机关应该对许可的建筑业企业的资质条件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核查，每年抽查率不应

低于 5％。被检查单位应如实提供企业资质证书、企业财务报表、人员资料及业绩资料等与资质标准相关的资料，核

查中发现企业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由资质许可机关通知企业限期改正，整改期限不少于一个月，整改过程中企业

应暂停新接工程、不得新申请资质。逾期不改的，由资质许可机关撤回其资质。  

  六、有关资质标准指标说明  

  （三十八）关于工程业绩  

  1、一项工程业绩同时满足多项技术指标的，只能作为一项指标考核。例如，房屋建筑工程按层数计算过业

绩，就不能再按高度或跨度等计算业绩。1 项工程，即使层数、高度、跨度、造价等均达到考核标准，也只能算 1 项

业绩。  

  2、业绩要求的“×项中的×项”必须分别满足，不能相互替代。例如房屋建筑一级资质标准，要求企业完

成“6 项中的 4 项以上工程”，是指企业完成的工程中，层数、高度、单体面积、单跨跨度、住宅小区、单项建安合

同额等 6 项指标中至少满足 4 项，不足 4 项即为业绩不达标。某企业分别完成了层数、高度、单体建筑面积达标的

多个工程，但只能算 3 项业绩，仍达不到要求完成的 4 项以上业绩，故该企业业绩仍为不达标。  

  3、企业申请多项资质的，工程业绩应当分别满足各项资质标准中所要求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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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签订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合同的，主体结构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作为工程总承包业绩计算。  

  5、同一个工程项目分期发包，且中标单位均为同一家企业的，可以将各期工程累加。如果累加后能够达到

标准要求的某一项，可以作为代表工程业绩申报。不属同一个工程项目的不能累加；超过标准规定时限和承揽范围要

求的不能累加。  

  6、企业与业主签订了施工总承包合同，不论该工程是否实行分包，可计入该企业的施工总承包业绩。合法

分包该工程的专业承包企业，也可将承包的专业工程作为专业业绩申报资质。  

  7、施工总承包企业申请专业承包资质晋级的，应提供单独承包的专业工程作为工程业绩，而不能使用施工

总承包工程作为工程业绩。  

  8、标准中要求的“近 5 年”或“近 10 年”，是指自申报年度起逆推 5 年或 10 年竣工验收合格的项目。如：

申报年度为 2005 年，“近 5 年”的业绩年限从 2000 年 1 月 1 日算起。  

  9、代表工程的合同资料。指企业承包工程所签订的能反映合同双方名称、工程概况、合同价格、承包方式、

施工工期、质量约定等内容的建设工程合同协议书或者含有上述内容的合同部分。  

  10、质量验收资料。指业主或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的竣工验收报告或工程质量鉴定书。国外工程按照国际惯例

出具工程竣工证明文件。  

  11、房屋建筑业绩标准中涉及的“单位”、“单体”、“单项”工程，均指单体建筑或连体建筑（连体建筑应提

供该建筑物为同一基础的证明）。  

  12、轻钢结构、网架结构的跨度业绩不能作为房屋建筑跨度业绩。  

  13、房屋建筑工程的高度应为从标高正负零算起至檐口的高度。  

  14、网架工程边长按短边进行考核。  

  15、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范围的代表工程业绩无效。  

  （三十九）关于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  

  1、企业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超过 60 周岁的人数比例不得超过 15％，技术负责人年龄限制在 60 周岁及

以下。  

  2、企业人员在两家及以上企业注册或受聘的不予认可，其证书上的单位必须与申报单位名称一致。涉及铁

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消防等方面资质的，企业的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职称证书或岗位资格证书复

印件应同时上报。  

  3、申请特级资质的，企业应具有与特级资质承包范围内各类别工程相对应的，各专业注册建造师不少于 5

人。  

  4、对企业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的专业考核，按企业申请的主项资质要求进行。  

  5、企业申请多项资质的，其注册建造师（或项目经理）人数按照企业申报的各类资质标准中的最高值进行

考核。  

  （四十）其它指标  

  1、注册资本金：是指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标明的注册资本金，以实收资本为考核指标。申请多项资质的，

企业的注册资本金按照企业申请各类别资质标准的最高值进行考核。  

  2、净资产：企业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后的余额。申请多项资质的，按照企业申请的各类别资质标准中的最高

值进行考核。  

  3、工程结算收入：是指本企业承包工程实现的工程价款结算收入。按企业财务报表份年度填写。新设立企

业不填此项。  

  核定企业的工程结算收入时，应按企业完成的各类工程结算收入计算，不包括工程以外的其它业务收入（如

房地产开发收入）；申请多项资质的，按照企业申请的各类别资质标准中的最高值进行考核。  

  4、企业财务报表：指企业经审计的最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5、企业的注册执业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工程业绩（包括境外工程业绩）等条件，均是以独立

法人企业为审核单位。企业（集团）的母、子公司在申请资质时，上述各项指标不得重复计算。  

  6、根据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将事故划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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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 4 个等级；具体标准参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家颁布有其它专业工程事故分级标准的，按与上述分级对应的标准考核。  

  （四十一）涉及特级资质标准的指标解释  

  1、建筑业营业税:指企业在承包范围内开展的施工总承包、施工图设计、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所交纳

的营业税；企业申请多项特级资质，每增加一项，营业税增加 5000 万元；境外工程结算收入可按当期汇率与国内建

筑营业税税率折算建筑营业税。  

  2、银行授信额度：指银行授予企业的年度信贷额度。多家银行的授信额度不能累加计算，以其中的最高额

度为准。  

  3、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过的代表工程：指其担任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总工程师或主持完成技术标（并

签字）、总设计师等职务时所完成的工程项目；企业应提供工程合同及工程竣工证明或设计合同及工程图纸，上述材

料均需提供技术负责人本人签字页。  

  4、财务负责人：指企业主管财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5、企业设计专业技术人员的考核，参照行业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标准人员配备表的规定。  

  6、企业技术中心：指符合《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科学技术部、财政部、海关总

署、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3 号）规定的认定标准（或相当于该水平的标准），并经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含分中心）。

企业应提供有关批准文件或认定证书复印件。  

  7、企业科技活动经费：主要包括科技开发经费支出、信息化建设支出、科技培训费支出和科技开发奖励经

费支出。科技开发经费一般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各类试验费、技术资料购置费、研究

机构人员工资以及科技研究有关的其它经费或委托其它单位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  

  按照企业财务或统计报表中“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栏目进行考核。  

  8、科技进步奖：指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务院第 396 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

的规定，由国家科技行政部门负责组织评审，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企业应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  

  9、主持编制过国家或行业标准：指企业主持编制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规定属于国家或行

业级别的工程建设标准，并且已经正式出版。企业应提供标准的发布通知（或发布令）、封面、目次、前言和引言等

资料复印件。  

  10、申请多项特级资质的，其企业“资信能力”、“科技进步水平”中的各项指标及企业具有注册建造师数量

不需叠加计算，但设计专业技术人员和代表工程业绩应分别满足标准要求。  

  （四十二）涉及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资质的界定  

  1、涉及铁道方面的资质包括：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铁路电务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铁路铺轨

架梁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铁路电气化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  

  2、涉及交通方面的资质包括：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公路路基

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港口与海岸工程专

业承包企业资质、港口装卸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航道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通航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企

业资质、通航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水上交通管制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  

  3、涉及水利方面的资质包括：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水利专业）企业资质、水工建筑物基础处理工程

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堤防工程专

业承包企业资质、水利水电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水利专业）企业资质、水工大坝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水

工隧洞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  

  4、涉及信息产业方面的资质包括：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电信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电子工程

专业承包企业资质。  

  5、涉及民航方面的资质包括：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机场空管工程及航站楼弱电系统工程专业

承包企业资质、机场目视助航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  

  6、涉及多个专业部门的资质包括：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隧道工程

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核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海洋石油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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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按照《规定》第九条规定，上述各总承包特级、一级资质；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铁路、民航方面专

业承包二级资质的许可，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  

  七、过渡期的有关规定  

  （四十三）《规定》实施前已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在《规定》实施后其资质证书暂不统一换发，建

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对特级资质以外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进行修订，在新的标准颁布实施前，原资质证

书继续有效。  

  在过渡期内，暂按以下规定执行：施工总承包企业申请的专业工程类别资质不超过 5 项，但不得申请劳务

分包类别资质；  

  选择专业承包序列某一类别资质作为本企业主项资质的，可申请不超过 5 项的专业承包序列内各类别资质，

但不得申请劳务分包序列的各类别资质，不得增项总承包资质；达到资质标准的，可以申请不超过现有主项资质等级

的总承包资质，但须将总承包资质变更为主项资质，且主增项资质符合前款要求；  

  劳务分包序列企业可以申请本序列内各类别资质。  

  企业如申请资质升级或其它原因发生主项资质变化的，证书有效期按本实施意见第三十二条规定办理。  

  （四十四）特级资质企业的过渡期  

  在《特级标准》颁布前已取得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企业，自《特级标准》发布之日起设三年过渡期。原资

质证书有效期延续到 2010 年 3 月 13 日。过渡期内企业按原资质证书的承包范围承揽业务；过渡期届满三个月前，

企业应按照《特级标准》重新申请资质；有效期届满，企业原资质证书自行失效。  

  过渡期内，持原特级资质证书的企业提出资质分立、改制申请的，在原企业的企业名称、资质基本条件未发

生变化的前提下，对分立、改制后的企业除特级以外的其它资质全部进行重新核定，但原企业特级资质的注册资本、

人员等条件必须满足原特级标准要求。  

  （四十五）项目经理的过渡期  

  在项目经理过渡期内，项目经理资质证书与建造师注册证书暂同等使用，其中一、二级建造师暂与同等级项

目经理相对应，三级项目经理暂由企业自聘。  

  （四十六）《规定》实施后，申请特级资质的，按照《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建市〔2007〕72 号）

进行审批，申请其它资质的，仍沿用《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 号）进行审查。  

  （四十七）本实施意见自颁发起施行。凡过去文件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 2015 

索 引 号：000013338/2015-00007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2015 年 01 月 31 日

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

建市[2015]20 号主 题 词：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局），总后基

建营房部工程管理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 号），

我部组织制定了《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

与我部建筑市场监管司联系。  

                            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5 年 1 月 31 日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 

  

  为规范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依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以下简称《规

定》）和《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 号，以下简称《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资质申请和许可程序 

  （一）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应依法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公司法人《营业执照》。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492 / 3277 页 

 

  （二）企业申请住房城乡建设部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应按照《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申请程序提出申请。

军队所属企业可由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管理局向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申请。 

  （三）企业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按照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程序提出申请。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在其

门户网站公布有关审批程序。 

  （四）企业申请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按照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程序提出申请。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在其门户网站公布有关审批

程序。 

  （五）企业首次申请或增项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其资质按照最低等级资质核定。 

  企业可以申请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施工劳务资质三个序列的各类别资质，申请资质数量不受限制。 

  （六）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含一级升特级）、资质增项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核查其申请之日起前一年至资

质许可决定作出前有无《规定》第二十三条所列违法违规行为，并将核查结果作为资质许可的依据。 

  （七）企业申请资质升级不受年限限制。 

  （八）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在其门户网站公布企业资质许可结果。 

  （九）资质许可机关对建筑业企业的所有申请、审查等书面材料应当至少保存 5 年。 

  （十）《标准》中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包含的建筑物纠偏和平移、结构补强、特殊设备起重吊装、特种防

雷等工程内容，可由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企业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负责人个人业绩情况，批准相

应的资质内容。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特殊情况，需要增加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的，可参照“特种工

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的条件提出申请，报住房城乡建设部批准后，由提出申请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予以颁

布，并限在本省级行政区域内实施。 

  已取得工程设计综合资质、行业甲级资质，但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可以直接申请相应类别施工总

承包一级资质，企业完成的相应规模工程总承包业绩可以作为其工程业绩申报。工程设计资质与施工总承包资质类

别对照表见附件 4-1。 

  其它工程设计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按照首次申请的要求办理。 

  （十一）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涉及公路、水运、水利、通信、

铁路、民航等方面资质除外）、现场管理人员、技术工人、企业资产的审核，由企业工商注册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负责，其中通过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建筑企业（以下简称“中央建筑企业”）直接申报的，由

中央建筑企业审核；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中央建筑企业将审核结果与企业申报材料一并上报，住房城乡

建设部将审核结果与企业基本信息一并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公示，并组织抽查。 

  （十二）企业发生合并、分立、改制、重组以及跨省变更等事项，企业性质由内资变为外商投资或由外商投

资变为内资的，承继原资质的企业应当同时申请重新核定，并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设工程企业发生重组、合

并、分立等情况资质核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2014]79 号）有关规定办理。 

  二、申报材料有关要求 

  （十三）企业首次申请资质，申请资质升级、增项、延续、简单变更、遗失补办证书，以及发生合并、分立、

改制、重组、跨省变更等事项后申请资质的，分别按照以下有关要求和《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清单》（附件 2）

要求，提交相应材料： 

  1.不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按照首次申请要求提交材料。 

  2.已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同类别高一等级资质的，以及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行业甲级资质

的企业直接申请一级施工总承包资质的，按照升级要求提交材料。 

  3.已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增加其他类别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按照增项要求提交材料。 

  4.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的企业，申请延续证书有效期的，按照延续要求提交材料。 

  5.企业发生合并、分立、改制、重组、跨省变更等事项，企业性质由内资变为外商投资或由外商投资变为内

资的，按《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设工程企业发生重组、合并、分立等情况资质核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20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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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所列情形提交材料。 

  6.企业因企业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本省级区域内）等发生变化需变更资质证书内容的，

按简单变更要求提交材料。 

  7.企业遗失资质证书，需补办资质证书，按照遗失补办要求提交材料。 

  （十四）企业应提交《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附件 1-1）一式一份，附件材料一套。其中涉及公路、水

运、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等方面专业资质的，每涉及一个方面专业，须另增加《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一份、

附件材料一套。 

  （十五）资质受理机关负责核对企业提供的材料原件，核对后退还企业。资质受理机关受理后，申报材料不

得修改更换。 

  （十六）资质许可机关对企业申报材料存疑的，企业应当提供相关材料原件和证明材料，必要时须配合相关

部门进行实地核查。 

  （十七）附件材料应按“综合资料、人员资料、工程业绩资料”的顺序装订，规格为 A4(210mm×297mm)

型纸，并有标明页码的总目录及申报说明，采用软封面封底，逐页编写页码。 

  （十八）企业的申报材料必须使用中文，材料原文是其它文字的，须同时附翻译准确的中文译本。申报材料

必须数据齐全、填表规范、印鉴齐全、字迹清晰，附件材料必须清晰、可辨。 

  （十九）实行电子化申报资质的具体要求另行制定。 

  三、资质证书 

  （二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统一印制。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本

规格为 297mm×420mm（A3）；副本规格为 210mm×297mm(A4)。资质证书增加二维码标识，公众可通过二维码查

询企业资质情况。资质证书实行全国统一编码，由资质证书管理系统自动生成，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码规则见

附件 5。 

  （二十一）每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包括 1 个正本和 1 个副本。同一资质许可机关许可的资质打印在一套

资质证书上；不同资质许可机关做出许可决定后，分别打印资质证书。各级资质许可机关不得增加证书副本数量。 

  （二十二）企业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本省级区域内）等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向资质许

可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二十三）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应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补办。 

  （二十四）企业因变更、升级、注销等原因需要换发或交回资质证书的，企业应将资质证书交原资质许可机

关收回并销毁。 

  （二十五）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证书有效期是指自企业取得本套证书的首个建筑业企业资

质时起算，期间企业除延续、重新核定外，证书有效期不变；重新核定资质的，有效期自核定之日起重新计算（按简

化审批手续办理的除外）。 

  （二十六）资质证书的延续 

  1.企业应于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3 个月前，按原资质申报途径申请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企业净资产和主要

人员满足现有资质标准要求的，经资质许可机关核准，更换有效期 5 年的资质证书，有效期自批准延续之日起计算。 

  2.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3 个月内申请资质延续的，资质受理部门应受理其申请；资质证书有效期届

满之日至批准延续之日内，企业不得承接相应资质范围内的工程。 

  3.企业不再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资质许可机关不批准其相应资质延续，企业可在资质许可结果公布后 3 个

月内申请重新核定低于原资质等级的同类别资质。超过 3 个月仍未提出申请，从最低等级资质申请。 

  4.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企业仍未提出延续申请的，其资质证书自动失效。如需继续开展建筑施工活动，企

业应从最低等级资质重新申请。 

  四、监督管理 

  （二十七）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对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建立信用档案，

制定动态监管办法，按照企业诚信情况实行差别化管理，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建筑业企业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对企业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后，资产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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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是否满足资质标准条件和市场行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核查。 

  （二十八）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含一级升特级）、资质增项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对其既有全部建筑业企业资

质要求的资产和主要人员是否满足标准要求进行检查。 

  （二十九）企业应当接受资质许可机关，以及企业注册所在地、承接工程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三十）对于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将

违法事实、处罚结果或处理建议告知资质许可机关，并逐级上报至住房城乡建设部，同时将处罚结果记入建筑业企业

信用档案，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平台公布。企业工商注册地不在本省区域的，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应通过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告知该企业的资质许可机关。 

  （三十一）对住房城乡建设部许可资质的建筑业企业，需处以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等行

政处罚的，省级及以下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在违法事实查实认定后 30 个工作日

内，应通过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将违法事实、处理建议报送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城乡建

设部依法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三十二）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及时将有关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布，并报上一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备案。 

  五、有关说明和指标解释 

  （三十三）对于原《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 号，以下简称原标准）中被取消的土石方、

混凝土预制构件、电梯安装、金属门窗、预应力、无损检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等 7 个专业承包资质，在相应专业工

程承发包过程中，不再作资质要求。施工总承包企业进行专业工程分包时，应将上述专业工程分包给具有一定技术实

力和管理能力且取得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 

  拆除作业按工程性质由具有相应资质类别的企业承担。 

  专业承包资质修订情况对照表见附件 4-3。 

  （三十四）对于原标准中并入了相应施工总承包资质的高耸构筑物、电信、水工建筑物基础处理、堤防、水

工大坝、水工隧洞、火电设备安装、炉窑、冶炼机电设备安装、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管道、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等

12 个专业承包资质，在相应工程承发包过程中，可按工程性质和规模由具有相应类别和等级的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

业承担。其中，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由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资质的企业承担；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

车站建筑由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资质的企业承担。 

  （三十五）涉及公路、水运、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等方面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资质情况如下： 

  1.涉及公路方面的资质：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资

质、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2.涉及水运方面的资质：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港口与海岸工程专业承包资质、航道工程专业承

包资质、通航建筑物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港航设备安装及水上交管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3.涉及水利方面的资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河湖

整治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4.涉及通信方面的资质：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 

  5.涉及铁路方面的资质：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铁路电务工程专业承包资质、铁路铺轨架梁工程专业承

包资质、铁路电气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6.涉及民航方面的资质：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民航空管工程及机场弱电系统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机

场目视助航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7.涉及多个专业资质：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资质、隧道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核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海洋石油工

程专业承包资质、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资质、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三十六）中央建筑企业是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主业为建筑业或下属一层级企业中建筑

业企业数量较多的企业，具体名单见附件 4-2。 

  中央建筑企业下属一层级企业是指中央建筑企业全资或绝对控股的建筑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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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企业资产 

  1.企业净资产以企业申请资质前一年度或当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中净资产指标为准考核。首次申请资质的，

以企业《营业执照》所载注册资本为准考核；申请多项资质的，企业净资产不累加计算考核，按企业所申请资质和已

拥有资质标准要求的净资产指标最高值考核。 

  2.厂房包括企业自有或租赁的厂房。 

  （三十八）企业主要人员 

  1.企业主要人员包括：注册执业人员、技术职称人员（包括技术负责人）、现场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等 4 类

人员。 

  2.《标准》中所称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是指设区的市级及以上人事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评审的工程系

列专业技术职称。 

  3.现场管理人员是指与企业依法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由企业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并按规定取得省级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颁发的相应岗位证书的人员，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或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可的行业

协会颁发的相应岗位证书的人员。 

  相应岗位证书包括：岗位培训考核合格证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 

  4.技术工人是指与企业依法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由企业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并取得住房城乡建设

部、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认可的机构或建筑业企业颁发的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或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 

  企业以其全资或控股的劳务企业技术工人作为企业主要人员申请施工总承包资质的，技术工人社会保险应

由其全资或绝对控股的劳务企业缴纳。 

  5.企业主要人员应满足 60 周岁及以下且由企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要求。 

  6.企业主要人员在两家及以上企业受聘或注册的，不作为资质标准要求的有效人员考核。 

  7.技术负责人的资历、专业职称、业绩等方面按企业所申请资质的相应标准要求进行考核。企业应按所申请

资质类别明确对应的 1 名专业技术负责人。 

  8.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的“相关专业”按职称证书的岗位专业或毕业证书中所学专业进行考核。 

  其中，结构专业包括：土木工程、工民建、结构、建筑施工、建筑工程等专业。 

  9.企业申请某一类别资质，企业主要人员中每类人员数量、专业、工种均应满足《标准》要求。一个人同时

具有注册证书、技术职称、岗位证书、技术工人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两个及以上的，只能作为一人考

核；但一个人同时拥有注册证书和技术职称的，可同时作为注册人员和技术职称人员考核。 

  10.企业申请多个类别资质，企业主要人员中每类人员数量、专业、工种等应分别满足《标准》要求，每类

人员数量不累加考核。如：企业同时申请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企业只要拥有 150 名中级

工以上技术工人即可分别满足两个类别的技术工人指标要求。 

  一个人具有两个及以上技术职称（注册资格）或专业工种的，可分别考核。如：一个人同时具有建筑工程职

称证书和道路工程毕业证书，可分别作为企业申请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要求的职称人员考核。 

  11.社会保险证明是指社会统筹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出具的基本养老保险对账单或加盖社会统筹保险基金管理

部门公章的单位缴费明细，以及企业缴费凭证（社会保险缴费发票或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明）；社会保险证明应至少体

现以下内容：缴纳保险单位名称、人员姓名、社会保障号（或身份证号）、险种、缴费期限等。社会保险证明中缴费

单位应与申报单位一致，上级公司、子公司、事业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其他单位缴纳或个人缴纳社会保险均不

予认定，分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可以予以认定。 

  12.《标准》中要求×××专业、×××专业注册建造师合计不少于××人，不要求所列专业必须齐全。 

  13.《标准》中对职称人员专业作了限定，且要求专业齐全的，是指申报人员应由具有相应专业的技术职称

人员组成，且每个专业至少有 1 人。如：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标准中要求“建筑工程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人员不少于 30 人，且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等专业齐全”，是指 30 人应当由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等 4 个

专业中级以上有职称人员组成，且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各专业至少有 1 人，其他专业人员不予认可。 

  14.《标准》未对技术职称人员专业作限定，但要求部分专业齐全的，是指要求齐全的专业至少有 1 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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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申报人员专业不作限定。如：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标准中要求“工程序列中级以上职称和注册建造

师合计不少于 15 人，且结构、材料或化工等专业齐全”，是指具有工程序列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或注册建造师数

量或两者之和的数量为 15 人，但其中至少应有 1 名结构专业、1 名材料或化工专业人员，其他人员专业不作要求。 

  15.《标准》中对技术职称人员专业作了限定，且未要求专业齐全的，是指相应专业的申报人员数量达到标

准要求即可，每一类专业人员数量不作要求。如：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标准中要求“水利水电工程相关

专业中级以上职称不少于 60 人”，指具有水利水电工程相关专业人员总数满足 60 人即可，每个专业人数不限，也不

要求所有专业齐全。 

  16.《标准》中现场管理人员岗位证书齐全是指企业申报人员中所要求岗位证书人员至少有 1 人，其他岗位

证书人员数量不作要求。如：机场场道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标准中要求“持有岗位证书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不少于 30

人，且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资料员等人员齐全”，是指持有岗位证书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 30 人中至少

有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资料员各 1 人，其余人员可以是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资料员、

劳务员、造价员、测量员、试验员、标准员、机械员等任意一种人员。 

  17.《标准》中未对技术工人的工种作出要求的，不对技术工人的工种进行考核。 

  18.《标准》中技术负责人（或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的业绩是指作为施工项目经理或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

完成的工程项目。其中，《标准》中考核指标为累计指标的，技术负责人（或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的业绩不做累计

考核。如：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标准中要求“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3 类工程施工，工程质量合格。（1）累计

修建三级以上公路路基 200 公里以上……”，企业申请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时，技术负责人（或注册建造师）

提供的主持完成的个人业绩应当是三级以上公路的路基工程项目即可，长度不作考核。  

  （三十九）技术装备 

  《标准》中明确要求的设备应为企业自有设备，以企业设备购置发票为准进行考核；其中，申请港口与航道

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应提供设备主要性能指标证明、所属权证明和检验合格证明。 

  （四十）企业工程业绩和承包范围 

  1.一项单位工程业绩同时满足多项技术指标的，只作为一项指标考核。《标准》中分别考核累计和单项技术

指标的，同一工程业绩可同时考核，但铁路方面资质除外。 

  2.业绩中要求的“×类中的×类”必须分别满足，不能相互替代。如：建筑工程一级资质标准，要求企业完

成“4 类中的 2 类以上工程”，是指企业完成的工程中，高度、层数、单体面积、跨度等 4 类考核指标中至少应满足

2 类，否则即为业绩不达标。 

  3.企业申请多个类别资质的，工程业绩应当分别满足各类别资质标准条件。 

  4.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作为施工总承包业绩考核。 

  5.企业以施工总承包方式承接的工程，不论该工程是否实行分包，均可作为其施工总承包业绩考核。 

  6.申请专业承包资质的，以企业依法单独承接的专业工程业绩考核。 

  7.施工总承包工程范围包括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配套工程不得单独作为企业申报施工总承包资质工程业绩

考核。 

  8.《标准》中要求的“近 5 年”或“近 10 年”，是指自申请资质年度起逆推 5 年或 10 年期间竣工的工程业

绩。如：申报年度为 2015 年，“近 5 年”的业绩是指 2010 年 1 月 1 日之后竣工（交工）验收合格的项目。超过时限

的代表工程业绩不予认可。 

  9.超越本企业资质承包工程范围的代表工程业绩不予认可。企业以境外承包工程作为代表工程业绩申报的，

不考核其是否超越资质承包工程范围。 

  10.企业申报的工程业绩中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时存在非本企业注册建造师、不具备注册建造师资格、超

越注册建造师执业范围执业、或违反有关规定同时在两个及以上项目担任项目负责人的，企业该项工程业绩不予认

可。 

  11.保密工程不得作为企业代表工程业绩申报。 

  12.单项合同额是指一个承包合同所载合同价。 

  13.建筑工程高度应为从标高正负零算起至檐口的高度。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497 / 3277 页 

 

  14.建筑工程层数是指正负零到檐口之间的楼层数，其中，设备层不计算在内，跃层按单层计算。 

  15.群体建筑（无论基础是否相连）不作为单体建筑面积业绩考核。 

  16.轻钢、网架结构跨度业绩不作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跨度业绩考核。 

  17.企业因负有工程质量、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被降级、吊销资质，或因工程业绩弄虚作假申报资质被通报批

评或撤销资质的，其相应工程业绩不得作为代表工程业绩申报。 

  六、过渡期 

  （四十一）自《规定》施行之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过渡期。 

  （四十二）按原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应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按照《规定》和《标准》及本

实施意见的要求换发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以下简称换证）。对企业资产、主要人员、技术装备符合《标准》要

求的，资质许可机关颁发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旧版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书自行失效。 

  对企业资产、主要人员、技术装备不满足《标准》要求的，资质许可机关不批准其相应资质换证，企业可在

换证结果公布后 3 个月内提出低于原资质等级的同类别资质换证。超过 3 个月仍未提出申请，从最低等级资质申请。 

  企业应按照《规定》的许可程序一次性提出全部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申请，并按照《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

料清单》中换证要求提交相应材料。 

  企业最多只能选择 5 个类别的专业承包资质换证，超过 5 个类别的其他专业承包资质按资质增项要求提出

申请。 

  （四十三）按原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含一级升特级）、资质增项的，既有全部

建筑业企业资质应当按第四十二条规定同时申请资质换证。 

  （四十四）按原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原则上可申请《标准》中同类别同等级资质换证，其中： 

  1.按原标准取得预拌商品混凝土、园林古建筑、机电设备安装、机场空管工程及航站楼弱电系统、附着升降

脚手架、送变电工程等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标准》中名称变更后的相应专业承包资质换证。 

  2.按原标准取得建筑防水、防腐保温、建筑智能化、电子、港口装卸设备安装、通航设备安装、水上交通管

制工程等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标准》中合并后的专业承包资质换证。     

  3.按原标准取得高耸构筑物、电信工程、水工建筑物基础处理、堤防、水工大坝、水工隧洞、火电设备安装、

炉窑、冶炼机电设备安装、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管道工程等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标准》中 1 项低于原

资质等级并入的相应类别施工总承包资质换证；其中，按原标准取得堤防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也可申请不高于

原资质等级的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换证。 

  4.按原标准取得轨道交通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申请一级及以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换

证。     

  5.按原标准取得建筑防水、防腐保温、建筑智能化、电子、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等三级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

可申请《标准》中相应二级专业承包资质换证；按原标准取得建筑防水工程二级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防水防

腐保温工程一级专业承包资质换证。 

  6.按原标准取得公路交通工程、水上交通管制工程等不分等级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标准》中相应

一级专业承包资质换证。 

  7.按原标准取得模板作业分包、脚手架作业分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标准》中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换

证。 

  （四十五）过渡期内，按原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原则上按照《标准》对应的资质类别及等级的承

包工程范围承接工程，其中： 

  1.按原标准取得被合并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按照《标准》中合并后的专业承包资质承包范围承接工程。 

  2.按原标准取得被并入相应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专业承包资质企业，仍可在其专业承包资质许可范围内承接工

程。 

  3.按原标准取得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仍可在其专业承包资质许可范围内承接相应工程。   

  4.按原标准取得建筑防水工程二级、三级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分别按《标准》中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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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专业承包资质承包范围承接工程。 

  5.按原标准取得劳务分包资质的企业，按《标准》中施工劳务资质承包范围承接劳务作业，不再划分类别和

等级。按原标准取得模板作业分包、脚手架作业分包资质的企业，在承接业务时只能签订劳务分包合同。 

  （四十六）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实施建筑业企业资质动态监管时，对按原标准取得建

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按《规定》和原标准进行动态监管；对按《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按《规定》和

《标准》进行动态监管。 

  七、其他 

  （四十七）企业申请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仍按《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建市[2007]72 号）和《施

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实施办法》（建市[2010]210 号）有关规定执行，其中，《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

承包范围第 4 条改为“取得特级资质的企业，限承担施工单项合同额 6000 万元以上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

特级资质标准》中“房屋建筑”改为“建筑”，“冶炼”改为“冶金”。 

  （四十八）企业申请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仍按《关于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管理

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城[2007]250 号）有关规定执行。 

  （四十九）本实施意见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007 年 10 月 18 日原建设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实施意见》（建市[2007]241 号）同时废止。 

    

附件：1-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 

   1-2.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变更、遗失补办申请审核表 

   2.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清单 

   3.技术负责人（或注册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4-1.工程设计资质与施工总承包资质类别对照表 

   4-2.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建筑企业名单 

   4-3.专业承包资质修订情况对照表 

   5.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码规则       

 

 

4.8.23）《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02 号 2001 年 8 月 23 日，建设部令第 158 号 2007 年 6 月

26 日修改，建设部令第 22 号修改，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http://www.gxzj.com.cn/news.aspx?id=625 （2001） 

http://www.hnsn.gov.cn/display.asp?id=13492  (2001)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7/10/content_678616.htm  （2007）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gsgg/417796/index.shtml  （2007） 

http://www.sqjsj.gov.cn/ReadNews.asp?NewsID=43651  (2015)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02 号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经 2001 年 8 月 23 日建设部第 47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 

部长 俞正声 

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城市房屋权属管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房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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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范围内的房屋权属登记。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房屋权属登记，是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代表政府对房屋所有权以及由上述权利产生的

抵押权、典权等房屋他项权利进行登记，并依法确认房屋产权归属关系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房屋权利人（以下简称权利人），是指依法享有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房地产他项权利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 

  本办法所称房屋权利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是指已获得了房屋并提出房屋登记申请，但尚未取得房屋

所有权证书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 

  第四条国家实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 

  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到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登记机关）申请房屋权

属登记，领取房屋权属证书。 

  第五条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唯一合法

凭证。 

  依法登记的房屋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六条房屋权属登记应当遵循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 

  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房产管理和土地管理工作的，可以制作、颁发统一的房

地产权证书，依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将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确认和变更，

分别载入房地产权证书。房地产权证书的式样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工作。 

  房屋权属登记 

  第九条房屋权属登记分为： 

  （一）总登记； 

  （二）初始登记； 

  （三）转移登记； 

  （四）变更登记； 

  （五）他项权利登记； 

  （六）注销登记。 

  第十条房屋权属登记依以下程序进行： 

  （一）受理登记申请； 

  （二）权属审核； 

  （三）公告； 

  （四）核准登记，颁发房屋权属证书。 

  本条第（三）项适用于登记机关认为有必要进行公告的登记。 

  第十一条房屋权属登记由权利人（申请人）申请。权利人（申请人）为法人、其他组织的，应当使用其法定

名称，由其法定代表人申请； 

  权利人（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使用其身份证件上的姓名。 

  共有的房屋，由共有人共同申请。 

  房屋他项权利登记，由权利人和他项权利人共同申请。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直管的公房由登记机关直接代为登记。 

  第十二条权利人（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权属登记。 

  第十三条权利人（申请人）申请登记时，应当向登记机关交验单位或者相关人的有效证件。 

  代理人申请登记时，除向登记机关交验代理人的有效证件外，还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权利人（申请人）的书

面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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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总登记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在一定期限内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进行统一的权

属登记。 

  登记机关认为需要时，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权属证书进行验证或者

换证。 

  凡列入总登记、验证或者换证范围，无论权利人以往是否领取房屋权属证书，权属状况有无变化，均应当在

规定的期限内办理登记。 

  总登记、验证、换证的期限，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五条总登记、验证、换证应当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规定期限开始之日 30 日前发布公告。 

  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登记、验证、换证的区域； 

  （二）申请期限； 

  （三）当事人应当提交的有关证件； 

  （四）受理申请地点； 

  （五）其他应当公告的事项。 

  第十六条新建的房屋，申请人应当在房屋竣工后的 3 个月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并应当

提交用地证明文件或者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房屋竣工验收资料

以及其他有关的证明文件。 

  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转为国有土地上的房屋，申请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向登记机关提交用地证明

等有关文件，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 

  第十七条因房屋买卖、交换、赠与、继承、划拨、转让、分割、合并、裁决等原因致使其权属发生转移的，

当事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90 日内申请转移登记。 

  申请转移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以及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 

  第十八条权利人名称变更和房屋现状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权利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申请变更

登记： 

  （一）房屋坐落的街道、门牌号或者房屋名称发生变更的； 

  （二）房屋面积增加或者减少的； 

  （三）房屋翻建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申请变更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以及相关的证明文件。 

  第十九条设定房屋抵押权、典权等他项权利的，权利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申请他项权利登记。 

  申请房屋他项权利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设定房屋抵押权、典权等他项权利的合同书以及相

关的证明文件。 

  第二十条房屋所有权登记应当按照权属单元以房屋的门牌号、幢、套（间）以及有具体权属界限的部分为基

本单元进行登记。 

  第二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机关依法直接代为登记，不颁发房屋权属证书： 

  （一）依法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代管的房屋； 

  （二）无人主张权利的房屋；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权利人（申请人）申请可以准予暂缓登记： 

  （一）因正当理由不能按期提交证明材料的； 

  （二）按照规定需要补办手续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准予暂缓登记的。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应当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 

  （一）属于违章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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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属于临时建筑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四条因房屋灭失、土地使用年限届满、他项权利终止等，权利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申请

注销登记。 

  申请注销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原房屋权属证书、他项权利证书，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 

  第二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有权注销房屋权属证书： 

  （一）申报不实的； 

  （二）涂改房屋权属证书的； 

  （三）房屋权利灭失，而权利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房屋权属注销登记的； 

  （四）因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工作失误造成房屋权属登记不实的。 

  注销房屋权属证书，登记机关应当作出书面决定，送达当事人，并收回原发放的房屋权属证书或者公告原房

屋权属证书作废。 

  第二十六条登记机关自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 7 日内应当决定是否予以登记，对暂缓登记、不予登记的，应

当书面通知权利人（申请人）。 

  第二十七条登记机关应当对权利人（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凡权属清楚、产权来源资料齐全的，初始登

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他项权利登记应当在受理登记后的 30 日内核准登记，并颁发房屋权属证书；注销登记应

当在受理登记后的 15 日内核准注销，并注销房屋权属证书。 

  第二十八条房屋权属登记，权利人（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交纳登记费和权属证书工本费。 

  登记费的收取办法和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在国家统一制定的办法和标准颁布之前，按照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办法和标准执行。 

  第二十九条权利人（申请人）逾期申请房屋权属登记的，登记机关可以按照规定登记费的 3 倍以下收取登

记费。 

  第三十条从事房屋权属登记的工作人员必须经过业务培训，持证上岗。 

  房屋权属证书 

  第三十一条房屋权属证书包括《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共有权证》、《房屋他项权证》或者《房地产权证》、

《房地产共有权证》、《房地产他项权证》。 

  第三十二条共有的房屋，由权利人推举的持证人收执房屋所有权证书。其余共有人各执房屋共有权证书 1

份。 

  房屋共有权证书与房屋所有权证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三十三条房屋他项权证书由他项权利人收执。他项权利人依法凭证行使他项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三十四条《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共有权证》、《房屋他项权证》的式样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

定。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制，市、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 

  第三十五条房屋权属证书破损，经登记机关查验需换领的，予以换证。房屋权属证书遗失的，权利人应当及

时登报声明作废，并向登记机关申请补发，由登记机关作出补发公告，经 6 个月无异议的，予以补发。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以虚报、瞒报房屋权属情况等非法手段获得房屋权属证书的，由登记机关收回其房屋权属证书

或者公告其房屋权属证书作废，并可对当事人处以 1 千元以下罚款。 

  涂改、伪造房屋权属证书的，其证书无效，登记机关可对当事人处以 1 千元以下罚款。 

  非法印制房屋权属证书的，登记机关应当没收其非法印制的房屋权属证书，并可对当事人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因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工作过失导致登记不当，致使权利人受到经济损失的，登记机关对当事人

的直接经济损失负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滥用职权、超越管辖范围颁发房屋权属

证书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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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则 

  第三十九条本办法第二条规定范围外的房屋权属登记，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一条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本办法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58 号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于 2006 年 12 月 11 日经建设部第 112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

自 2007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范建设工程监理活动，维护建筑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监理活动，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实施对工程监理企业资

质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从事建设工程监理活动的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并在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工程监理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

信息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相关资质类别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配合同级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相关资质类别工程监理企业资

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工程监理行业组织应当加强工程监理行业自律管理。 

  鼓励工程监理企业加入工程监理行业组织。 

第二章 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 

  第六条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分为综合资质、专业资质和事务所资质。其中，专业资质按照工程性质和技术特

点划分为若干工程类别。 

  综合资质、事务所资质不分级别。专业资质分为甲级、乙级；其中，房屋建筑、水利水电、公路和市政公用

专业资质可设立丙级。 

  第七条 工程监理企业的资质等级标准如下： 

  （一）综合资质标准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不少于 600 万元。 

  2、企业技术负责人应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 15 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或者具有工程类高级

职称。 

  3、具有 5 个以上工程类别的专业甲级工程监理资质。 

  4、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少于 60 人，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5 人，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

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其它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合计不少于 1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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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企业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6、企业具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7、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本规定第十六条禁止的行为。 

  8、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9、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两

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二）专业资质标准 

  1、甲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不少于 300 万元。 

  （2）企业技术负责人应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 15 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或者具有工程类高

级职称。 

  （3）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其

它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合计不少于 25 人次；其中，相应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少于《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

配备表》（附表 1）中要求配备的人数，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2 人。 

  （4）企业近 2 年内独立监理过 3 个以上相应专业的二级工程项目，但是，具有甲级设计资质或一级及以上

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申请本专业工程类别甲级资质的除外。 

  （5）企业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6）企业具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7）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本规定第十六条禁止的行为。 

  （8）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9）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

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2、乙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 万元。 

  （2）企业技术负责人应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 

  （3）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其

它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合计不少于 15 人次。其中，相应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少于《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

配备表》（附表 1）中要求配备的人数，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1 人。 

  （4）有较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5）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6）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本规定第十六条禁止的行为。 

  （7）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8）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

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3、丙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不少于 50 万元。 

  （2）企业技术负责人应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 8 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 

  （3）相应专业的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少于《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配备表》（附表 1）中要求配备的人

数。 

  （4）有必要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 

  （5）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三）事务所资质标准 

  1、取得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具有书面合作协议书。 

  2、合伙人中有 3 名以上注册监理工程师，合伙人均有 5 年以上从事建设工程监理的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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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4、有必要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 

  5、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第八条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相应许可的业务范围如下： 

  （一）综合资质 

  可以承担所有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 

  （二）专业资质 

  1、专业甲级资质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附表 2）。 

  2、专业乙级资质：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二级以下（含二级）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附表 2）。 

  3、专业丙级资质：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三级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附表 2）。 

  （三）事务所资质 

  可承担三级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附表 2），但是，国家规定必须实行强制监理的工程除外。 

  工程监理企业可以开展相应类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业务。 

第三章 资质申请和审批 

  第九条 申请综合资质、专业甲级资质的，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初审完毕，并将初审意见和申请

材料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审

查，公示审查意见，公示时间为 10 日。其中，涉及铁路、交通、水利、通信、民航等专业工程监理资质的，由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核。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在 20 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报国务院建设主管

部门。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根据初审意见审批。 

  第十条 专业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审批。 

  专业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许可。延续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

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定报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每套资质证书包括一本正本，四本副本。正、副本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的有效期为 5 年。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并发放。 

  第十二条 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一式三份）及相应电子文档； 

  （二）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三）企业章程或合伙人协议；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工作简历及任命（聘用）文件； 

  （五）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监理工程师及其他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执业证书； 

  （六）有关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技术和档案等管理制度的证明材料； 

  （七）有关工程试验检测设备的证明材料。 

  取得专业资质的企业申请晋升专业资质等级或者取得专业甲级资质的企业申请综合资质的，除前款规定的

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企业原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企业《监理业务手册》及近两年已完成代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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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理合同、监理规划、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及监理工作总结。 

  第十三条 资质有效期届满，工程监理企业需要继续从事工程监理活动的，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向原资质许可机关申请办理延续手续。 

  对在资质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记录，且专业技术人员满足资

质标准要求的企业，经资质许可机关同意，有效期延续 5 年。 

  第十四条 工程监理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名称、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涉及综合资质、专业甲级资质证书中企业名称变更的，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并自受理申请之日

起 3 日内办理变更手续。 

  前款规定以外的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理。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 日内办理变更手续，并在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后 15 日内将

变更结果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申请资质证书变更，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资质证书变更的申请报告；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三）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 

  工程监理企业改制的，除前款规定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股东大会关于企业改制或股权

变更的决议、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关于企业申请改制的批复文件。 

  第十六条 工程监理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与建设单位串通投标或者与其他工程监理企业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 

  （二）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 

  （三）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 

  （四）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或以其他企业名义承揽监理业务； 

  （五）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六）将承揽的监理业务转包； 

  （七）在监理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 

  （八）涂改、伪造、出借、转让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 

  （九）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七条 工程监理企业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工程监理企业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的资

质等级，但应当符合相应的资质等级条件。 

  工程监理企业分立的，分立后企业的资质等级，根据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按照本规定的审批程序核定。 

  第十八条 企业需增补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的（含增加、更换、遗失补办），应当持资质证书增补申请及

电子文档等材料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办理。遗失资质证书的，在申请补办前应当在公众媒体刊登遗失声明。资质许可

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 日内予以办理。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加强对工

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建设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有关工程监理业务的文

档，有关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及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建设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并出示执法证件，不得妨

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谋取其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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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监督检查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二条 工程监理企业违法从事工程监理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处理建议及时报告该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许可机关。 

  第二十三条 工程监理企业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资质许可机关根据利害关

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撤回其资质。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

以撤销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的； 

  （三）违反资质审批程序作出准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资质证书的其他情形。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程监理企业应当及时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注销资质的申请，交回资质

证书，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办理注销手续，公告其资质证书作废： 

  （一）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依法申请延续的； 

  （二）工程监理企业依法终止的； 

  （三）工程监理企业资质依法被撤销、撤回或吊销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六条 工程监理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工程监理企业的信

用档案信息。 

  工程监理企业的信用档案应当包括基本情况、业绩、工程质量和安全、合同违约等情况。被投诉举报和处

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工程监理企业的信用档案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公众有权查阅。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受理或

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第二十八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第二十九条 工程监理企业有本规定第十六条第七项、第八项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工程监理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责令限期办理；逾

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工程监理企业未按照本规定要求提供工程监理企业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工程监理企业行政处罚的，应当将行政处罚决

定以及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本规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的； 

  （二）对符合本规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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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07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2001 年 8 月 29 日建设部颁布的《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建设部令第 102 号）同时废止。 

  附件：1．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配备表 

     2．专业工程类别和等级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58 号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于 2006年 12月 11日经建设部第 112次常务会议讨论通

过，现予发布，自 2007年 8月 1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范建设工程监理活动，维护建筑市场秩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监理活动，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实施对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从事建设工程监理活动的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并在工

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工程监理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铁

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相关资质类别工程

监理企业资质的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统一监

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配合同级建设主

管部门实施相关资质类别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工程监理行业组织应当加强工程监理行业自律管理。 

  鼓励工程监理企业加入工程监理行业组织。 

第二章 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 

  第六条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分为综合资质、专业资质和事务所资质。其中，专业资质按照

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划分为若干工程类别。 

  综合资质、事务所资质不分级别。专业资质分为甲级、乙级；其中，房屋建筑、水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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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公路和市政公用专业资质可设立丙级。 

  第七条 工程监理企业的资质等级标准如下： 

  （一）综合资质标准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不少于 600万元。 

  2、企业技术负责人应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 15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或者

具有工程类高级职称。 

  3、具有 5个以上工程类别的专业甲级工程监理资质。 

  4、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少于 60人，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5人，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

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其它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合计不少于 15人次。 

  5、企业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6、企业具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7、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本规定第十六条禁止的行为。 

  8、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9、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

事故或者发生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二）专业资质标准 

  1、甲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不少于 300万元。 

  （2）企业技术负责人应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 15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或

者具有工程类高级职称。 

  （3）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

构工程师或者其它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合计不少于 25人次；其中，相应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不

少于《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配备表》（附表 1）中要求配备的人数，注册造价工程师不

少于 2 人。 

  （4）企业近 2年内独立监理过 3 个以上相应专业的二级工程项目，但是，具有甲级设计资

质或一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申请本专业工程类别甲级资质的除外。 

  （5）企业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6）企业具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7）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本规定第十六条禁止的行为。 

  （8）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9）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

全事故或者发生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2、乙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万元。 

  （2）企业技术负责人应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 10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 

  （3）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

构工程师或者其它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合计不少于 15人次。其中，相应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不

少于《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配备表》（附表 1）中要求配备的人数，注册造价工程师不

少于 1 人。 

  （4）有较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5）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6）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本规定第十六条禁止的行为。 

  （7）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8）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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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事故或者发生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3、丙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不少于 50万元。 

  （2）企业技术负责人应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 8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 

  （3）相应专业的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少于《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配备表》（附表

1）中要求配备的人数。 

  （4）有必要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 

  （5）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三）事务所资质标准 

  1、取得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具有书面合作协议书。 

  2、合伙人中有 3名以上注册监理工程师，合伙人均有 5年以上从事建设工程监理的工作经

历。 

  3、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4、有必要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 

  5、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第八条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相应许可的业务范围如下： 

  （一）综合资质 

  可以承担所有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 

  （二）专业资质 

  1、专业甲级资质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附表 2）。 

  2、专业乙级资质：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二级以下（含二级）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附表 2）。 

  3、专业丙级资质：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三级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附表 2）。 

  （三）事务所资质 

  可承担三级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附表 2），但是，国家规定必须实行强制监理

的工程除外。 

  工程监理企业可以开展相应类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业务。 

第三章 资质申请和审批 

  第九条 申请综合资质、专业甲级资质的，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日内初审完毕，并将

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受理申请材料之日

起 60 日内完成审查，公示审查意见，公示时间为 10日。其中，涉及铁路、交通、水利、通

信、民航等专业工程监理资质的，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核。国务院有关

部门应当在 20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根据

初审意见审批。 

  第十条 专业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审批。 

  专业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许可。延续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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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日内，将准予资质许

可的决定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每套资质证书包括一本正本，四本副

本。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的有效期为 5 年。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并发放。 

  第十二条 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一式三份）及相应电子文档； 

  （二）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三）企业章程或合伙人协议；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工作简历及任命（聘用）

文件； 

  （五）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监理工程师及其他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执业证

书； 

  （六）有关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技术和档案等管理制度的证明材料； 

  （七）有关工程试验检测设备的证明材料。 

  取得专业资质的企业申请晋升专业资质等级或者取得专业甲级资质的企业申请综合资质

的，除前款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企业原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企业

《监理业务手册》及近两年已完成代表工程的监理合同、监理规划、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及监理

工作总结。 

  第十三条 资质有效期届满，工程监理企业需要继续从事工程监理活动的，应当在资质证

书有效期届满 60日前，向原资质许可机关申请办理延续手续。 

  对在资质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记录，且专

业技术人员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经资质许可机关同意，有效期延续 5年。 

  第十四条 工程监理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名称、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发生

变更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日内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涉及综合资质、专业甲级资质证书中企业名称变更的，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理，

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日内办理变更手续。 

  前款规定以外的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

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日内办理变更手续，

并在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后 15日内将变更结果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申请资质证书变更，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资质证书变更的申请报告；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三）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 

  工程监理企业改制的，除前款规定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股东大会关于

企业改制或股权变更的决议、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关于企业申请改制的批复文件。 

  第十六条 工程监理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与建设单位串通投标或者与其他工程监理企业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 

  （二）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 

  （三）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 

  （四）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或以其他企业名义承揽监理业务； 

  （五）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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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将承揽的监理业务转包； 

  （七）在监理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 

  （八）涂改、伪造、出借、转让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 

  （九）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七条 工程监理企业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工程监理企业可以承继合并前

各方中较高的资质等级，但应当符合相应的资质等级条件。 

  工程监理企业分立的，分立后企业的资质等级，根据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按照本规定的

审批程序核定。 

  第十八条 企业需增补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的（含增加、更换、遗失补办），应当持资

质证书增补申请及电子文档等材料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办理。遗失资质证书的，在申请补办前

应当在公众媒体刊登遗失声明。资质许可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日内予以办理。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

规定，加强对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建设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有关

工程监理业务的文档，有关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及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建设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并出示

执法证件，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监督检查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二条 工程监理企业违法从事工程监理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处理建议及时报告该工程监理

企业资质的许可机关。 

  第二十三条 工程监理企业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资质许可

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撤回其资

质。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

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的； 

  （三）违反资质审批程序作出准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资质证书的其他情形。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程监理企业应当及时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注销资质的

申请，交回资质证书，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办理注销手续，公告其资质证书作废： 

  （一）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依法申请延续的； 

  （二）工程监理企业依法终止的； 

  （三）工程监理企业资质依法被撤销、撤回或吊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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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六条 工程监理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

工程监理企业的信用档案信息。 

  工程监理企业的信用档案应当包括基本情况、业绩、工程质量和安全、合同违约等情况。

被投诉举报和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工程监理企业的信用档案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公众有权查阅。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资质许可

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 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

质。 

  第二十八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第二十九条 工程监理企业有本规定第十六条第七项、第八项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并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工程监理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

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 千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工程监理企业未按照本规定要求提供工程监理企业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工程监理企业行政处罚的，应

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以及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本规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的； 

  （二）对符合本规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07年 8 月 1日起施行。2001年 8月 29 日建设部颁布的《工程监

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02 号）同时废止。 

  附件：1．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配备表 

     2．专业工程类别和等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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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配备表 

                              （单位：人）  

序号 工程类别 甲级 乙级 丙级 

1 房屋建筑工程 15 10 5 

2 冶炼工程 15 10   

3 矿山工程 20 12   

4 化工石油工程 15 10   

5 水利水电工程 20 12 5 

6 电力工程 15 10   

7 农林工程 15 10   

8 铁路工程 23 14   

9 公路工程 20 12 5 

10 港口与航道工程 20 12   

11 航天航空工程 20 12   

12 通信工程 20 12   

13 市政公用工程 15 10 5 

14 机电安装工程 15 10   

  注：表中各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配备是指企业取得本专业工程类别注册的注册监

理工程师人数。  

附表 2 

专业工程类别和等级表 

序

号 
工程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 

房屋 

建筑 

工程 

一般公共建

筑 

28 层以上；36 米跨度以

上（轻钢结构除外）；单

项工程建筑面积 3 万平方

米以上 

14—28层；24—36 米跨

度（轻钢结构除外）；单

项工程建筑面积 1 万—3

万平方米 

14 层以下；24 米跨

度以下（轻钢结构除

外）；单项工程建筑

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下 

高耸构筑工

程 
高度 120米以上 高度 70—120米 高度 70 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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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工程 

小区建筑面积 12万平方

米以上；单项工程 28 层

以上 

建筑面积 6 万—12 万平方

米；单项工程 14—28 层 

建筑面积 6 万平方米

以下；单项工程 14

层以下 

二 
冶炼 

工程 

钢铁冶炼、

连铸工程 

年产 100万吨以上；单座

高炉炉容 1250 立方米以

上；单座公称容量转炉

100吨以上；电炉 50 吨以

上；连铸年产 100 万吨以

上或板坯连铸单机 1450

毫米以上 

年产 100万吨以下；单座

高炉炉容 1250 立方米以

下；单座公称容量转炉

100吨以下；电炉 50 吨以

下；连铸年产 100 万吨以

下或板坯连铸单机 1450

毫米以下 

  

轧钢工程 

热轧年产 100 万吨以上，

装备连续、半连续轧机；

冷轧带板年产 100 万吨以

上，冷轧线材年产 30 万

吨以上或装备连续、半连

续轧机。 

热轧年产 100万吨以下，

装备连续、半连续轧机；

冷轧带板年产 100 万吨以

下，冷轧线材年产 30 万

吨以下或装备连续、半连

续轧机 

  

冶炼辅助工

程 

炼焦工程年产 50万吨以

上或炭化室高度 4．3 米

以上；单台烧结机 100平

方米以上；小时制氧 300

立方米以上 

炼焦工程年产 50万吨以

下或炭化室高度 4．3 米

以下；单台烧结机 100 平

方米以下：小时制氧 300

立方米以下 

  

有色冶炼工

程 

有色冶炼年产 10万吨以

上；有色金属加工年产 5

万吨以上；氧化铝工程 40

万吨以上 

有色冶炼年产 10万吨以

下；有色金属加工年产 5

万吨以下；氧化铝工程 40

万吨以下 

  

建材工程 

水泥日产 2000 吨以上；

浮化玻璃日熔量 400 吨以

上；池窑拉丝玻璃纤维、

特种纤维；特种陶瓷生产

线工程 

水泥日产 2000 吨以下：

浮化玻璃日熔量 400 吨以

下；普通玻璃生产线；组

合炉拉丝玻璃纤维；非金

属材料、玻璃钢、耐火材

料、建筑及卫生陶瓷厂工

程 

  

三 
矿山 

工程 

煤矿工程 

年产 120万吨以上的井工

矿工程；年产 120 万吨以

上的洗选煤工程；深度

800米以上的立井井筒工

程；年产 400 万吨以上的

露天矿山工程 

年产 120万吨以下的井工

矿工程；年产 120 万吨以

下的洗选煤工程；深度

800米以下的立井井筒工

程：年产 400万吨以下的

露天矿山工程 

  

冶金矿山工

程 

年产 100万吨以上的黑色

矿山采选工程；年产 100

万吨以上的有色砂矿采、

年产 100万吨以下的黑色

矿山采选工程；年产 100

万吨以下的有色砂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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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工程；年产 60万吨以

上的有色脉矿采、选工程 

选工程；年产 60万吨以

下的有色脉矿采、选工程 

化工矿山工

程 

年产 60 万吨以上的磷

矿、硫铁矿工程 

年产 60 万吨以下的磷

矿、硫铁矿工程 
  

铀矿工程 

年产 10 万吨以上的铀

矿；年产 200 吨以上的铀

选冶 

年产 10 万吨以下的铀

矿；年产 200吨以下的铀

选冶 
  

建材类非金

属矿工程 

年产 70 万吨以上的石灰

石矿；年产 30 万吨以上

的石膏矿、石英砂岩矿 

年产 70 万吨以下的石灰

石矿；年产 30 万吨以下

的石膏矿、石英砂岩矿 
  

四 

化工 

石油 

工程 

油田工程 

原油处理能力 150 万吨/

年以上、天然气处理能力

150万方/天以上、产能

50 万吨以上及配套设施 

原油处理能力 150 万吨/

年以下、天然气处理能力

150万方/天以下、产能

50 万吨以下及配套设施 

  

油气储运工

程 

压力容器 8MPa 以上；油

气储罐 10 万立方米/台以

上；长输管道 120 千米以

上 

压力容器 8MPa 以下；油

气储罐 10 万立方米/台以

下；长输管道 120 千米以

下 

  

炼油化工工

程 

原油处理能力在 500 万吨

/年以上的一次加工及相

应二次加工装置和后加工

装置 

原油处理能力在 500 万吨

/年以下的一次加工及相

应二次加工装置和后加工

装置 

  

基本原材料

工程 

年产 30 万吨以上的乙烯

工程；年产 4万吨以上的

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及塑

料和化纤工程 

年产 30 万吨以下的乙烯

工程；年产 4万吨以下的

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及塑

料和化纤工程 

  

化肥工程 

年产 20 万吨以上合成氨

及相应后加工装置；年产

24 万吨以上磷氨工程 

年产 20 万吨以下合成氨

及相应后加工装置；年产

24 万吨以下磷氨工程 
  

酸碱工程 

年产硫酸 16 万吨以上；

年产烧碱 8 万吨以上；年

产纯碱 40 万吨以上 

年产硫酸 16万吨以下；

年产烧碱 8 万吨以下；年

产纯碱 40 万吨以下 
  

轮胎工程 年产 30 万套以上 年产 30 万套以下   

核化工及加

工工程 

年产 1000 吨以上的铀转

换化工工程；年产 100吨

以上的铀浓缩工程；总投

资 10亿元以上的乏燃料

后处理工程；年产 200吨

以上的燃料元件加工工

程；总投资 5000万元以

年产 1000 吨以下的铀转

换化工工程；年产 100 吨

以下的铀浓缩工程；总投

资 10亿元以下的乏燃料

后处理工程；年产 200 吨

以下的燃料元件加工工

程；总投资 5000万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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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核技术及同位素应用

工程 

下的核技术及同位素应用

工程 

医药及其它

化工工程 
总投资 1亿元以上 总投资 1亿元以下   

五 

水利 

水电 

工程 

水库工程 总库容 1亿立方米以上 
  总库容 1千万—1 亿

立方米 

总库容 1千万立方米

以下 

水力发电站

工程 
总装机容量 300MW 以上 总装机容量 50MW—300MW 

总装机容量 50MW以

下 

其它水利工

程 

引调水堤防等级 1 级；灌

溉排涝流量 5立方米/秒

以上；河道整治面积 30

万亩以上；城市防洪城市

人口 50 万人以上；围垦

面积 5 万亩以上；水土保

持综合治理面积 1000 平

方公里以上 

引调水堤防等级 2、3

级；灌溉排涝流量 0．5—

5 立方米/秒；河道整治面

积 3 万—30万亩；城市防

洪城市人口 20 万—50 万

人；围垦面积 0．5 万—5

万亩；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面积 100—1000 平方公里 

引调水堤防等级 4、5

级；灌溉排涝流量

0．5 立方米/秒以

下；河道整治面积 3

万亩以下；城市防洪

城市人口 20万人以

下；围垦面积 0．5

万亩以下；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面积 100 平

方公里以下 

六 
电力 

工程 

火力发电站

工程 
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以上 单机容量 30万千瓦以下   

输变电工程 330千伏以上 330千伏以下   

核电工程 核电站；核反应堆工程     

七 
农林 

工程 

林业局

（场）总体

工程 

面积 35 万公顷以上 面积 35 万公顷以下   

林产工业工

程 
总投资 5000万元以上 总投资 5000万元以下   

农业综合开

发工程 
总投资 3000万元以上 总投资 3000万元以下   

种植业工程 
2 万亩以上或总投资 1500

万元以上； 

2 万亩以下或总投资 1500

万元以下 
  

兽医/畜牧工

程 
总投资 1500万元以上 总投资 1500万元以下   

渔业工程 

渔港工程总投资 3000 万

元以上；水产养殖等其他

工程总投资 1500万元以

上 

渔港工程总投资 3000 万

元以下；水产养殖等其他

工程总投资 1500万元以

下 

  

设施农业工

程 

设施园艺工程 1 公顷以

上；农产品加工等其他工

程总投资 1500 万元以上 

设施园艺工程 1 公顷以

下；农产品加工等其他工

程总投资 1500 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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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设施退役

及放射性三

废处理处置

工程 

总投资 5000万元以上 总投资 5000万元以下   

八 
铁路 

工程 

铁路综合工

程 

新建、改建一级干线；单

线铁路 40 千米以上；双

线 30千米以上及枢纽 

单线铁路 40千米以下；

双线 30 千米以下；二级

干线及站线；专用线、专

用铁路 

  

铁路桥梁工

程  
桥长 500米以上 桥长 500米以下   

铁路隧道工

程 

单线 3000 米以上；双线

1500 米以上 

单线 3000 米以下；双线

1500 米以下 
  

铁路通信、

信号、电力

电气化工程 

新建、改建铁路（含枢

纽、配、变电所、分区

亭）单双线 200 千米及以

上 

新建、改建铁路（不含枢

纽、配、变电所、分区

亭）单双线 200 千米及以

下 

  

九 
公路 

工程 

公路工程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路基工程及一级

公路 

一级公路路基工程及

二级以下各级公路 

公路桥梁工

程 

独立大桥工程；特大桥总

长 1000 米以上或单跨跨

径 150 米以上 

大桥、中桥桥梁总长 30—

1000 米或单跨跨径 20—

150米 

小桥总长 30米以下

或单跨跨径 20 米以

下；涵洞工程 

公路隧道工

程 
隧道长度 1000 米以上 隧道长度 500—1000米 隧道长度 500米以下 

其它工程 

通讯、监控、收费等机电

工程，高速公路交通安全

设施、环保工程和沿线附

属设施 

一级公路交通安全设施、

环保工程和沿线附属设施 

二级及以下公路交通

安全设施、环保工程

和沿线附属设施 

十 

港口

与航

道工

程 

港口工程 

集装箱、件杂、多用途等

沿海港口工程 20000吨级

以上；散货、原油沿海港

口工程 30000 吨级以上；

1000 吨级以上内河港口工

程 

集装箱、件杂、多用途等

沿海港口工程 20000吨级

以下；散货、原油沿海港

口工程 30000吨级以下；

1000 吨级以下内河港口工

程 

  

通航建筑与

整治工程 
1000 吨级以上 1000 吨级以下   

航道工程 

通航 30000 吨级以上船舶

沿海复杂航道；通航 1000

吨级以上船舶的内河航运

工程项目 

通航 30000 吨级以下船舶

沿海航道；通航 1000 吨

级以下船舶的内河航运工

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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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造船水工

工程 

10000 吨位以上的船坞工

程；船体重量 5000 吨位

以上的船台、滑道工程 

10000 吨位以下的船坞工

程；船体重量 5000 吨位

以下的船台、滑道工程 
  

防波堤、导

流堤等水工

工程 

最大水深 6 米以上 最大水深 6 米以下   

其它水运工

程项目 

建安工程费 6000万元以

上的沿海水运工程项目：

建安工程费 4000万元以

上的内河水运工程项目 

建安工程费 6000万元以

下的沿海水运工程项目；

建安工程费 4000万元以

下的内河水运工程项目 

  

十

一 

航天

航空

工程 

民用机场工

程 

飞行区指标为 4E及以上

及其配套工程 

飞行区指标为 4D及以下

及其配套工程 
  

航空飞行器 

航空飞行器（综合）工程

总投资 1亿元以上；航空

飞行器（单项）工程总投

资 3000 万元以上 

航空飞行器（综合）工程

总投资 1亿元以下；航空

飞行器（单项）工程总投

资 3000 万元以下 

  

航天空间飞

行器 

工程总投资 3000万元以

上；面积 3000 平方米以

上：跨度 18 米以上 

工程总投资 3000万元以

下；面积 3000 平方米以

下；跨度 18米以下 
  

十

二 

通信

工程 

有线、无线

传输通信工

程，卫星、

综合布线 

省际通信、信息网络工程 省内通信、信息网络工程   

邮政、电

信、广播枢

纽及交换工

程 

省会城市邮政、电信枢纽 
地市级城市邮政、电信枢

纽 
  

发射台工程 

总发射功率 500 千瓦以上

短波或 600 千瓦以上中波

发射台：高度 200 米以上

广播电视发射塔 

总发射功率 500 千瓦以下

短波或 600 千瓦以下中波

发射台；高度 200 米以下

广播电视发射塔 

  

十

三 

市政

公用

工程 

城市道路工

程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城

市互通式立交桥及单孔跨

径 100 米以上桥梁；长度

1000 米以上的隧道工程 

城市次干路工程，城市分

离式立交桥及单孔跨径

100米以下的桥梁；长度

1000 米以下的隧道工程 

城市支路工程、过街

天桥及地下通道工

程。 

给水排水工

程 

10 万吨/日以上的给水

厂；5 万吨/日以上污水处

理工程；3 立方米/秒以上

的给水、污水泵站；15 立

方米/秒以上的雨泵站；

2 万—10万吨/日的给水

厂；1 万—5万吨/日污水

处理工程；1—3立方米/

秒的给水、污水泵站；

5—15 立方米/秒的雨泵

站；直径 1—2．5 米的给

2 万吨/日以下的给水

厂；1 万吨/日以下污

水处理工程；1 立方

米/秒以下的给水、

污水泵站；5立方米/

秒以下的雨泵站；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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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 2．5 米以上的给排

水管道 

水管道；直径 1．5—2．5

米的排水管道 

径 1 米以下的给水管

道；直径 1．5 米以

下的排水管道 

燃气热力工

程 

总储存容积 1000立方米

以上液化气贮罐场

（站）；供气规模 15 万

立方米/日以上的燃气工

程；中压以上的燃气管

道、调压站；供热面积

150万平方米以上的热力

工程 

总储存容积 1000立方米

以下的液化气贮罐场

（站）；供气规模 15 万

立方米/日以下的燃气工

程；中压以下的燃气管

道、调压站；供热面积 50

万—150 万平方米的热力

工程 

供热面积 50万平方

米以下的热力工程 

垃圾处理工

程 

1200 吨/日以上的垃圾焚

烧和填埋工程。 

500—1200吨/日的垃圾焚

烧及填埋工程 

500吨/日以下的垃圾

焚烧及填埋工程 

地铁轻轨工

程 
各类地铁轻轨工程。     

风景园林工

程 
总投资 3000万元以上 

总投资 1000万—3000 万

元 

总投资 1000万元以

下 

十

四 

机电

安装

工程 

机械工程 总投资 5000万元以上 总投资 5000万以下   

电子工程 
总投资 1亿元以上；含有

净化级别 6 级以上的工程 

总投资 1亿元以下；含有

净化级别 6 级以下的工程 
  

轻纺工程 总投资 5000万元以上 总投资 5000万元以下   

兵器工程 

建安工程费 3000万元以

上的坦克装甲车辆、炸

药、弹箭工程；建安工程

费 2000 万元以上的枪

炮、光电工程；建安工程

费 1000 万元以上的防化

民爆工程 

建安工程费 3000万元以

下的坦克装甲车辆、炸

药、弹箭工程；建安工程

费 2000 万元以下的枪

炮、光电工程；建安工程

费 1000 万元以下的防化

民爆工程 

  

船舶工程 

船舶制造工程总投资 1亿

元以上；船舶科研、机

械、修理工程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 

船舶制造工程总投资 1亿

元以下；船舶科研、机

械、修理工程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下 

  

其它工程 总投资 5000万元以上 总投资 5000万元以下   

  说 明 

   1、表中的“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2、未列入本表中的其他专业工程，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在相应的工程类别中

划分等级。 

   3、房屋建筑工程包括结合城市建设与民用建筑修建的附建人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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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 年 5 月 4 日修正版） 

（2007 年 06 月 26 日建设部令第 158 号发布，2015 年 05 月 04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范建设工程监理活动，维护建筑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监理活动，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实施对工程监理企业资

质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从事建设工程监理活动的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并在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工程监理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

信息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相关资质类别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配合同级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相关资质类别工程监理企业资

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工程监理行业组织应当加强工程监理行业自律管理。 

  鼓励工程监理企业加入工程监理行业组织。  

第二章 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  

第六条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分为综合资质、专业资质和事务所资质。其中，专业资质按照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划

分为若干工程类别。 

  综合资质、事务所资质不分级别。专业资质分为甲级、乙级；其中，房屋建筑、水利水电、公路和市政公用

专业资质可设立丙级。 

  第七条 工程监理企业的资质等级标准如下： 

  （一）综合资质标准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资产。 

  2、企业技术负责人应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 15 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或者具有工程类高级

职称。 

  3、具有 5 个以上工程类别的专业甲级工程监理资质。 

  4、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少于 60 人，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5 人，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

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其它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合计不少于 15 人次。 

  5、企业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6、企业具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7、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本规定第十六条禁止的行为。 

  8、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9、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两

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二）专业资质标准 

  1、甲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资产。 

  （2）企业技术负责人应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 15 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或者具有工程类高

级职称。 

  （3）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其

它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合计不少于 25 人次；其中，相应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少于《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

配备表》（附表 1）中要求配备的人数，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2 人。 

  （4）企业近 2 年内独立监理过 3 个以上相应专业的二级工程项目，但是，具有甲级设计资质或一级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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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申请本专业工程类别甲级资质的除外。 

  （5）企业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6）企业具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7）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本规定第十六条禁止的行为。 

  （8）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9）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

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2、乙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资产。 

  （2）企业技术负责人应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 

  （3）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其

它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合计不少于 15 人次。其中，相应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少于《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

配备表》（附表 1）中要求配备的人数，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1 人。 

  （4）有较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5）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6）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本规定第十六条禁止的行为。 

  （7）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8）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

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3、丙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资产。 

  （2）企业技术负责人应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 8 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 

  （3）相应专业的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少于《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配备表》（附表 1）中要求配备的人

数。 

  （4）有必要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 

  （5）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三）事务所资质标准 

  1、取得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具有书面合作协议书。 

  2、合伙人中有 3 名以上注册监理工程师，合伙人均有 5 年以上从事建设工程监理的工作经历。 

  3、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4、有必要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 

  5、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第八条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相应许可的业务范围如下： 

  （一）综合资质 

  可以承担所有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 

  （二）专业资质 

  1、专业甲级资质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附表 2）。 

  2、专业乙级资质：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二级以下（含二级）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附表 2）。 

  3、专业丙级资质：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三级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附表 2）。 

  （三）事务所资质 

  可承担三级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附表 2），但是，国家规定必须实行强制监理的工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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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监理企业可以开展相应类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业务。  

第三章 资质申请和审批  

  第九条 申请综合资质、专业甲级资质的，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初审完毕，并将初审意见和申请

材料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审

查，公示审查意见，公示时间为 10 日。其中，涉及铁路、交通、水利、通信、民航等专业工程监理资质的，由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核。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在 20 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报国务院建设主管

部门。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根据初审意见审批。 

  第十条 专业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审批。 

  专业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许可。延续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

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定报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每套资质证书包括一本正本，四本副本。正、副本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的有效期为 5 年。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并发放。 

  第十二条 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一式三份）及相应电子文档； 

  （二）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三）企业章程或合伙人协议；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工作简历及任命（聘用）文件； 

  （五）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监理工程师及其他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执业证书； 

  （六）有关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技术和档案等管理制度的证明材料； 

  （七）有关工程试验检测设备的证明材料。 

  取得专业资质的企业申请晋升专业资质等级或者取得专业甲级资质的企业申请综合资质的，除前款规定的

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企业原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企业《监理业务手册》及近两年已完成代表工程

的监理合同、监理规划、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及监理工作总结。 

  第十三条 资质有效期届满，工程监理企业需要继续从事工程监理活动的，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向原资质许可机关申请办理延续手续。 

  对在资质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记录，且专业技术人员满足资

质标准要求的企业，经资质许可机关同意，有效期延续 5 年。 

  第十四条 工程监理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名称、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涉及综合资质、专业甲级资质证书中企业名称变更的，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并自受理申请之日

起 3 日内办理变更手续。 

  前款规定以外的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理。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 日内办理变更手续，并在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后 15 日内将

变更结果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申请资质证书变更，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资质证书变更的申请报告；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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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 

  工程监理企业改制的，除前款规定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股东大会关于企业改制或股权

变更的决议、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关于企业申请改制的批复文件。 

  第十六条 工程监理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与建设单位串通投标或者与其他工程监理企业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 

  （二）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 

  （三）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 

  （四）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或以其他企业名义承揽监理业务； 

  （五）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六）将承揽的监理业务转包； 

  （七）在监理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 

  （八）涂改、伪造、出借、转让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 

  （九）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七条 工程监理企业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工程监理企业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的资

质等级，但应当符合相应的资质等级条件。 

  工程监理企业分立的，分立后企业的资质等级，根据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按照本规定的审批程序核定。 

  第十八条 企业需增补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的（含增加、更换、遗失补办），应当持资质证书增补申请及

电子文档等材料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办理。遗失资质证书的，在申请补办前应当在公众媒体刊登遗失声明。资质许可

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 日内予以办理。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加强对工

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建设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有关工程监理业务的文

档，有关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及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建设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并出示执法证件，不得妨

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监督检查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二条 工程监理企业违法从事工程监理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处理建议及时报告该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许可机关。 

  第二十三条 工程监理企业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资质许可机关根据利害关

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撤回其资质。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

以撤销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的； 

  （三）违反资质审批程序作出准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资质证书的其他情形。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程监理企业应当及时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注销资质的申请，交回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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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办理注销手续，公告其资质证书作废： 

  （一）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依法申请延续的； 

  （二）工程监理企业依法终止的； 

  （三）工程监理企业资质依法被撤销、撤回或吊销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六条 工程监理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工程监理企业的信

用档案信息。 

  工程监理企业的信用档案应当包括基本情况、业绩、工程质量和安全、合同违约等情况。被投诉举报和处

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工程监理企业的信用档案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公众有权查阅。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受理或

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第二十八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第二十九条 工程监理企业有本规定第十六条第七项、第八项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工程监理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责令限期办理；逾

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工程监理企业未按照本规定要求提供工程监理企业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工程监理企业行政处罚的，应当将行政处罚决

定以及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本规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的； 

  （二）对符合本规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07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2001 年 8 月 29 日建设部颁布的《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

设部令第 102 号）同时废止。 

 

 

4.8.24）《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建市[2001]229 号 2001 年 11 月 14 日 建市[2007]190 号 2007

年 7 月 31 日修改) 

http://www.hnsn.gov.cn/display.asp?id=13492  (2001)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708/t20070809_158878.html  (2007)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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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经 2001 年 8 月 23 日建设部第 47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 

部长 俞正声 

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城市房屋权属管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房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范围内的房屋权属登记。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房屋权属登记，是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代表政府对房屋所有权以及由上述权利产生的

抵押权、典权等房屋他项权利进行登记，并依法确认房屋产权归属关系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房屋权利人（以下简称权利人），是指依法享有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房地产他项权利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 

  本办法所称房屋权利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是指已获得了房屋并提出房屋登记申请，但尚未取得房屋

所有权证书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 

  第四条国家实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 

  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到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登记机关）申请房屋权

属登记，领取房屋权属证书。 

  第五条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唯一合法

凭证。 

  依法登记的房屋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六条房屋权属登记应当遵循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 

  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房产管理和土地管理工作的，可以制作、颁发统一的房

地产权证书，依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将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确认和变更，

分别载入房地产权证书。房地产权证书的式样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工作。 

  房屋权属登记 

  第九条房屋权属登记分为： 

  （一）总登记； 

  （二）初始登记； 

  （三）转移登记； 

  （四）变更登记； 

  （五）他项权利登记； 

  （六）注销登记。 

  第十条房屋权属登记依以下程序进行： 

  （一）受理登记申请； 

  （二）权属审核； 

  （三）公告； 

  （四）核准登记，颁发房屋权属证书。 

  本条第（三）项适用于登记机关认为有必要进行公告的登记。 

  第十一条房屋权属登记由权利人（申请人）申请。权利人（申请人）为法人、其他组织的，应当使用其法定

名称，由其法定代表人申请； 

  权利人（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使用其身份证件上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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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的房屋，由共有人共同申请。 

  房屋他项权利登记，由权利人和他项权利人共同申请。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直管的公房由登记机关直接代为登记。 

  第十二条权利人（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权属登记。 

  第十三条权利人（申请人）申请登记时，应当向登记机关交验单位或者相关人的有效证件。 

  代理人申请登记时，除向登记机关交验代理人的有效证件外，还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权利人（申请人）的书

面委托书。 

  第十四条总登记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在一定期限内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进行统一的权

属登记。 

  登记机关认为需要时，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权属证书进行验证或者

换证。 

  凡列入总登记、验证或者换证范围，无论权利人以往是否领取房屋权属证书，权属状况有无变化，均应当在

规定的期限内办理登记。 

  总登记、验证、换证的期限，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五条总登记、验证、换证应当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规定期限开始之日 30 日前发布公告。 

  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登记、验证、换证的区域； 

  （二）申请期限； 

  （三）当事人应当提交的有关证件； 

  （四）受理申请地点； 

  （五）其他应当公告的事项。 

  第十六条新建的房屋，申请人应当在房屋竣工后的 3 个月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并应当

提交用地证明文件或者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房屋竣工验收资料

以及其他有关的证明文件。 

  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转为国有土地上的房屋，申请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向登记机关提交用地证明

等有关文件，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 

  第十七条因房屋买卖、交换、赠与、继承、划拨、转让、分割、合并、裁决等原因致使其权属发生转移的，

当事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90 日内申请转移登记。 

  申请转移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以及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 

  第十八条权利人名称变更和房屋现状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权利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申请变更

登记： 

  （一）房屋坐落的街道、门牌号或者房屋名称发生变更的； 

  （二）房屋面积增加或者减少的； 

  （三）房屋翻建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申请变更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以及相关的证明文件。 

  第十九条设定房屋抵押权、典权等他项权利的，权利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申请他项权利登记。 

  申请房屋他项权利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设定房屋抵押权、典权等他项权利的合同书以及相

关的证明文件。 

  第二十条房屋所有权登记应当按照权属单元以房屋的门牌号、幢、套（间）以及有具体权属界限的部分为基

本单元进行登记。 

  第二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机关依法直接代为登记，不颁发房屋权属证书： 

  （一）依法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代管的房屋； 

  （二）无人主张权利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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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权利人（申请人）申请可以准予暂缓登记： 

  （一）因正当理由不能按期提交证明材料的； 

  （二）按照规定需要补办手续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准予暂缓登记的。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应当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 

  （一）属于违章建筑的； 

  （二）属于临时建筑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四条因房屋灭失、土地使用年限届满、他项权利终止等，权利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申请

注销登记。 

  申请注销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原房屋权属证书、他项权利证书，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 

  第二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有权注销房屋权属证书： 

  （一）申报不实的； 

  （二）涂改房屋权属证书的； 

  （三）房屋权利灭失，而权利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房屋权属注销登记的； 

  （四）因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工作失误造成房屋权属登记不实的。 

  注销房屋权属证书，登记机关应当作出书面决定，送达当事人，并收回原发放的房屋权属证书或者公告原房

屋权属证书作废。 

  第二十六条登记机关自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 7 日内应当决定是否予以登记，对暂缓登记、不予登记的，应

当书面通知权利人（申请人）。 

  第二十七条登记机关应当对权利人（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凡权属清楚、产权来源资料齐全的，初始登

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他项权利登记应当在受理登记后的 30 日内核准登记，并颁发房屋权属证书；注销登记应

当在受理登记后的 15 日内核准注销，并注销房屋权属证书。 

  第二十八条房屋权属登记，权利人（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交纳登记费和权属证书工本费。 

  登记费的收取办法和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在国家统一制定的办法和标准颁布之前，按照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办法和标准执行。 

  第二十九条权利人（申请人）逾期申请房屋权属登记的，登记机关可以按照规定登记费的 3 倍以下收取登

记费。 

  第三十条从事房屋权属登记的工作人员必须经过业务培训，持证上岗。 

  房屋权属证书 

  第三十一条房屋权属证书包括《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共有权证》、《房屋他项权证》或者《房地产权证》、

《房地产共有权证》、《房地产他项权证》。 

  第三十二条共有的房屋，由权利人推举的持证人收执房屋所有权证书。其余共有人各执房屋共有权证书 1

份。 

  房屋共有权证书与房屋所有权证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三十三条房屋他项权证书由他项权利人收执。他项权利人依法凭证行使他项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三十四条《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共有权证》、《房屋他项权证》的式样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

定。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制，市、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 

  第三十五条房屋权属证书破损，经登记机关查验需换领的，予以换证。房屋权属证书遗失的，权利人应当及

时登报声明作废，并向登记机关申请补发，由登记机关作出补发公告，经 6 个月无异议的，予以补发。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以虚报、瞒报房屋权属情况等非法手段获得房屋权属证书的，由登记机关收回其房屋权属证书

或者公告其房屋权属证书作废，并可对当事人处以 1 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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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改、伪造房屋权属证书的，其证书无效，登记机关可对当事人处以 1 千元以下罚款。 

  非法印制房屋权属证书的，登记机关应当没收其非法印制的房屋权属证书，并可对当事人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因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工作过失导致登记不当，致使权利人受到经济损失的，登记机关对当事人

的直接经济损失负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滥用职权、超越管辖范围颁发房屋权属

证书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附 则 

  第三十九条本办法第二条规定范围外的房屋权属登记，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一条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本办法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2007 

索 引 号：000013338/2007-00039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期：2007 年 07

月 31 日文件名称：关于印发《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建市[2007]190 号

主 题 词：关于印发《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北京市规划委，江苏、山东省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

关部门，总后基建营房部，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 

  根据《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8 号），我部组织制订了《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

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与我部建筑市场管理司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〇〇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为规范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依据《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8 号，以下简称 158 号

部令）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资质申请条件 

  （一）新设立的企业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和已具有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综合资质、专业资质升

级、增加其他专业资质，自 2007 年 8 月 1 日起应按照 158 号部令要求提出资质申请。 

  （二）新设立的企业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应先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办

理完相应的执业人员注册手续后，方可申请资质。 

  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只可申请综合资质和专业资质，取得《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的企业，只

可申请事务所资质。 

  （三）新设立的企业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和已获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增加其他专业资质，应从

专业乙级、丙级资质或事务所资质开始申请，不需要提供业绩证明材料。申请房屋建筑、水利水电、公路和市政公用

工程专业资质的企业，也可以直接申请专业乙级资质。 

  （四）已具有专业丙级资质企业可直接申请专业乙级资质，不需要提供业绩证明材料。已具有专业乙级资质

申请晋升专业甲级资质的企业，应在近 2 年内独立监理过 3 个及以上相应专业的二级工程项目。 

  （五）具有甲级设计资质或一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直接申请与主营业务相对应的专业工程

类别甲级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具有甲级设计资质或一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申请主营业务以外的专业工程

类别监理企业资质的，应从专业乙级及以下资质开始申请。 

  主营业务是指企业在具有的甲级设计资质或一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中主要从事的工程类别业务。 

  （六）工程监理企业申请专业资质升级、增加其他专业资质的，相应专业的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应满足已有

监理资质所要求的注册监理工程师等人员标准后，方可申请。申请综合资质的，应至少满足已有资质中的 5 个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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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资质要求的注册监理工程师人员数量。 

  （七）工程监理企业的注册人员、工程监理业绩（包括境外工程业绩）和技术装备等资质条件，均是以独立

企业法人为审核单位。企业(集团)的母、子公司在申请资质时，各项指标不得重复计算。 

  二、申请材料 

  （八）申请专业甲级资质或综合资质的工程监理企业需提交以下材料： 

  1、《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见附件 1）一式三份及相应的电子文档；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3、企业章程复印件； 

  4、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5、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工作简历及任命（聘用）文件的复印件； 

  6、企业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工作简历、任命(聘用)文件、毕业证书、相关专业学历证书、职称证书和加

盖执业印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等复印件； 

  7、《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明、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执业证书复印件（无

执业印章的，须提供注册执业证书复印件）； 

  8、企业近 2 年内业绩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包括：监理合同、监理规划、工程竣工验收证明、监理工作总结

和监理业务手册； 

  9、企业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的购置清单（按申请表要求填写）。 

  （九）具有甲级设计资质或一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申请与主营业务对应的专业工程类别甲级监

理资质的，除应提供本实施意见第(八)条 1、2、3、5、6、7、9 所列材料外，还需提供企业具有的甲级设计资质或一

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的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不需提供相应的业绩证明。 

  （十）申请专业乙级和丙级资质的工程监理企业，需提供本实施意见第(八)条 1、2、3、5、6、7、9 所列材

料，不需提供相应的业绩证明。 

  （十一）申请事务所资质的企业，需提供以下材料： 

  1、《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见附件 1）一式三份及相应的电子文档； 

  2、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3、合伙人协议文本复印件； 

  4、合伙人组成名单、身份证明、工作简历以及加盖执业印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

证书》复印件； 

  5、办公场所属于自有产权的，应提供产权证明复印件；办公场所属于租用的，应提供出租方产权证明、双

方租赁合同的复印件； 

  6、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的购置清单（按申请表要求填写）。 

  （十二）申请综合资质、专业资质延续的企业，需提供本实施意见第(八)条 1、2、4、7 所列材料，不需提

供相应的业绩证明；申请事务所资质延续的企业，应提供本实施意见第（十一）条 1、2、4 所列材料。 

  （十三）具有综合资质、专业甲级资质的企业申请变更资质证书中企业名称的，由建设部负责办理。企业应

向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1、《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原有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4、企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关于变更事项的决议或文件。 

  上述规定以外的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具体办理程序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其中具有综合资质、专业甲级资质的企业其资质证书编号发

生变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需报建设部核准后，方可办理。 

  （十四）企业改制、分立、合并后设立的工程监理企业申请资质，除提供本实施意见第(八)条所要求的材料

外，还应当提供如下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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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企业改制、分立、合并或重组的情况说明，包括新企业与原企业的产权关系、资本构成及资产负债情况，

人员、内部组织机构的分立与合并、工程业绩的分割、合并等情况； 

  2、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 

  （十五） 具有综合资质、专业甲级资质的工程监理企业申请工商注册地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的，企

业应向新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1、工程监理企业原工商注册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同意资质变更的书面意见； 

  2、变更前原工商营业执照注销证明及变更后新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3、本实施意见第（八）条 1、2、3、4、5、6、7、9 所列的材料。 

  其中涉及到资质证书中企业名称变更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将受理的申请材料报

建设部办理。 

  具有专业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的工程监理企业申请工商注册地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由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参照上述程序依法制定。 

  （十六）企业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申报材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1、申报材料应包括：《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及相应的附件材料； 

  2、《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一式三份，涉及申请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专业资质的，每

增加申请一项资质，申报材料应增加二份申请表和一份附件材料； 

  3、申请表与附件材料应分开装订，用 A4 纸打印或复印。附件材料应按《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填写

顺序编制详细目录及页码范围，以便审查查找。复印材料要求清晰、可辨； 

  4、所有申报材料必须填写规范、盖章或印鉴齐全、字迹清晰； 

  5、工程监理企业申报材料中如有外文，需附中文译本。 

  三、资质受理审查程序 

  （十七）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报材料应当齐全,手续完备。对于手续不全、盖章或印鉴不清的,资质管理部门

将不予受理。 

  资质受理部门应对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报材料中的附件材料原件进行核验，确认企业附件材料中相关内容

与原件相符。对申请综合资质、专业甲级资质的企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将其《工程监理

企业资质申请表》（附件 1）及附件材料、报送文件一并报建设部。 

  （十八）工程监理企业应于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向原资质许可机关提出资质延续申请。逾期不申

请资质延续的，有效期届满后，其资质证书自动失效。如需开展工程监理业务，应按首次申请办理。 

  （十九）工程监理企业的所有申报材料一经建设主管部门受理，未经批准，不得修改。 

  （二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事务所资质的具体实施

办法。 

  （二十一）对企业改制、分立或合并后设立的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机关按下列规定进行资质核定： 

  1、整体改制的企业，按资质变更程序办理； 

  2、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工程监理企业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资质等级。合并后不申请资质升级和

增加其他专业资质的，按资质变更程序办理；申请资质升级或增加其他专业资质的，资质许可机关应根据其实际达到

的资质条件，按照 158 号部令中的审批程序核定； 

  3、企业分立成两个及以上工程监理企业的，应根据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按照 158 号部令的审批程序对

分立后的企业分别重新核定资质等级。 

  （二十二）对工程监理企业的所有申请、审查等书面材料，有关建设主管部门应保存 5 年。 

  四、资质证书 

  （二十三）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由建设部统一印制。专业甲级资质、乙级资质、丙级资质证书分别打印，

每套资质证书包括一本正本和四本副本。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的计算时间以资质证书最后的核定日期为准。 

  （二十四）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全国通用，各地、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立 158 号部令规定以外的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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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条件，不得违法收取费用。 

  （二十五）工程监理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应首先在全国性建设行业报刊或省级（含省级）综合类报刊上刊登

遗失作废声明，然后再向原资质许可机关申请补办，并提供下列材料： 

  1、企业补办资质证书的书面申请； 

  2、刊登遗失声明的报刊原件； 

  3、《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增补审核表》。 

  五、监督管理 

  （二十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依法对本辖区内工程监理企业的资质情况实施动

态监督管理。重点检查 158 号部令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三条的有关内容，并将检查和处理结果记入企业信用档案。 

  具体抽查企业的数量和比例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决定。 

  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形式： 

  1、集中监督检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统一部署的监督检查； 

  2、抽查和巡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随机进行的监督检查。 

  （二十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按以下程序实施监督检查： 

  1、制定监督检查方案，其中集中监督检查方案应予以公布； 

  2、检查应出具相应的检查文件或证件； 

  3、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配合上级部门的监督检查； 

  4、实施检查时，应首先明确监督检查内容，被检企业应如实提供相关文件资料。对于提供虚假材料的企业，

予以通报；对于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要求的监理企业，应及时上报资质许可机关，资质许可机关可以责令其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的，撤回其相应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对于拒不提供被检资料的企业，予以通报，并责令其限期提供被检

资料； 

  5、检查人员应当将检查情况予以记录，并由被检企业负责人和检查人员签字确认； 

  6、检查人员应当将检查情况汇总，连同有关行政处理或者行政处罚建议书面告知当地建设主管部门。 

  （二十八）工程监理企业违法从事工程监理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应当依法查处，并将工程监理企业的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处理建议及时报告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其中对综合资质或专业甲级资质工程监理企业的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处理建议，须通过违

法行为发生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报建设部。 

  六、有关说明 

  （二十九）注册资本金是指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注明的实收资本金。 

  （三十）工程监理企业的注册监理工程师是指在本企业注册的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

业证书》的人员。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得同时受聘、注册于两个及以上企业。 

  注册监理工程师的专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上标注的注册专业。 

  一人同时具有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或者其它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两个及以上执业资格，且在同一监理企业注册的，可以按照取得的注册执业证书个数，

累计计算其人次。 

  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企业，其注册人数和注册人次应分别满足 158 号部令中规定的注册人数和注册人

次要求。申请综合资质的企业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其它勘察设计注册工

程师合计应不少于 15 人次，且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少于 1 人次、具有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其它勘察设计注册工

程师或一级注册建筑师不少于 1 人次。 

  （三十一）“企业近 2 年内独立监理过 3 个以上相应专业的二级工程项目”是指企业自申报之日起前 2 年内

独立监理完成并已竣工验收合格的工程项目。企业申报材料中应提供相应的工程验收证明复印件。 

  （三十二）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和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安全事故的发生日期，以行政处罚

决定书中认定的事故发生日为准。 

  （三十三）具有事务所资质的企业只可承担房屋建筑、水利水电、公路和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等级三级且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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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监理的建设工程项目的监理、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相关服务。 

  七、过渡期的有关规定 

  （三十四）158 号部令自实施之日起设 2 年过渡期，即从 2007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09 年 7 月 31 日止。过

渡期内，已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增加其他专业资质以及申请企业分立的，按 158 号部令和

本实施意见执行。对于准予资质许可的工程监理企业，核发新的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旧的资质证书交回原发证机

关，予以作废。 

  （三十五）过渡期内，已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申请资质更名、遗失补证、两家及以上企业整体

合并等不涉及申请资质升级和增加其他专业资质的，可按资质变更程序办理，并换发新的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新

资质证书有效期至 2009 年 7 月 31 日。 

  （三十六）建设主管部门在 2007 年 8 月 1 日之前颁发的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在过渡期内有效，但企业

资质条件仍应符合《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02 号）的相关要求。过渡期内，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按《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02 号）要求的资质条件对本辖区内已

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企业进行监督检查。过渡期届满后，对达不到 158 号部令要求条件的企业，要重新核定其

监理企业资质等级。 

  对于已取得冶炼、矿山、化工石油、电力、铁路、港口与航道、航天航空和通信工程丙级资质的工程监理企

业，过渡期内，企业可继续完成已承揽的工程项目。过渡期届满后，上述专业工程类别的工程监理企业丙级资质证书

自行失效。 

  （三十七）已取得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但未换发新的资质证书的企业，在过渡期届满 60 日前，应按 158

号部令要求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交换发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的申请材料，不需提供相应的业绩证明。对于满足相应

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资质许可机关给予换发新的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旧资质证书交回原发证机关，予以作废；

对于不满足相应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由资质许可机关根据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按照 158 号部令的审批程序和

标准给予重新核定，旧资质证书交回原发证机关，予以作废。过渡期届满后，未申请换发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的企

业，其旧资质证书自行失效。 

  附件：1、《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 

     2、《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填表说明。 

 

 

4.8.25）《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2008 年 1 月 29 日建设部令第 167 号） 

www.mohurd.gov.cn/wjfb/200710/P020080423428363439022.doc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8-02/13/content_888633.htm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802/t20080204_159111.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08-00044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期：2008

年 01 月 29 日文件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有 效 期：2008 年 03 月 15 日生效 文  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67 号主 题 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已于 2008 年 1 月 8 日经建设部第 145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现予发布，自 2008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建筑师的考试、注册、执业、继续教育和监督管理，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 注册建筑师，是指经考试、特许、考核认定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证书（以下简

称执业资格证书），或者经资格互认方式取得建筑师互认资格证书（以下简称互认资格证书），并按照本细则注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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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以下简称注册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执业印章（以下简称执业

印章），从事建筑设计及相关业务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 

  未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人员，不得以注册建筑师的名义从事建筑设计及相关业务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人事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对全国注册建筑师考试、注册、执业和继续教育实

施指导和监督。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人事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建筑师考试、注

册、执业和继续教育实施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负责注册建筑师考试、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制定颁布注册建筑师有

关标准以及相关国际交流等具体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注册建筑师考试、注册以及协助全国注册建筑

师管理委员会选派专家等具体工作。 

  第六条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委员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商人事主管部门聘任。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人事主管部门、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的代表和建筑设计

专家组成，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若干名。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商同级人事主管部

门参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成立。  

第二章 考 试  

  第七条 注册建筑师考试分为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和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注册建筑师考试实行全国统一

考试，每年进行一次。遇特殊情况，经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人事主管部门同意，可调整该年度考试次数。 

  注册建筑师考试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统一部署，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组织实

施。 

  第八条 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内容包括：建筑设计前期工作、场地设计、建筑设计与表达、建筑结构、环境

控制、建筑设备、建筑材料与构造、建筑经济、施工与设计业务管理、建筑法规等。上述内容分成若干科目进行考试。

科目考试合格有效期为八年。 

  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内容包括：场地设计、建筑设计与表达、建筑结构与设备、建筑法规、建筑经济与施工

等。上述内容分成若干科目进行考试。科目考试合格有效期为四年。 

  第九条 《条例》第八条第（一）、（二）、（三）项，第九条第（一）项中所称相近专业，是指大学本科及以

上建筑学的相近专业，包括城市规划、建筑工程和环境艺术等专业。 

  《条例》第九条第（二）项所称相近专业，是指大学专科建筑设计的相近专业，包括城乡规划、房屋建筑工

程、风景园林、建筑装饰技术和环境艺术等专业。 

  《条例》第九条第（四）项所称相近专业，是指中等专科学校建筑设计技术的相近专业，包括工业与民用建

筑、建筑装饰、城镇规划和村镇建设等专业。 

  《条例》第八条第（五）项所称设计成绩突出，是指获得国家或省部级优秀工程设计铜质或二等奖（建筑）

及以上奖励。 

  第十条 申请参加注册建筑师考试者，可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报名，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审查，符合《条例》第八条或者第九条规定的，方可参加考试。 

  第十一条 经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在有效期内全部科目考试合格的，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核发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人事主管部门共同用印的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证书。 

  经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在有效期内全部科目考试合格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核

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人事主管部门共同用印的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证书。 

  自考试之日起，九十日内公布考试成绩；自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颁发执业资格证书。 

  第十二条 申请参加注册建筑师考试者，应当按规定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交纳考务

费和报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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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注 册 

  第十三条 注册建筑师实行注册执业管理制度。取得执业资格证书或者互认资格证书的人员，必须经过注

册方可以注册建筑师的名义执业。 

  第十四条 取得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并受聘于一个相关单位的人员，应当通过聘用单位向单位工商注

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受理后

提出初审意见，并将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报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审批；符合条件的，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

员会颁发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在收到申请人申请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的材料后，应

当即时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五日内一次

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申请初始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审查完毕，

并将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报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

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上报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 

  审查结果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十日，公示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时间内。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自作出审批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在公众媒体上公布审批结果。 

  对申请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审

查完毕。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上报材料之日起，十五日

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 

  二级注册建筑师的注册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依法制定。 

  第十六条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是注册建筑师的执业凭证，由注册建筑师本人保管、使用。 

  注册建筑师由于办理延续注册、变更注册等原因，在领取新执业印章时，应当将原执业印章交回。 

禁止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执业资格证书、互认资格证书、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第十七条 申请注册建筑师初始注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法取得执业资格证书或者互认资格证书； 

  （二）只受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施工

图审查、城乡规划编制等单位（以下简称聘用单位）； 

  （三）近三年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设计及相关业务一年以上； 

  （四）达到继续教育要求； 

  （五）没有本细则第二十一条所列的情形。 

  第十八条 初始注册者可以自执业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三年内提出申请。逾期未申请者，须符合继续教育

的要求后方可申请初始注册。 

  初始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初始注册申请表； 

  （二）资格证书复印件； 

  （三）身份证明复印件； 

  （四）聘用单位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五）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六）相应的业绩证明； 

  （七）逾期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交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十九条 注册建筑师每一注册有效期为二年。注册建筑师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在注册有效期

届满三十日前，按照本细则第十五条规定的程序申请延续注册。延续注册有效期为二年。 

  延续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延续注册申请表； 

  （二）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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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注册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条  注册建筑师变更执业单位，应当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并按照本细则第十五条规定的程

序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变更注册后，仍延续原注册有效期。 

  原注册有效期届满在半年以内的，可以同时提出延续注册申请。准予延续的，注册有效期重新计算。 

  变更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变更注册申请表； 

  （二）新聘用单位资质证书副本的复印件； 

  （三）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四）工作调动证明或者与原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合同的证明文件、劳动仲裁机构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的

仲裁文件、退休人员的退休证明复印件； 

  （五）在办理变更注册时提出延续注册申请的，还应当提交在本注册有效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

料。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申请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注册的； 

  （三）未达到注册建筑师继续教育要求的； 

  （四）因受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五年的； 

  （五）因在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行政处分，自处罚、处分决定之日起

至申请之日止不满二年的； 

  （六）受吊销注册建筑师证书的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五年的； 

  （七）申请人的聘用单位不符合注册单位要求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注册建筑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失效： 

  （一）聘用单位破产的； 

  （二）聘用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的； 

  （三）聘用单位相应资质证书被吊销或者撤回的； 

  （四）已与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关系的； 

  （五）注册有效期满且未延续注册的； 

  （六）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七）其他导致注册失效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注册建筑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注册机关办理注销手续，收回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或公告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作废： 

  （一）有本细则第二十二条所列情形发生的； 

  （二）依法被撤销注册的； 

  （三）依法被吊销注册证书的； 

  （四）受刑事处罚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注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注册建筑师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注册建筑师本人和聘用单位应当及时向注册机关提出注销注册申请；

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注册机关举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告知注册机关。 

  第二十四条 被注销注册者或者不予注册者，重新具备注册条件的，可以按照本细则第十五条规定的程序

重新申请注册。 

  第二十五条 高等学校（院）从事教学、科研并具有注册建筑师资格的人员，只能受聘于本校（院）所属建

筑设计单位从事建筑设计，不得受聘于其他建筑设计单位。在受聘于本校(院)所属建筑设计单位工作期间，允许申请

注册。获准注册的人员，在本校（院）所属建筑设计单位连续工作不得少于二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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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六条 注册建筑师因遗失、污损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需要补办的，应当持在公众媒体上刊登的遗

失声明的证明，或者污损的原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向原注册机关申请补办。原注册机关应当在十日内办理完毕。  

第四章 执 业  

  第二十七条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当受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

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施工图审查、城乡规划编制等单位，经注册后方可从事相应的执业活动。 

  从事建筑工程设计执业活动的，应当受聘并注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个具有工程设计资质的单位。 

  第二十八条 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具体为： 

  （一）建筑设计； 

  （二）建筑设计技术咨询； 

  （三）建筑物调查与鉴定； 

  （四）对本人主持设计的项目进行施工指导和监督； 

  （五）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本条第一款所称建筑设计技术咨询包括建筑工程技术咨询，建筑工程招标、采购咨询，建筑工程项目管理，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及施工图审查，工程质量评估，以及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建筑技术咨询业务。 

  第二十九条 一级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不受工程项目规模和工程复杂程度的限制。二级注册建筑师的执

业范围只限于承担工程设计资质标准中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中规定的小型规模的项目。 

  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不得超越其聘用单位的业务范围。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与其聘用单位的业务范围

不符时，个人执业范围服从聘用单位的业务范围。 

  第三十条 注册建筑师所在单位承担民用建筑设计项目，应当由注册建筑师任工程项目设计主持人或设计

总负责人；工业建筑设计项目，须由注册建筑师任工程项目建筑专业负责人。 

  第三十一条 凡属工程设计资质标准中建筑工程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规定的工程项目，在建筑工程设

计的主要文件（图纸）中，须由主持该项设计的注册建筑师签字并加盖其执业印章，方为有效。否则设计审查部门不

予审查，建设单位不得报建，施工单位不准施工。 

  第三十二条 修改经注册建筑师签字盖章的设计文件，应当由原注册建筑师进行；因特殊情况，原注册建筑

师不能进行修改的，可以由设计单位的法人代表书面委托其他符合条件的注册建筑师修改，并签字、加盖执业印章，

对修改部分承担责任。 

  第三十三条 注册建筑师从事执业活动，由聘用单位接受委托并统一收费。 

第五章 继续教育 

  第三十四条 注册建筑师在每一注册有效期内应当达到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制定的继续教育标准。

继续教育作为注册建筑师逾期初始注册、延续注册、重新申请注册的条件之一。 

  第三十五条 继续教育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在每一注册有效期内各为四十学时。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注册建筑师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注册建筑师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建设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注册建筑师提供资格证书、注册证书、执业印章、设计文件（图纸）； 

  （二）进入注册建筑师聘用单位进行检查，查阅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细则及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注册建筑师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

人员签字后归档。 

  第三十八条 建设主管部门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并出示执法证件，不得

妨碍注册建筑师正常的执业活动，不得谋取非法利益。 

  注册建筑师和其聘用单位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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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条 注册建筑师及其聘用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向注册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注册建筑师信用

档案信息。 

  注册建筑师信用档案应当包括注册建筑师的基本情况、业绩、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内容。违法违规行为、

被投诉举报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注册建筑师的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注册建筑师信用档案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的，注册机关不予受理，并由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申请人一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 

  第四十一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省、

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撤销注册证书并收回执业印章，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并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其中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

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细则，未受聘并注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个具有工程设计资质的单位，从事建筑

工程设计执业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细则，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细则，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执业资格证书、互认资格证书、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其中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细则，注册建筑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注册建筑师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聘用单位为申请人提供虚假注册材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

可以撤销其注册： 

  （一）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四）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人事主管部门及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的工作人员，在注册建筑师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执业资格证书、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颁发执业资格证书、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证书由国务院人事主管部门统一制作；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执业

印章和互认资格证书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统一制作；二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统一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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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有关协议，报

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和申请注册。 

  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按照对等原则办理；申请建筑师注册的，其所在国应当已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签署双方建筑师对等注册协议。 

  第五十一条 本细则自 2008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1996 年 7 月 1 日建设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

筑师条例实施细则》（建设部令第 52 号）同时废止。 

 

4.8.26）《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2000 年 4 月 7 日建设部令第 78 号，

2009 年 10 月 19 日建设令第 2 号修订） 

http://www.xjjs.gov.cn/fgwj/3830.jhtml  （2000）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910/t20091021_196068.html  （2009） 

http://www.gov.cn/flfg/2009-10/21/content_1445477.htm  （2009）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2000 

 

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设部令第 78 号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2000 年４月４日经第二十二次部常务会议通过，

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的管理，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建、扩建、改建各类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适用

本办法。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统称工程）的竣工验收备

案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 

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本办法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备案机关）备案。 

第五条 建设单位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应当包括工程报建日期，施工许可证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勘

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及验收人员签署的竣工验收原始文件，市政基础设施的有

关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以及备案机关认为需要提供的有关资料；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四）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五）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 

商品住宅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第六条 备案机关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竣工验收备案文件，验证文件齐全后，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上签

署文件收讫。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一式二份，一份由建设单位保存，一份留备案机关存档。 

第七条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 5 日内，向备案机关提交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第八条 备案机关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应当在收讫

竣工验收备案文件 15 日内，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九条 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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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建设单位将备案机关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的工程，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前，擅自使用的，备案机关责

令停止使用，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采用虚假证明文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工程竣工验收无效，备案机关责令停止使用，

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备案机关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并责令停止使用的工程，建设单位在备案之前已投入使用或者建设

单位擅自继续使用造成使用人损失的，由建设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竣工验收备案文件齐全，备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办理备案手续的，由有关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抢险救灾工程、临时性房屋建筑工程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工程，不适用本办法。 

第十五条 军用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 2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已

经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姜伟新 

                            二○○九年十月十九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决定对《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建设部令第 78

号）作如下修改： 

  一、名称修改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 

  二、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删去“公安消防”。 

  三、第五条第一款增加一项“（四）法律规定应当由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对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

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的证明文件”。 

  四、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住宅工程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五、第九条修改为“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备案机关责

令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对部分条文的文字作相应的修改。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根据本决定作

相应的修正，重新发布。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 

  （2000 年 4 月 4 日建设部令第 78 号发布，根据 2009 年 10 月 19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

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的管理，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建、扩建、改建各类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适用

本办法。 

  第三条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统称工程）的竣工

验收备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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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 

  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本办法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备案机关）备案。 

  第五条 建设单位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应当包括工程报建日期，施工许可证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

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及验收人员签署的竣工验收原始文件，市政基础设施的

有关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以及备案机关认为需要提供的有关资料；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规划、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四）法律规定应当由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对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的证明文

件； 

  （五）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六）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 

  住宅工程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第六条 备案机关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竣工验收备案文件，验证文件齐全后，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上签署文件收讫。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一式两份，一份由建设单位保存，一份留备案机关存档。 

  第七条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 5 日内，向备案机关提交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第八条 备案机关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应当在

收讫竣工验收备案文件 15 日内，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九条 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条 建设单位将备案机关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的工程，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前，擅自使用的，备案机

关责令停止使用，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采用虚假证明文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工程竣工验收无效，备案机关责令停止

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备案机关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并责令停止使用的工程，建设单位在备案之前已投入使用或者

建设单位擅自继续使用造成使用人损失的，由建设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竣工验收备案文件齐全，备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办理备案手续的，由有关机关责令改正，对直

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抢险救灾工程、临时性房屋建筑工程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工程，不适用本办法。 

  第十五条 军用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4.8.27）《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05 年 09 月 28 日建设部令第 141 号发布，2015 年 05 月 04 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修正）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369224.htm   (2005) 

http://www.ccc.gov.cn/xxgk/jsfg/gz/2018-05-29-11460684.html  (2005) 

http://www.jxjst.gov.cn/zcwj_1/flfggz/201503/t20150311_655287.htm   (2005) 

http://www.sqjsj.gov.cn/ReadNews.asp?NewsID=43647  (2015)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2/t20061225_158210.html  关于实施《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有关问

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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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41 号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已于 2005 年 8 月 23 日经第 71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申请从事对涉及建筑物、构筑物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检测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

质，实施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以下简称质量检测），是指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以下简称检测机构）接受委

托，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涉及结构安全项目的抽样检测和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材

料、构配件的见证取样检测。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并负责制定检测机构资质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并负责检测

机构的资质审批。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检测机构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介机构。检测机构从事本办法附件一规定的质量检测业务，应

当依据本办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 

  检测机构资质按照其承担的检测业务内容分为专项检测机构资质和见证取样检测机构资质。检测机构资质

标准由附件二规定。 

  检测机构未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不得承担本办法规定的质量检测业务。 

  第五条 申请检测资质的机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检测机构资质申请表》一式三份； 

  （二）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三）与所申请检测资质范围相对应的计量认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四）主要检测仪器、设备清单； 

  （五）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身份证和社会保险合同的原件及复印件； 

  （六）检测机构管理制度及质量控制措施。 

  《检测机构资质申请表》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式样。 

  第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应当即时作出是否受理的

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受理资质申请后，应当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对符合资质标准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颁发《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并报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应当注明检测业务范围，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式

样，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八条 检测机构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3 年。资质证书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检测机构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

期满 30 个工作日前申请办理延期手续。 

  检测机构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没有下列行为的，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时，经原审批机关同意，不再审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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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证书有效期延期 3 年，由原审批机关在其资质证书副本上加盖延期专用章；检测机构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原审批机关不予延期： 

  （一）超出资质范围从事检测活动的； 

  （二）转包检测业务的； 

  （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 

  （四）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造成质量安全事故或致使事故损失扩大的； 

  （五）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或者鉴定结论的。 

  第九条 检测机构取得检测机构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标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撤回相应的资质证书。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第十一条 检测机构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应当在 3 个月内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变更手

续。 

  第十二条 本办法规定的质量检测业务，由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委

托方与被委托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检测结果利害关系人对检测结果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共同认可的检测机构复检，复检结果由提出复检方报

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质量检测试样的取样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在建设单位或者工程监

理单位监督下现场取样。提供质量检测试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试样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四条 检测机构完成检测业务后，应当及时出具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经检测人员签字、检测机构法定代

表人或者其授权的签字人签署，并加盖检测机构公章或者检测专用章后方可生效。检测报告经建设单位或者工程监

理单位确认后，由施工单位归档。 

  见证取样检测的检测报告中应当注明见证人单位及姓名。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不得篡改或者伪造检测报告。 

  第十六条 检测人员不得同时受聘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检测机构。 

  检测机构和检测人员不得推荐或者监制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 

  检测机构不得与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所检测工程项目相关的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第十七条 检测机构不得转包检测业务。 

  检测机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担检测业务的，应当向工程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检测机构应当对其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检测机构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九条 检测机构应当将检测过程中发现的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以及涉及结构安全检测结果的不合格情况，及时报告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 

  第二十条 检测机构应当建立档案管理制度。检测合同、委托单、原始记录、检测报告应当按年度统一编

号，编号应当连续，不得随意抽撤、涂改。 

  检测机构应当单独建立检测结果不合格项目台账。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资质标准； 

  （二）是否超出资质范围从事质量检测活动； 

  （三）是否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行为； 

  （四）是否按规定在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检测报告是否真实； 

  （五）检测机构是否按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进行检测； 

  （六）仪器设备及环境条件是否符合计量认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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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 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检测机构或者委托方提供相关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检测机构的工作场地（包括施工现场）进行抽查； 

  （三）组织进行比对试验以验证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 

  （四）发现有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要求的检测行为时，责令改正。 

  第二十三条 建设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为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对有关试样和检测资料采取抽样取证的

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有关试样和检测资料，并

应当在 7 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有关试样和检测资料。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按规定权限进行处理，

并及时报告资质审批机关。 

  第二十五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和处理制度，公开投诉电话号码、通讯地址和电子邮件信箱。 

  检测机构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规定进行检测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建设主管部

门投诉。建设主管部门收到投诉后，应当及时核实并依据本办法对检测机构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于 30 日内将处理

意见答复投诉人。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相应的资质，擅自承担本办法规定的检测业务的，其检测报告无效，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检测机构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1 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资质。 

  第二十八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撤

销其资质证书，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资质证书；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检测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可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出资质范围从事检测活动的； 

  （二）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的； 

  （三）使用不符合条件的检测人员的； 

  （四）未按规定上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检测不合格事项的； 

  （五）未按规定在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的； 

  （六）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的； 

  （七）档案资料管理混乱，造成检测数据无法追溯的； 

  （八）转包检测业务的。 

  第三十条 检测机构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或者鉴定结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3 万元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委托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委托未取得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的； 

  （二）明示或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篡改或伪造检测报告的； 

  （三）弄虚作假送检试样的。 

  第三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检测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质量检测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资质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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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颁发资质证书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颁发资质证书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三十四条 检测机构和委托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收取、支付检测费用。没有收费标准的项目由双方协商

收取费用。 

  第三十五条 水利工程、铁道工程、公路工程等工程中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及有关材料的检测按照有

关规定，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节能检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0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一： 

质量检测的业务内容 

一、专项检测 

  （一）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1.地基及复合地基承载力静载检测； 

  2.桩的承载力检测； 

  3.桩身完整性检测； 

  4.锚杆锁定力检测。 

  （二）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1.混凝土、砂浆、砌体强度现场检测； 

  2.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3.混凝土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测； 

  4.后置埋件的力学性能检测。 

  （三）建筑幕墙工程检测 

  1.建筑幕墙的气密性、水密性、风压变形性能、层间变位性能检测； 

  2.硅酮结构胶相容性检测。 

  （四）钢结构工程检测 

  1.钢结构焊接质量无损检测； 

  2.钢结构防腐及防火涂装检测； 

  3.钢结构节点、机械连接用紧固标准件及高强度螺栓力学性能检测； 

  4.钢网架结构的变形检测。 

二、见证取样检测 

  （一）水泥物理力学性能检验； 

  （二）钢筋（含焊接与机械连接）力学性能检验； 

  （三）砂、石常规检验； 

  （四）混凝土、砂浆强度检验； 

  （五）简易土工试验； 

  （六）混凝土掺加剂检验； 

  （七）预应力钢绞线、锚夹具检验；  

  （八）沥青、沥青混合料检验。 

附件二： 

检测机构资质标准 

  一、专项检测机构和见证取样检测机构应满足下列基本条件： 

  （一）专项检测机构的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 万元人民币，见证取样检测机构不少于 8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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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所申请检测资质对应的项目应通过计量认证； 

  （三）有质量检测、施工、监理或设计经历，并接受了相关检测技术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边

远的县（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不少于 6 人； 

  （四）有符合开展检测工作所需的仪器、设备和工作场所；其中，使用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要经过计

量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五）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二、专项检测机构除应满足基本条件外，还需满足下列条件：  

  （一）地基基础工程检测类 

  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工程桩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不得少于 4 名，其中 1 人应当具

备注册岩土工程师资格。 

  （二）主体结构工程检测类 

  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结构工程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不得少于 4 名，其中 1 人应当

具备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三）建筑幕墙工程检测类 

  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建筑幕墙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不得少于 4 名。 

  （四）钢结构工程检测类 

  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钢结构机械连接检测、钢网架结构变形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

不得少于 4 名，其中 1 人应当具备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三、见证取样检测机构除应满足基本条件外，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

职称的不得少于 3 名；边远的县（区）可不少于 2 人。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15 年 5 月 4 日修正版） 

（2005 年 09 月 28 日建设部令第 141 号发布，2015 年 05 月 04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申请从事对涉及建筑物、构筑物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检测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

质，实施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以下简称质量检测），是指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以下简称检测机构）接受委

托，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涉及结构安全项目的抽样检测和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材

料、构配件的见证取样检测。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并负责制定检测机构资质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并负责检测

机构的资质审批。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检测机构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介机构。检测机构从事本办法附件一规定的质量检测业务，应

当依据本办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 

  检测机构资质按照其承担的检测业务内容分为专项检测机构资质和见证取样检测机构资质。检测机构资质

标准由附件二规定。 

  检测机构未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不得承担本办法规定的质量检测业务。 

  第五条 申请检测资质的机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检测机构资质申请表》一式三份； 

  （二）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三）与所申请检测资质范围相对应的计量认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四）主要检测仪器、设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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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身份证和社会保险合同的原件及复印件； 

  （六）检测机构管理制度及质量控制措施。 

  《检测机构资质申请表》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式样。 

  第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应当即时作出是否受理的

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受理资质申请后，应当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对符合资质标准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颁发《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并报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应当注明检测业务范围，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式

样，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八条 检测机构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3 年。资质证书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检测机构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

期满 30 个工作日前申请办理延期手续。 

  检测机构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没有下列行为的，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时，经原审批机关同意，不再审查，资

质证书有效期延期 3 年，由原审批机关在其资质证书副本上加盖延期专用章；检测机构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原审批机关不予延期： 

  （一）超出资质范围从事检测活动的； 

  （二）转包检测业务的； 

  （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 

  （四）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造成质量安全事故或致使事故损失扩大的； 

  （五）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或者鉴定结论的。 

  第九条 检测机构取得检测机构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标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撤回相应的资质证书。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第十一条 检测机构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应当在 3 个月内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变更手

续。 

  第十二条 本办法规定的质量检测业务，由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委

托方与被委托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检测结果利害关系人对检测结果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共同认可的检测机构复检，复检结果由提出复检方报

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质量检测试样的取样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在建设单位或者工程监

理单位监督下现场取样。提供质量检测试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试样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四条 检测机构完成检测业务后，应当及时出具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经检测人员签字、检测机构法定代

表人或者其授权的签字人签署，并加盖检测机构公章或者检测专用章后方可生效。检测报告经建设单位或者工程监

理单位确认后，由施工单位归档。 

  见证取样检测的检测报告中应当注明见证人单位及姓名。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不得篡改或者伪造检测报告。 

  第十六条 检测人员不得同时受聘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检测机构。 

  检测机构和检测人员不得推荐或者监制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 

  检测机构不得与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所检测工程项目相关的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第十七条 检测机构不得转包检测业务。 

  检测机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担检测业务的，应当向工程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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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 检测机构应当对其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检测机构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九条 检测机构应当将检测过程中发现的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以及涉及结构安全检测结果的不合格情况，及时报告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 

  第二十条 检测机构应当建立档案管理制度。检测合同、委托单、原始记录、检测报告应当按年度统一编

号，编号应当连续，不得随意抽撤、涂改。 

  检测机构应当单独建立检测结果不合格项目台账。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资质标准； 

  （二）是否超出资质范围从事质量检测活动； 

  （三）是否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行为； 

  （四）是否按规定在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检测报告是否真实； 

  （五）检测机构是否按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进行检测； 

  （六）仪器设备及环境条件是否符合计量认证要求；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 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检测机构或者委托方提供相关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检测机构的工作场地（包括施工现场）进行抽查； 

  （三）组织进行比对试验以验证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 

  （四）发现有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要求的检测行为时，责令改正。 

  第二十三条 建设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为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对有关试样和检测资料采取抽样取证的

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有关试样和检测资料，并

应当在 7 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有关试样和检测资料。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按规定权限进行处理，

并及时报告资质审批机关。 

  第二十五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和处理制度，公开投诉电话号码、通讯地址和电子邮件信箱。 

  检测机构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规定进行检测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建设主管部

门投诉。建设主管部门收到投诉后，应当及时核实并依据本办法对检测机构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于 30 日内将处理

意见答复投诉人。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相应的资质，擅自承担本办法规定的检测业务的，其检测报告无效，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检测机构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1 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资质。 

  第二十八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撤

销其资质证书，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资质证书；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检测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可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出资质范围从事检测活动的； 

  （二）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的； 

  （三）使用不符合条件的检测人员的； 

  （四）未按规定上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检测不合格事项的； 

  （五）未按规定在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的； 

  （六）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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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档案资料管理混乱，造成检测数据无法追溯的； 

  （八）转包检测业务的。 

  第三十条 检测机构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或者鉴定结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3 万元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委托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委托未取得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的； 

  （二）明示或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篡改或伪造检测报告的； 

  （三）弄虚作假送检试样的。 

  第三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检测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质量检测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资质证书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颁发资质证书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颁发资质证书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三十四条 检测机构和委托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收取、支付检测费用。没有收费标准的项目由双方协商

收取费用。 

  第三十五条 水利工程、铁道工程、公路工程等工程中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及有关材料的检测按照有

关规定，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节能检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0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一：质量检测的业务内容 

一、专项检测 

  （一）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1.地基及复合地基承载力静载检测； 

  2.桩的承载力检测； 

  3.桩身完整性检测； 

  4.锚杆锁定力检测。 

  （二）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1.混凝土、砂浆、砌体强度现场检测； 

  2.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3.混凝土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测； 

  4.后置埋件的力学性能检测。 

  （三）建筑幕墙工程检测 

  1.建筑幕墙的气密性、水密性、风压变形性能、层间变位性能检测； 

  2.硅酮结构胶相容性检测。 

  （四）钢结构工程检测 

  1.钢结构焊接质量无损检测； 

  2.钢结构防腐及防火涂装检测； 

  3.钢结构节点、机械连接用紧固标准件及高强度螺栓力学性能检测； 

  4.钢网架结构的变形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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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见证取样检测 

  （一）水泥物理力学性能检验； 

  （二）钢筋（含焊接与机械连接）力学性能检验； 

  （三）砂、石常规检验； 

  （四）混凝土、砂浆强度检验； 

  （五）简易土工试验； 

  （六）混凝土掺加剂检验； 

  （七）预应力钢绞线、锚夹具检验； 

  （八）沥青、沥青混合料检验。 

 

附件二：检测机构资质标准 

  一、专项检测机构和见证取样检测机构应满足下列基本条件： 

  （一）所申请检测资质对应的项目应通过计量认证； 

  （二）有质量检测、施工、监理或设计经历，并接受了相关检测技术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边

远的县（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不少于 6 人； 

  （三）有符合开展检测工作所需的仪器、设备和工作场所；其中，使用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要经过计

量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四）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二、专项检测机构除应满足基本条件外，还需满足下列条件： 

  （一）地基基础工程检测类 

  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工程桩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不得少于 4 名，其中 1 人应当具

备注册岩土工程师资格。 

  （二）主体结构工程检测类 

  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结构工程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不得少于 4 名，其中 1 人应当

具备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三）建筑幕墙工程检测类 

  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建筑幕墙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不得少于 4 名。 

  （四）钢结构工程检测类 

  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钢结构机械连接检测、钢网架结构变形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

不得少于 4 名，其中 1 人应当具备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三、见证取样检测机构除应满足基本条件外，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

职称的不得少于 3 名；边远的县（区）可不少于 2 人。 

 

4.8.28）《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28 号 1993 年 11 月 16 日 ，建设部令第 77 号 2000 年 03

月 29 日，建设部令第 24 号 2015 年 05 月 04 日） 

 

http://law.npc.gov.cn:8081/FLFG/flfgByID.action?flfgID=40187&zlsxid=04&showDetailType=QW   （1993 版）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8984.html   （2000） 

http://www.sqjsj.gov.cn/ReadNews.asp?NewsID=43643  （2015）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505/t20150514_220873.html  （2015）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1993 

 颁布文号：  建设部令第 28 号  

颁布日期：  1993 年 11 月 16 日 

 施行日期：1993 年 12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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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促进房地产开发经营的健康

发展，保障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合法权益，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房地产开发企业是指在城市及村镇从事土地开发、房屋及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开发经

营业务，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第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分为专营企业和兼营企业。 

  专营企业是指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主的企业；兼营企业是指以其他经营项目为主，兼营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务的企业。 

  第四条 房地产开发专营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资质等级；兼营企业不定资质等级。 

  第五条 建设部归口管理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

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 

  第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章程和固定的办公地点； 

  （二）有独立健全的组织管理机构，有上级主管部门或董事会任命的专职经理，并配备有同企业等级相适应

的专职技术、经济等管理人员； 

  （三）有不少于等级规定的企业自有流动资金；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 

  第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按资质条件划分为一、二、三、四、五五个等级。各级企业的资质标准如下： 

  （一）资质一级企业： 

  １、自有流动资金２０００万元以上，注册资金不低于２０００万元； 

  ２、有职称的建筑、土木工程、财务管理、建筑或房地产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得少于４０人，其中具有

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得少于２０人； 

  ３、设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的总工程师、高级会计师职称的总会计师、经济师以上（含经济师）职称的总经济

师。工程技术、经济、统计、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４、具有五年以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历； 

  ５、近三年累计竣工３０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面积，或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连续４年建筑工程

质量合格率达１００％，优良率达２０％以上。 

  （二）资质二级企业： 

  １、自有流动资金１０００万元以上，注册资金不低于１０００万元； 

  ２、有职称的建筑、土木工程、财务管理、建筑或房地产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得少于２０人，其中具有

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得少于１０人； 

  ３、工程技术、经济、统计、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４、具有三年以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历； 

  ５、近三年累计竣工１５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面积，或与此相当房地产开发投资。连续３年建筑工程质

量合格率达１００％，优良率达１０％以上。 

  （三）资质三级企业： 

  １、自有流动资金５００万元以上，注册资金不低于５００万元； 

  ２、有职称的建筑、土木工程、财务管理、建筑或房地产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得少于１０人，其中具有

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得少于５人； 

  ３、工程技术、财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其他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助理以上职称，配有

初级以上职称的专业统计人员； 

  ４、具有二年以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历； 

  ５、累计竣工５万平方米以上房屋建筑面积，或累计完成与之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

达１００％。 

  （四）资质四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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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自有流动资金２００万元以上，注册资金不低于２００万元； 

  ２、有职称的建筑、土木工程、财务管理、建筑或房地产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得少于５人； 

  ３、工程技术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财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配有专业统计人

员。 

  （五）资质五级企业： 

  自有流动资金不低于３０万元，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八条 临时聘用或兼职聘用的技术人员不得计入公司技术人员总数。 

  第九条 申请资质等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提交下列证明文件： 

  （一）企业资质等级申报表； 

  （二）企业资信证明； 

  （三）企业法人代表和经济、技术、财务负责人的职称证件； 

  （四）企业统计年报资料； 

  （五）其他有关文件、证明。 

  第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级实行分级审批。一级房地产开发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初审，报建设部审批；二级以下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经资质审查合格的企业，由资质审批部门发给《资质证书》。 

  第十一条 《资质证书》格式由建设部统一制定；《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样法律

效力。资质审批部门可以根据需要核发《资质证书》副本若干份。 

  第十二条 新开办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凡资金、人员达到一、二、三级标准，而开发经历和经营实绩达不到

相应标准的，按降低一级的资质等级审批。 

  新开办的房地产企业，应当在资质审定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

理开业登记。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证书》。 

  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必须在报纸上声明作废后，方可补领。 

  第十四条 企业发生分立、合并，应当在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３０日内，向原资质审批部门办理资质等级注

销手续，并重新申请资质等级。 

  第十五条 企业变更名称、法人代表和主要经济、技术负责人，应当在变更后３０日内，向原资质审批部门

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企业破产、歇业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业务时，应当在向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注销《营业执照》

的同时，注销《资质证书》。 

  第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每年核定一次。对于不符合原定资质标准的企业，由原资质审批部门予

以降级或吊销《资质证书》。 

  第十八条 一、二、三、四级企业必须按照《资质证书》确定的业务范围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不得越级承

担任务。各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可承担任务的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五级企业只限于在本地区范围内的村镇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第十九条 非生产型综合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自有资金达到两亿元以上，其中自有流动资金达到一亿元以

上；中央各部门所属工程建设公司达到建筑工程资质一级、自有资金一亿元以上，其中自有流动资金达到５０００万

元以上；地方工程建设公司达到建筑工程资质一级、自有资金５０００万元以上，其中自有流动资金达到３０００万

元以上；经省以上建设主管部门批准可兼营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但不定资质等级。 

  第二十条 以开发项目为对象从事单项房地产开发经营的项目公司（包括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

不定资质等级，由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其项目规模审定其资金、人员条件，并核发一次性《资质证书》。 

  第二十一条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吊销《资质证书》，并

可处以罚款： 

  （一）申请资质等级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552 / 3277 页 

 

  （二）不按规定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的； 

  （三）工程质量低劣的； 

  （四）擅自超越《资质证书》规定承担任务的； 

  （五）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证书》的。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

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通知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

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资质审批和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的，由其

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房地产开发专营企业的资质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３日建设部发布的《城市综合开

发公司资质等级标准》同时废止。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 

索 引 号：000013338/2000-00006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房地产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期：

2000 年 03 月 29 日文件名称：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有 效 期：2000 年 03 月 29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77 号主 题 词：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于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经第二十次部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发

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俞正声  

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房地产开发企业是指依法设立、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第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  

  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的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

产开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  

  第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企业条件分为一、二、三、四四个资质等级。  

  各资质等级企业的条件如下：  

  （一）一级资质：  

  1．注册资本不低于 5000 万元；  

  2．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5 年以上；  

  3．近 3 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 3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4．连续 5 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  

  5．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5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6．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40 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的管理人员不少于 20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 4 人；  

  7．工程技术、财务、统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8．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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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二）二级资质：  

  1．注册资本不低于 2000 万元；  

  2．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3 年以上；  

  3．近 3 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 15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4．连续 3 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  

  5．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6．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的管理人员不少于 10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 3 人；  

  7．工程技术、财务、统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8．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9．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三）三级资质：  

  1．注册资本不低于 800 万元；  

  2．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2 年以上；  

  3．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 5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4．连续 2 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  

  5．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的管理人员不少于 5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 2 人；  

  6．工程技术、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统计等其他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

上职称；  

  7．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8．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四）四级资质：  

  1．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 万元；  

  2．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1 年以上；  

  3．已竣工的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  

  4．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5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

计人员不少于 2 人；  

  5．工程技术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财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配有专业统计人

员；  

  6．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7．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第六条 新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持下列文件到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

备案；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企业章程；  

  （三）验资证明；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五）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  

  （六）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出示的其他文件。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备案申请后 30 日内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核发《暂定资质证书》。  

  《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 1 年。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可以视企业经营情况延长《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但

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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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领取《暂定资质证书》之日起 1 年内无开发项目的，《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不得延长。  

  第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满前 1 个月内向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申请核定资

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其开发经营业绩核定相应的资质等级。  

  第八条 申请《暂定资质证书》的条件不得低于四级资质企业的条件。  

  第九条 临时聘用或者兼职的管理、技术人员不得计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总数。  

  第十条 申请核定资质等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提交下列证明文件：  

  （一）企业资质等级申报表；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三）企业资产负债表和验资报告；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经济、技术、财务负责人的职称证件；  

  （五）已开发经营项目的有关证明材料；  

  （六）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执行情况报告；  

  （七）其他有关文件、证明。  

  第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级实行分级审批。  

  一级资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企业的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经资质审查合格的企业，由资质审批部门发给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  

  第十二条 资质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资质审批部门可以

根据需要核发资质证书副本若干份。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证书。  

  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必须在新闻媒体上声明作废后，方可补领。  

  第十四条 企业发生分立、合并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的 30 日内，到原资质审批

部门申请办理资质证书注销手续，并重新申请资质等级。  

  第十五条 企业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技术负责人，应当在变更 30 日内，向原资质审批部门

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企业破产、歇业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业务时，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营业执照后

的 15 日内，到原资质审批部门注销资质证书。  

  第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实行年检制度。对于不符合原定资质条件或者有不良经营行为的企业，

由原资质审批部门予以降级或者注销资质证书。  

  一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年检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负责。  

  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年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

定办法。  

  房地产开发企业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资质年检的，视为年检不合格，由原资质审批部门注销资质证书。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将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年检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一级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房地产项目的建设规模不受限制，可以在全国范围承揽房地产

开发项目。  

  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承担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以下的开发建设项目，承担业务

的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各资质等级企业应当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不得越级承担任务。  

  第十九条 企业未取得资质证书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

营业执照。  

  第二十条 企业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吊销资质证书，并提请工商行政管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555 / 3277 页 

 

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一条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公告资质证书作废，收回证书，并可处以 1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骗取资质证书的；  

  （二）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证书的。  

  第二十二条 企业开发建设的项目工程质量低劣，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降低资质

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并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三条 企业在商品住宅销售中不按照规定发放《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的，由原资

质审批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降低资质等级，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企业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资质审批和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

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3 年 11 月 16 日建设部发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28 号）同时废止。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 

索 引 号：000013338/2015-00061 主题信息：房地产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

2015 年 05 月 04 日文件名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有 效 

期：2015 年 05 月 04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主 题 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修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已经审定，现予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陈政高 

                                              2015

年 5 月 4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 

  根据《公司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决定对以下规章进行修改： 

  一、删除《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77 号）第五条第二款第一项中的“1．注册资本不

低于 5000 万元”。删除第二项中的“1．注册资本不低于 2000 万元”。删除第三项中的“1．注册资本不低于 800 万

元”。删除第四项中的“1．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 万元”。 

  删除第六条第三项。 

  删除第十条第三项中的“和验资报告”。 

  二、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26 号）第七条第二项修改为：“（二）有相应的设

施、设备”。 

  三、删除《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30 号）第六条第三项。 

  四、删除《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1 号）附件二“检测机构资质标准”的第一条第一

项。 

  五、将《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9 号）第九条第二项中的“注册资本总额”修改为“认

缴出资总额”。删除第七项。 

  将第十条第一项中的“注册资本总额”修改为“认缴出资总额”。删除第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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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第十三条第四项中的“并附工商部门出具的股东出资情况证明”。 

  六、删除《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建设部令第 154 号）第九条第五项。 

  删除第十条第五项。 

  将第十一条修改为：“新设立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具备第八条和第十条第（三）、（四）项条件的，可以申请

暂定级工程招标代理资格”。 

  将第十二条第八项修改为“（八）上一年度经审计的企业财务报告（含报表及说明，下同）”。 

  七、删除《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57 号）第十九条第一项。 

  删除第二十七条第一项。 

  八、将《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8 号）第七条第一项中的“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

册资本不少于 600 万元”修改为：“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资产”。 

  将第七条第二项甲级资质标准中的“（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不少于 300 万元”、乙级资质标准中

的“（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 万元”以及丙级资质标准中的“（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

不少于 50 万元”修改为：“（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资产”。 

  九、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0 号）第三条中的“注册资本”修改为“资产”。 

  十、删除《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64 号）第五条第一项中的“1．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以上”。删除第二项中的“1．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 万元以上”。删除第三项中的“1．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以

上”。 

  删除第六条第三项。 

  十一、删除《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12 号）第七条第二项。 

  删除第八条第二项。 

  删除第九条第二项。 

  删除第二十一条中的“注册资本”。 

  十二、删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13 号）第

七条第五项。 

  删除第八条第五项。 

  十三、删除《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14 号）第十条第一项中的“3．有限责任公

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 120 万元以上”。删除第二项中的“3．有限责任公司

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 60 万元以上”。删除第三项中的“2．有限责任公司的注

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 30 万元以上”。 

  删除第十一条第四项。 

  删除第十七条中的“注册资本或者出资额”。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以上部门规章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发布。 

 

（2000 年 03 月 29 日建设部令第 77 号发布，2015 年 05 月 04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房地产开发企业是指依法设立、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第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 

  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的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

产开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 

  第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企业条件分为一、二、三、四四个资质等级。 

  各资质等级企业的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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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级资质： 

  1．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5 年以上； 

  2．近 3 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 3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3．连续 5 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 

  4．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5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5．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40 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的管理人员不少于 20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 4 人； 

  6．工程技术、财务、统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7．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8．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二）二级资质： 

  1．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3 年以上； 

  2．近 3 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 15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3．连续 3 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 

  4．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5．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的管理人员不少于 10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 3 人； 

  6．工程技术、财务、统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7．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8．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三）三级资质： 

  1．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2 年以上； 

  2．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 5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3．连续 2 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 

  4．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的管理人员不少于 5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 2 人； 

  5．工程技术、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统计等其他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

上职称； 

  6．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7．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四）四级资质： 

  1．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1 年以上； 

  2．已竣工的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 

  3．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5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

计人员不少于 2 人； 

  4．工程技术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财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配有专业统计人

员； 

  5．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6．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第六条 新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持下列文件到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

备案；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企业章程； 

  （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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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 

  （五）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出示的其他文件。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备案申请后 30 日内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核发《暂定资质证书》。 

  《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 1 年。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可以视企业经营情况延长《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但

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2 年。 

  自领取《暂定资质证书》之日起 1 年内无开发项目的，《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不得延长。 

  第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满前 1 个月内向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申请核定资

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其开发经营业绩核定相应的资质等级。 

  第八条 申请《暂定资质证书》的条件不得低于四级资质企业的条件。 

  第九条 临时聘用或者兼职的管理、技术人员不得计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总数。 

  第十条 申请核定资质等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提交下列证明文件： 

  （一）企业资质等级申报表；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三）企业资产负债表；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经济、技术、财务负责人的职称证件； 

  （五）已开发经营项目的有关证明材料； 

  （六）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执行情况报告； 

  （七）其他有关文件、证明。 

  第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级实行分级审批。 

  一级资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企业的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经资质审查合格的企业，由资质审批部门发给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 

  第十二条 资质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资质审批部门可以

根据需要核发资质证书副本若干份。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证书。 

  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必须在新闻媒体上声明作废后，方可补领。 

  第十四条 企业发生分立、合并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的 30 日内，到原资质审批

部门申请办理资质证书注销手续，并重新申请资质等级。 

  第十五条 企业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技术负责人，应当在变更 30 日内，向原资质审批部门

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企业破产、歇业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业务时，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营业执照后

的 15 日内，到原资质审批部门注销资质证书。 

  第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实行年检制度。对于不符合原定资质条件或者有不良经营行为的企业，

由原资质审批部门予以降级或者注销资质证书。 

  一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年检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负责。 

  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年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

定办法。 

  房地产开发企业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资质年检的，视为年检不合格，由原资质审批部门注销资质证书。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将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年检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一级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房地产项目的建设规模不受限制，可以在全国范围承揽房地产

开发项目。 

  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承担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以下的开发建设项目，承担业务

的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各资质等级企业应当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不得越级承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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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企业未取得资质证书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

营业执照。 

  第二十条 企业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吊销资质证书，并提请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一条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公告资质证书作废，收回证书，并可处以 1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骗取资质证书的； 

  （二）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证书的。 

  第二十二条 企业开发建设的项目工程质量低劣，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降低资质

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并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三条 企业在商品住宅销售中不按照规定发放《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的，由原资

质审批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降低资质等级，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企业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资质审批和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

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3 年 11 月 16 日建设部发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28 号）同时废止。 

 

 

4.8.29）《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65 号 1999 年 01 月 07 日） 

http://www.lantu.lnjst.gov.cn/ApproveWeb/kcsj/Article.aspx?fid=af7e1420-a4db-410e-aa7b-

1f79bb16f2ba&fcol=100004013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已于一九九九年一月七日经第一次部常务会议通过，现

予发布，自一九九九年二月一日起施行。 

                                                       部长  俞正声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范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行为，保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

维护市场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活动及实施监督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

规定。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以下简称设计市场）活动，是批从事勘察设计业务的委托、承接及相关服

务的行为。 

    第三条  国家对设计市场实行从业单位资质、个人执业资格准入管理制度。 

    第四条  从事设计市场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原则。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理由分割、

封锁、垄断设计市场。 

    第五条  从事勘察设计业务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必须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坚持先勘察后设计，

先设计后施工的程序，保证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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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原勘察设计单位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勘察设计文件。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设计市场活动； 

    任何单位个人对设计市场活动及其管理工作中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都有权向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进行检举、控告或投诉。 

    第七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设计市场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专业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

能划分，配合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实施对本专业设计市场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设计市场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

专业部门，按照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能划分，配合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实施对本专业设计市

场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勘察设计业务的委托 

    第八条  凡在国家建设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规定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项目，均应当委托勘察设计业务。 

    第九条  委托工程设计业务的建设工程项目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议书已获批准； 

    （二）已经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手续；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工程勘察业务可以根据工程进展情况和需要进行委托。 

    第十条  委托方应当将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委托给具有应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且与其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相

符的承接方。 

    第十一条  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的委托可以通过竞选委托或直接委托的方式进行。竞选委托可以采取公开竞选或

邀请竞选的形式。建设项目总承包业务或专业性工程也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进行。 

    第十二条  以国家投资为主的建设工程项目、按建设部建设项目分类标准规定的特、一级的建设工程项目、标

志性建筑、纪念性建筑、风景区的主要建筑和重要地段有影响的建筑，以及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的

建设项目的设计业务鼓励通过竞选方式委托。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三条  委托方原则上应将整个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业务委托给一个承接方，也可以在保证整个建设项目完

整性和统一性的前题下，将设计业务按技术要求，分别委托给几个承接方。委托方将整个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业务分

别委托给几个承接方时，必须选定其中一个承接方作为主体承接方，负责对整个建设工程项目设计的总体协调。实施

工程项目总承包的建设工程项目按有关规定执行。 

    承接部分设计业务的承接方直接对委托方负责，并应当接受主体承接方的指导与协调。 

    委托勘察业务原则上按本条前两款的规定进行。 

    第十四条  委托方应向承接方提供编制勘察设计文件所必须的基础资料和有关文件，并对提供的文件资料负责。 

    第十五条  委托方在委托业务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收受贿赂、索取回扣或者其他好处； 

    （二）指使承接方不按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设计程序进行勘察设计； 

    （三）不执行国家的勘察设计收费规定，以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费标准支付勘察设计费或不按合同约定支付

勘察设计费； 

    （四）未经承接方许可，擅自修改勘察设计文件，或将承接方专有技术和设计文件用于本工程以外的工程。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勘察设计业务的承接 

    第十六条  承接方必须持有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勘察资质证书或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在证书规定的

业务范围内承接勘察设计业务，并对其提供的勘察设计文件的质量负责。严禁无证或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的单位和

个人承接勘察设计业务。 

    第十七条  具有乙级及以上勘察设计资质的承接方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承接勘察设计业务；在异地承接勘察设计

业务时，须到项目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从事勘察设计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只能在一个勘察设计单位从事勘察设计工作，不得私自挂靠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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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业务； 

    严禁勘察设计专业技术人员和执业注册人员出借、转让、出卖执业资格证书、执业印章和职称证书。 

    第十九条  承接方应当自行完成承接的勘察设计业务，不得接受无证组织和个人的挂靠。经委托方同意，承接

方也可以将承接的勘察设计业务中的一部分委托给其它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承接方，但须签订分委托合同，并对

分承接方所承担的业务负责。分承接方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将所承接的业务再次分委托。 

    第二十条  承接方在承接业务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执行国家的勘察设计收费规定，以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费标准进行不正当竞争； 

    （二）采用行贿、提供回扣或给予其它好处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 

    （三）不按规定程序修改、变更勘察设计文件； 

    （四）使用或推荐使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材料或设备； 

    （五）未经委托方同意，擅自将勘察设计业务分委托给第三方，或者擅自向第三方扩散、转让委托方提交的产

品图纸等技术经济资料；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承接方可以聘用技术劳务人员协助完成承接的勘察设计业务，但必须签订聘用合同。技术劳务管

理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订。 

    第二十二条  外国勘察设计单位及其在中国境内的办事机构，不得单独承接中国境内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业务。

承接中国境内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业务，必须与中方勘察设计单位进行合作勘察或设计，也可以成立合营单位，领取

相应的勘察设计资质证书，按国家有关中外合作、合营勘察设计单位的管理规定和本规定开展勘察设计业务活动。 

    港、澳、台地区的勘察设计单位承接内地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业务，原则上参照上款规定执行。 

                              第四章  合   同 

    第二十三条  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的委托方与承接方必须依法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委托方承接方

应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十四条  签订勘察设计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使用或参照使用国家制度的《建设工程勘察合同》和《建

设工程设计合同》文本。合同内容应符合国家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的规定和要求。 

    第二十五条  勘察设计费用应当依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由委托方和承接方在合同中约定。合同双方不得违反国家

有关最低收费标准的规定，任意压低勘察设计费用。 

    委托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勘察设计费。 

    第二十六条  签订勘察设计合同的双方，须将合同文本送交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其委托机构备案。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合同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管理部门应按各自职责分工，加强对设计市场活动的监督管理，依法查

处设计市场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维护和保障设计市场秩序。 

    第二十八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管理部门及委托单位，应当加强对勘察设计单位资质和执业注册人员、专

业技术人员资格的动态管理，对勘察设计单位实行资质年度检查制度并公布检查结果。不得越权审批、颁发单位资质

和个人资格证书，不得颁发其他与证书效力相同的证件，不得给不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颁发资质证书或资格证书。 

    第二十九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勘察设计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三十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管理部门建立健全勘察设计文件审查制度、质量监督制度和工程勘

察设计事故报告处理制度，定期公布有关结果。 

    国家鼓励勘察设计单位参加勘察设计质量保险。 

    第三十一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设计市场各方当事人，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的监督和检查。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二条  委托方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原委托的勘察设计文件无效，不得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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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工的，责令停止施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重新委托勘察设计，并处以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将建设工程项目勘察设计业务委托给无勘察设计资质证书或与勘察设计资质证书规定的等级和业务范

围不符的单位和个人的； 

    （二）指使承接方在勘察设计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三）擅自修改勘察设计文件的； 

    （四）未经勘察委托设计，未经设计委托施工的。 

    第三十三条  委托方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国家有关最低收费标准的规定，压低勘察设计收费或不按合同支付勘察设计费用的； 

    （二）将承接方的专用技术和设计文件用于本工程以外的工程的； 

    （三）擅自终止或违反勘察设计合同的； 

    （四）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四条  承接方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一次的，勘察设计文件无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三万元以下罚款，在六个月至一年内停止承接新的勘察

设计业务，将违法行为记录在案，作为资质年检的重要依据；有下列行为之一二次以上或造成重大事故的，并处降低

资质等级，两年内不得升级；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特大事故的，吊销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越勘察设计资质证书规定的等级和业务范围承接业务的； 

    （二）出借、转让、出卖资质证书、图签、图章或以挂靠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接勘察设计业务的； 

    （三）转手委托或未经委托方同意将分承接业务再次委托的； 

    （四）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五）使用或推荐使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材料和设备的。 

    第三十五条  承接方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将违法行为记录在案，作为资质年检的重要依据，并可处以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以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收费等不正当手段承接勘察设计业务的； 

    （二）未按规定办理聘用或借用手续，私下拉人从事勘察设计业务的； 

    （三）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六条  承接方因工作失误，造成勘察设计质量事故，应当无偿补充勘察设计、修改完善勘察设计文件。

给委托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减收、免收勘察设计费，并承担相应赔偿。 

    第三十七条  勘察设计专业技术人员和执业注册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非执业注册人员可处以三万元以下罚款，对执业注册人员可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

下罚款，停止执业一年，情节严重，或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个人执业证书，五年内不予注册。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私人挂靠，私下组织或参与承接勘察设计业务活动的； 

    （二）推荐使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材料和设备，或收受回扣的； 

    （三）出借、转让、出卖执业资格证书、执业印章和职称证书，或私自为其他单位设计项目签字、盖章的，或

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的； 

    （四）不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第三十八条  勘察设计专业技术人员（含技术劳务人员）和执业注册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同时受聘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勘察设计单位执业的； 

    （二）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违反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原勘察设计文件无效，由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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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无勘察设计资质证书的单位和个人，承接勘察设计业务的； 

   （二）涂改或伪造资质、资格证书承揽业务的； 

   （三）剽窃、抄袭、非法出售和转让勘察设计单位的专有技术、勘察报告、设计文件，或将其用于合同以外的

建设工程项目的。 

    无证从事勘察设计业务的，同时提请工商部门予以取缔。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还应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条  对设计市场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对责任人给予相应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越行政权限审批、颁发资质、资格证书或与其作用相同的证件的； 

    （二）给不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颁发资质、资格证书的； 

    （三）违反有关规定，以行政权力干预勘察设计工作，或分割、垄断勘察设计市场的； 

    （四）在监督管理中玩忽职守、不履行职责、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工程咨询服务活动的市场管理原则上参照本规定执行。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另行规定。 

    第四十二条  地方性勘察设计市场法规对罚款幅度严于本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 1999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本规定实施以前有关文件与本规定不符的，按本规定执行。 

 

 

 

4.8.30）《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建设部令第 135 号 2004 年 12 月 1 日）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74.html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109/t20110926_206399.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04-00001 主题信息：城乡规划发文单位：建设部生成日期：2004 年 10 月 15 日文件名

称：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有 效 期：2004 年 12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5 号主 题 词：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    《建

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已于 2004 年 9 月 29 日经建设部第 45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

过，现予发布，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 汪光焘  

                           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  

              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  

 

  根据《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 号）的

有关规定，现就国务院决定所列涉及建设部职能的十五项行政许可条件规定如下，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本

规定施行前建设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关该十五项行政许可条件的规定与本规定内容不一致的，适用本规定。  

  一、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注册条件  

  1、初始注册登记  

  （1）在取得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证书 3 年内；  

  （2）经所在单位同意。  

  2、续期注册登记  

  （1）注册登记有效期满前 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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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具备建设部认可的城市规划继续教育证明；  

  （3）经所在单位同意。  

  3、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申请变更注册登记  

  （1）在注册登记有效期内离退休且所在单位不再聘用；  

  （2）所在单位名称发生变化；  

  （3）工作调动。  

  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认定条件  

  1、甲级资质  

  （1）已取得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满 3 年；  

  （2）技术负责人已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资格，并具有工程或者经济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工程造

价专业工作 15 年以上；  

  （3）专职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人员（简称专职专业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工程或者工程经济系列

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6 人，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他人员具有从事工程

造价专业工作的经历；  

  （4）企业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 100 万元；  

  （5）近 3 年企业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50O 万元；  

  （6）具有固定办公场所，人均办公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7）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控制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齐全；  

  （8）员工的社会养老保险手续齐全；  

  （9）专职专业人员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年龄，人事档案关系由国家认可的人事代理机构代为管理；  

  （10）企业的出资人中造价工程师人数不低于 60％，出资额不低于注册资本总额的 60％。  

  2、乙级资质  

  （1）技术负责人已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资格，并具有工程或者经济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工程造

价专业工作 10 年以上；  

  （2）专职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人员（简称专职专业人员）不少于 12 人，其中：工程或者经济系列中级

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8 人，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他人员具有从事工程造价专

业工作的经历；  

  （3）企业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 50 万元；  

  （4）在暂定期内企业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  

  （5）具有固定办公场所，人均办公面积不得少于 10 平方米；  

  （6）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齐全；  

  （7）员工的社会养老保险手续齐全；  

  （8）专职专业人员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年龄，人事档案关系由国家认可的人事代理机构代为管理；  

  （9）企业的出资人中造价工程师人数不低于 60％，出资额不低于注册资本总额的 60％。  

  3、新设立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资质等级按照最低等级核定，并设 1 年的暂定期。  

  三、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条件  

  1、甲级资质  

  （1）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 20％，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城市规划

专业人员不少于 4 人，具有其他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4 人（建筑、道路交通、给排水专业各不少于 1 人）；

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城市规划专业人员不少于 8 人，具有其他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5 人；  

  （2）专业技术人员每人配备一台计算机，具备相关输入输出设备及软件；  

  （3）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4）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80 万元；  

  （5）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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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乙级资质  

  （1）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 15％，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城市规划

专业人员不少于 2 人，高级建筑师不少于 1 人，高级工程师不少于 1 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城市规划专业人员不

少于 5 人，具有中级职称的其他专业人员不少于 10 人；  

  （2）达到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规划局（规委）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标准；  

  （3）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4）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50 万元；  

  （5）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3、丙级资质  

  （1）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中级职称的城市规划专业人员不少于 2 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

的建筑、道路交通、园林绿化、给排水等专业的人员不少于 5 人；  

  （2）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3）达到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规划局（规委）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标准；  

  （4）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20 万元；  

  （5）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四、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条件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或者建筑垃圾运输单位申请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需具备以下条件：  

  （1）提交书面申请（包括建筑垃圾运输的时间、路线和处置地点名称、施工单位与运输单位签订的合同、

建筑垃圾消纳场的土地用途证明）；  

  （2）有消纳场的场地平面图、进场路线图、具有相应的摊铺、碾压、除尘、照明等机械和设备，有排水、

消防等设施，有健全的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3）具有建筑垃圾分类处置的方案和对废混凝土、金属、木材等回收利用的方案；  

  （4）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证；  

  （5）具有健全的运输车辆运营、安全、质量、保养、行政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6）运输车辆具备全密闭运输机械装置或密闭苫盖装置、安装行驶及装卸记录仪和相应的建筑垃圾分类运

输设备。  

  五、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条件  

  1、从事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服务审批条件  

  （1）申请人是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从事垃圾清扫、收集的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100 万元，从事垃

圾运输的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300 万元；  

  （2）机械清扫能力达到总清扫能力的 20％以上，机械清扫车辆包括洒水车和清扫保洁车辆。机械清扫车辆

应当具有自动洒水、防尘、防遗撒、安全警示功能，安装车辆行驶及清扫过程记录仪；  

  （3）垃圾收集应当采用全密闭运输工具，并应当具有分类收集功能；  

  （4）垃圾运输应当采用全密闭自动卸载车辆或船只，具有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沥液滴漏功能，安装

行驶及装卸记录仪；  

  （5）具有健全的技术、质量、安全和监测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6）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证；  

  （7）具有固定的办公及机械、设备、车辆、船只停放场所。  

  2、从事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服务审批条件  

  （1）申请人是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规模小于 100 吨/日的卫生填埋场和堆肥厂的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500 万元，规模大于 100 吨/日的卫生填埋场和堆肥厂的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焚烧厂的注册资本不少于

人民币 1 亿元；  

  （2）卫生填埋场、堆肥厂和焚烧厂的选址符合城乡规划，并取得规划许可文件；  

  （3）有至少 5 名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其中包括环境工程、机械、环境监测等专业的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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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垃圾处理工作经历，并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4）城市生活垃圾中转及处置单位具有完善的工艺运行、设备管理、环境监测与保护、财务管理、生产安

全、计量统计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5）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配备沼气检测仪器，配备环境监测设施如渗沥液监测井、尾气取样孔，安装在线监

测系统等监测设备并与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联网；  

  （6）具有完善的生活垃圾渗沥液、沼气的利用和处理技术方案，卫生填埋场对不同垃圾进行分区填埋方案、

生活垃圾处理的渗沥液、沼气、焚烧烟气、残渣等处理残余物达标处理排放方案；  

  （7）有控制污染和突发事件预案。  

  六、城市排水许可证核发条件  

  接通和准备接通城市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排水户，申请城市排水许可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提出排水许可申请，并填写《排水许可申请表》；  

  2、污水排放口的设置符合城市排水专业规划的要求；  

  3、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的污水，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CJ3082）和地方制定的污水排入城市排水设施的有关标准和规定；  

  4、已按规定建设相应的污水处理设施；  

  5、已在排放口设置专用检测井。  

  6、排放污水可能对城市排水设施正常运行造成危害的重点排污工业企业，已在排放口安装至少能对水量、

pH，CODcr（或 TOC）进行检测的在线检测装置；  

  7、其他重点排污工业企业和重点排水户，具备至少能对水量、pH，CODcr，SS 和氨氮等进行检测的能力和

相应的水量、水质检测制度；  

  8、对各类施工作业临时排水中有沉淀物，足以造成排水设施堵塞或者损坏的，排水户已修建预沉设施，且

排水经预沉设施处理后符合第 3 条规定的标准。  

  七、燃气设施改动审批条件  

  1、有改动燃气设施的申请报告；  

  2、改动后的燃气设施符合燃气专业规划、安全等相关规定；  

  3、有安全施工的组织、设计和实施方案；  

  4、有安全防护及不影响燃气用户安全正常用气的措施。  

  八、外商投资企业城市规划服务资格证书核发条件  

  1、外方是在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从事城市规划服务的企业或者专业技术人员；  

  2、具有城市规划、建筑、道路交通、园林绿化以及相关工程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 20 人以上，其中外籍专

业技术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 25％，城市规划、建筑、道路交通、园林绿化专业的外籍专业技术人

员分别不少于 1 人；  

  3、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装备和固定的工作场所，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每人配备一台计算机，管理部门计

算机普及率不低于 60％；数字化仪或者扫描仪；宽幅绘图仪、高分辨率彩色打印机和普通彩色、黑白打印机及较完

善的网络系统及相关软件；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九、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选址审批条件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缆车、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的选址应当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核准，并符

合以下条件：  

  1、有经批准的风景名胜区规划文件及批件；  

  2、有省、自治区建设厅或直辖市园林行政主管部门的初审报告；  

  3、有建设项目专家论证报告。  

  十、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条件  

  1、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与城市绿线一致；  

  2、绿地使用功能的改变或局部使用功能的改变并未改变绿化用地使用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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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源于城市总体规划调整、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城市重大防灾救灾项目的需要；  

  4、专家组论证、公众听证会意见一致。  

  十一、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条件  

  经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专家委员会审查，且结论为“通过。  

  十二、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条件  

  1、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3、有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4、有安全评估报告；  

  5、有事故预警和应急抢救方案；  

  6、有管线架设设计图纸；  

  7、有桥梁专家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意见。  

  十三、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核准条件  

  1、一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字样；  

  （2）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 6 年以上，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二级资质 2 年以上；  

  （3）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 120 万元以上；  

  （4）有 15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5）近两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项目总数 200 宗以上，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5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以上；  

  （6）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含 3 年）的专职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3 名以上（含 3 名）、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含 2 名）专职注册

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含 3 年）的专职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  

  （8）机构股份或者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总额不低于 60％；  

  （9）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10）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建立并公示企业信用档案；  

  （11）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2、二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 字样；  

  （2）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 4 年以上，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三级资质 2 年以上；  

  （3）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 60 万元以上；  

  （4）有 8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5）近两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项目总数 150 宗以上，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15 万平方米以上；  

  （6）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含 3 年）的专职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3 名以上（含 3 名）、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含 2 名）专职注册

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含 3 年）的专职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  

  （8）机构股份或者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总额不低于 60％；  

  （9）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10）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建立并公示企业信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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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3、三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 字样；  

  （2）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 30 万元以上；  

  （3）有 3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在暂定期内完成估价项目总数 100 宗以上，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3 万平

方米以上；  

  （5）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含 3 年）的专职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2 名以上（含 2 名）的股东或者合伙人为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

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含 3 年）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机构股份或者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总额不低于 60％；  

  （8）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9）估价质量管理制度、估价档案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建立并公示企

业信用档案；  

  （10）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4、新设立的房地产估价机构的资质等级按照最低等级核定，并设 1 年的暂定期。  

  十四、城市新建燃气企业审批条件  

  1、建设项目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及燃气规划要求，并竣工验收合格；  

  2、有稳定和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设有对气质进行检测或检验的装置；  

  3、燃气生产、输配、储存、充装、供应等设施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和消防安全、建设质量的要求；  

  4、从事液化石油气经营活动的企业，有运输、接卸、储存、灌装等完整生产设施，凡液化石油气含有残液

组份的，设有残液回收装置，回收残液；  

  5、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注册资本和专业技术人员、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6、有完善的经营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制度；  

  7、有经过燃气专业培训合格的操作人员；  

  8、有包括基建、生产运行、技术设备、物资、安全生产等完整的资料和档案，并设专人管理；  

  9、有健全的安全事故抢险预案，有与供气规模相适应的抢险组织，有与供气规模相适应的抢险抢修人员、

仪器、设备和交通工具；  

  10、有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并达到安全运行的要求；  

  11、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为从业人员交纳保险费。  

  十五、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核发条件  

  核发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应当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城市出租汽车

发展规划。  

  1、经营资格证  

  企业应当具备的条件：  

  （1）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达到规定标准；  

  （2）有符合规定质量、数量要求的出租车辆、配套设施、设备、标志；  

  （3）出租车辆及配套设施、设备、标志符合国家标准、建设部有关行业标准和地方有关规定；  

  （4）有符合规定的固定的停车场所；  

  （5）有良好的银行资信、财务状况及相应的偿债能力；  

  （6）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并经培训考试合格的驾驶员，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技术、财务和经营管理人

员；  

  （7）符合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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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应当具备的条件：  

  （1）经营方式符合有关规定；  

  （2）有符合规定质量要求的客运车辆、设施和设备；  

  （3）车辆及配套设施、设备、标志符合国家、建设部有关行业标准和地方有关规定；  

  （4）有符合规定的资金；  

  （5）有符合规定的固定停车场所；  

  （6）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7）符合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车辆运营证  

  （1）已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  

  （2）有符合经营资格证要求的车辆及配套设施、设备、标志。  

  3、驾驶员客运资格证  

  （1）男性年龄在 60 周岁以下，女性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  

  （2）有当地公安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并有 3 年以上驾龄，并安全行车，无重大交通事故责任记录；  

  （3）经培训考试合格；  

  （4）被吊销客运资格的驾驶员，从吊销之日起已经满 5 年。 

 

4.8.3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9 号 2006 年 7 月 1 日）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6-04/20/content_257728.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49 号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已于 2006 年 2 月 22 日经建设部第 85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管理，提高工程造价咨询工作质量，维护建设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实施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办

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是指接受委托，对建设项目投资、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提供专业咨询

服务的企业。 

第四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当依法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工程造价

咨询活动。 

第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应当遵循独立、客观、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依法进行的工程造价咨询活动。 

第六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有关专业部门负责对本专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 

鼓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加入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组织。 

第二章 资质等级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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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等级分为甲级、乙级。 

第九条 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标准如下： 

（一）已取得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满 3 年； 

（二）企业出资人中，注册造价工程师人数不低于出资人总人数的 60%，且其出资额不低于企业注册资本总额

的 60%； 

（三）技术负责人已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并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工程造价专

业工作 15 年以上； 

（四）专职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人员（以下简称专职专业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工程或者工程经

济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6 人；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他人员具有从事

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经历； 

（五）企业与专职专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且专职专业人员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年龄（出资人除外）； 

（六）专职专业人员人事档案关系由国家认可的人事代理机构代为管理； 

（七）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100 万元； 

（八）企业近 3 年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500 万元； 

（九）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人均办公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十）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齐全； 

（十一）企业为本单位专职专业人员办理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手续齐全； 

（十二）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禁止的行为。 

第十条 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标准如下： 

（一）企业出资人中，注册造价工程师人数不低于出资人总人数的 60%，且其出资额不低于注册资本总额的 60%； 

（二）技术负责人已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并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工程造价专

业工作 10 年以上； 

（三）专职专业人员不少于 12 人，其中，具有工程或者工程经济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8 人；

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他人员具有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经历； 

（四）企业与专职专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且专职专业人员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年龄（出资人除外）； 

（五）专职专业人员人事档案关系由国家认可的人事代理机构代为管理； 

（六）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50 万元； 

（七）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人均办公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八）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齐全； 

（九）企业为本单位专职专业人员办理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手续齐全； 

（十）暂定期内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 

（十一）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无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禁止的行为。 

第三章 资质许可 

第十一条 申请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应当向申请人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提出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20 日内审查完毕，

并将初审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 

第十二条 申请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审查决定。其中，

申请有关专业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商同级有关专业部门审查

决定。 

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定报国务院建

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并同时在网上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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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等级申请书》； 

（二）专职专业人员（含技术负责人）的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造价员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和身份证； 

（三）专职专业人员（含技术负责人）的人事代理合同和企业为其交纳的本年度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凭证； 

（四）企业章程、股东出资协议并附工商部门出具的股东出资情况证明； 

（五）企业缴纳营业收入的营业税发票或税务部门出具的缴纳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的营业税完税证明；企业

营业收入含其他业务收入的，还需出具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的财务审计报告； 

（六）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 

（七）企业营业执照； 

（八）固定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 

（九）有关企业技术档案管理、质量控制、财务管理等制度的文件；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新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不需要提交前款第（五）项、第（六）项所列材料。 

第十四条 新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其资质等级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第（一）项至第（九）项所列资质标

准核定为乙级，设暂定期一年。 

暂定期届满需继续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的，应当在暂定期届满 30 日前，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换发资质证书。

符合乙级资质条件的，由资质许可机关换发资质证书。 

第十五条 准予资质许可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分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遗失资质证书的，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声明作废后，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补办。 

第十六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有效期为 3 年。 

资质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的，应当在资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资质

延续申请。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根据申请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准予延续的，资质有效期延续 3 年。 

第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名称、住所、组织形式、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注册资本等事项发生变更的，

应当自变更确立之日起 30 日内，到资质许可机关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第十八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

的资质等级，但应当符合相应的资质等级条件。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分立的，只能由分立后的一方承继原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但应当符合原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资质等级条件。 

第四章 工程造价咨询管理 

第十九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依法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不受行政区域限制。 

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从事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从事工程造价 5000 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第二十条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包括： 

（一）建设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项目经济评价报告的编制和审核； 

（二）建设项目概预算的编制与审核，并配合设计方案比选、优化设计、限额设计等工作进行工程造价分析与控

制； 

（三）建设项目合同价款的确定（包括招标工程工程量清单和标底、投标报价的编制和审核）；合同价款的签订

与调整（包括工程变更、工程洽商和索赔费用的计算）及工程款支付，工程结算及竣工结（决）算报告的编制与审核

等； 

（四）工程造价经济纠纷的鉴定和仲裁的咨询； 

（五）提供工程造价信息服务等。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对建设项目的组织实施进行全过程或者若干阶段的管理和服务。 

第二十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在承接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时，应当与委托人订立书面工程造价

咨询合同。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572 / 3277 页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与委托人可以参照《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第二十二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加盖有企业名称、资质等级及证书编号的执业印章，并由执行咨询

业务的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加盖执业印章。 

第二十三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自领取分支机构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持下列材料到

分支机构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一）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三）拟在分支机构执业的不少于 3 名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证书复印件； 

（四）分支机构固定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受备案之日起 20 日内，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分支机构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应当由设立该分支机构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负责承接工程造价

咨询业务、订立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分支机构不得以自己名义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订立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第二十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应当自承接业务之日起 30 日

内到建设工程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工程造价咨询收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由当事人在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中约定。 

第二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二）超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三）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或两个以上投标人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四）以给予回扣、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五）转包承接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八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得对外提供工程造价咨询服

务过程中获知的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业务资料。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有关专业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监督检查机关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有关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文档，

有关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以及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等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及执业规程规定的行为。 

监督检查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一条 监督检查机关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并出示执法证件，不得妨碍被

检查单位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

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具备行政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其他情形。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573 / 3277 页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三十三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资质许可机关根据

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撤回其资质。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依法注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有效期满，未申请延续的； 

（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被撤销、撤回的； 

（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依法终止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信用档案信息。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档案应当包括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基本情况、业绩、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内容。违法行

为、被投诉举报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不良记录记入其信用档案。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查阅信用档案。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资质许

可，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第三十七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或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资质。 

第三十八条 未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

出具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

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新设立分支机构不备案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接业务不备案的。 

第四十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有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

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资质许可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或者超越职权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

质许可决定的； 

（二）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资质许可决定的； 

（三）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四） 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2000 年 1 月 25 日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 74 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施行前建设部发布的规章与本办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第九条第（二）项、第（六）项和第十条第（一）项、第（五）项的规定，暂不适用于本办

法施行前已取得工程造价咨询资质且尚未进行改制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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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2）《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74 号 2000 年 3 月 1 日，建设部令第 149 号 2006 年 03 月 22

日） 

http://www.gov.cn/govtest/content_270055.htm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704/t20070412_159098.html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是指接受委托，对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提供专业服务，出具

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中介组织或咨询服务机构。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应当取得《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并在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管理，保障工程造价咨询工作健康发展，维护建设市场秩序，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实施对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是指接受委托，对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提供专业服务，出具

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中介组织或咨询服务机构。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应当取得《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并在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第四条 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原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分割、封锁、垄断工程造价咨询市场。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管理工作。 

特殊行业的主管部门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负责本行业内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等级标准 

第六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等级分为甲级、乙级。 

第七条 甲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标准: 

(一)专职技术负责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十年以上，并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 

(二)具有专业技术职称、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专职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

少于 6 人，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8 人; 

(三)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 万元; 

(四)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健全的组织机构，完善的技术经济档案管理制度和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 

(五)近三年已完成 5 个大型或者 8 个中型以上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的咨询工作; 

(六)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第八条 乙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标准: 

(一)专职技术负责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八年以上，并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 

(二)具有专业技术职称、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专职人员不少于 12 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

少于 3 人，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6 人，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专业人员不少于 4 人; 

(三)注册资金不少于 50 万元; 

(四)近三年已完成 5 个以上中小型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的咨询工作; 

(五)有较好的社会信誉。 

第三章 申请与审批 

第九条 申请甲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的，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特殊行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资质初审，初审合格后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申请乙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商同级有关专业部门审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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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申请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等级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等级申请书; 

(二)技术负责人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 

(三)专业人员技术职称证书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 

(四)主要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和委托方证明材料; 

(五)营业执照复印件; 

(六)单位章程。 

第十一条 新开办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只能申请乙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等级。 

第十二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等级的申请，经资质管理部门审批后，颁发相应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

书》。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与副本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第十三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涂改、出租、转让、出卖《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 

第十四条 遗失《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的，应当在有关新闻媒体上声明作废后，向原资质管理部门申请

补发。 

第十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取得乙级资质证书三年后，达到甲级资质标准的，可以申请晋级。 

第四章 资质管理 

第十六条 资质管理部门对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实行资质年检。 

资质年检的内容包括: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条件、工作业绩、服务质量、社会资信等。 

第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资质年检或者资质年检不合格的，资质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其限期办

理或者限期整改，逾期不办理或者逾期整改不合格的，资质管理部门可以注销其资质证书。 

第十八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年检结果，由资质管理部门公布。 

第十九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自情况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到资质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

续; 

(一)分立或者合并，应当交回原《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重新申请资质等级; 

(二)停业半年以上，应当办理备案手续; 

(三)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办理变更手续; 

(四)宣布破产或者其他原因终止业务，应当办理注销手续。 

第五章 业务承接 

第二十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应当在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内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禁止超越资质等级和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第二十一条 甲、乙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承接业务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甲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在全国范围内承接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二)乙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承接中、小型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第二十二条 甲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时，应当到工程所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第二十三条 政府投资、国有单位投资以及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投资控股的建设工程，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

的国内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进行工程造价咨询。 

第二十四条 中外合资以及利用国外金融机构贷款的建设工程，原则上由国内甲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承接工程造

价咨询业务;确需国外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参加时，应当以中方为主，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 

第二十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时，应当与委托单位签订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工程造价咨

询合同一般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当事人的名称、地址; 

(二)咨询项目的名称、委托内容、要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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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履行期限; 

(四)咨询费、支付方式和时间; 

(五)违约责任和纠纷解决方式; 

(六)当事人约定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六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应当在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上注明资质证书的等级和编号，加盖单位公章及造价工

程师执业专用章。 

第二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收费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中约定。当事人不得违反国家

有关最低收费标准的规定，任意压低工程造价咨询费。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未取得《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的单位，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由资质管理部门责令其

停止活动，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二十九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申请资质等级的，由资质管理

部门注销《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伪造、涂改、出租、转让、出卖《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

质证书》的，由资质管理部门注销《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不办理备案、注销或者变更手续的，由资质管理部门

责令其限期办理;对于逾期不办理的，资质管理部门可以注销《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 

第三十二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超载资质等级和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承

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由资质管理部门注销《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 

第三十三条 因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过失，给委托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应当依法赔偿。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申请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工程造价咨询单位，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投资者与内地企业合资、

合作设立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原《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试行)及《<工程造价咨

询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4.8.3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第 93 号 2001 年 7 月 25 日） 

http://www.cqss.gov.cn/website/main/pageDetail.aspx?fid=C30E5F44-5D48-48D5-B582-

1E59540F2F8B&fcol=17902201  （2001）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7/10/content_678764.htm  （2007）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 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93 号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经 2001 年 6 月 29 日建设部第 44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

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俞正声 

2001 年 7 月 25 日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设市场秩序，保证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质量，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实施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资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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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勘察设计业绩等条

件申请资质，经审查合格，取得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活动。 

取得资质证书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可以从事相应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和技术服务。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的归口管理工作。国务院铁道、交通、水

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相应行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的归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配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相应行业的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质分类和分级 

第五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分为工程勘察资质、工程设计资质。 

第六条  工程勘察资质分为工程勘察综合资质、工程勘察专业资质、工程勘察劳务资质。 

工程勘察综合资质只设甲级；工程勘察专业资质根据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设立类别和级别；工程勘察劳务资质

不分级别。 

取得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的企业，承接工程勘察业务范围不受限制；取得工程勘察专业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同级

别相应专业的工程勘察业务；取得工程勘察劳务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岩土工程治理、工程钻探、凿井工程勘察劳务

工作。 

第七条  工程设计资质分为工程设计综合资质、工程设计行业资质、工程设计专项资质。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只设甲级；工程设计行业资质和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根据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设立类别和级别。 

取得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企业，其承接工程设计业务范围不受限制；取得工程设计行业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同

级别相应行业的工程设计业务；取得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同级别相应的专项工程设计业务。  

取得工程设计行业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本行业范围内同级别的相应专项工程设计业务，不需再单独领取工程

设计专项资质。 

第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标准和各资质类别、级别企业承担工程的范围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章 资质申请和审批 

第九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的申请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受理。 

第十条  企业申请工程勘察甲级资质、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及其他工程设计甲、乙级资质，应当向企业工商

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其中，中央管理的企业直接向国务院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其所属企业由中央管理的企业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同时向企业工商注册所

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企业申请工程勘察乙级资质、工程勘察劳务资质、建筑工程设计乙级资质和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丙级以下资质（包括丙级），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  新设立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后，方可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

出资质申请。 

新设立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申请资质，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下列资料： 

（一）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申报表；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企业章程；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主要技术负责人简历及任命（聘任）文件复印件； 

（五）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申报表中所列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毕业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六）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申报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变更证明材料； 

（七）需要出具的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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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申请晋升资质等级或者申请增加其他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除向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所列资料外，还需提供下列资料： 

（一）企业原资质证书正、副本； 

（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申报表中所列的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证明材料； 

（三）企业近两年的资质年检证明材料复印件； 

（四）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申报表中所列的工程项目的合同复印件及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明材料复

印件。 

第十四条  工程勘察甲级、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及其他工程设计甲、乙级资质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审批。 

申请工程勘察甲级、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及其他工程设计甲、乙级资质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审核部门应当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资质条件和企业申请资质所提供的资料进行

核实。 

申请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行业的工程设计甲、乙级资质，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初审。申请工程勘

察甲级、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及其他工程设计甲、乙级资质，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有关行业组织或者专

家委员会初审。 

第十五条  申请工程勘察乙级资质、工程勘察劳务资质、建筑工程设计乙级资质和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丙

级以下资质（包括丙级），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审批结果应

当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具体审批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十六条  审核部门应当自受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资质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审核工作。 

初审部门应当自收到经审核的申报材料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初审工作。 

审批部门自收到初审的申报材料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审批工作。审批结果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公告。 

第十七条  新设立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其资质等级最高不超过乙级，并设二年的暂定期。企业在资质

暂定有效期满前两个月内，可以申请转为正式资质等级，申请时应当提供企业近两年的资质年检合格证明材料。 

第十八条  由于企业改制，或者企业分立、合并后组建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其资质等级根据实际达到

的资质条件按照本规定的审批程序核定。 

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申请晋升资质等级、转为正式等级或者申请增加其他工程勘察、工程设计

资质，在申请之日前一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批准： 

（一）与建设单位勾结，或者企业之间相互勾结串通，采用不正当手段承接勘察、设计业务的； 

（二）将承接的勘察、设计业务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 

（三）注册执业人员未按照规定在勘察设计文件签字的； 

（四）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五）因勘察设计原因发生过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 

（六）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七）设计单位违反规定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八）以欺骗、弄虚作假等手段申请资质的； 

（九）超越资质等级范围勘察设计的； 

（十）转让资质证书的； 

（十一）为其他企业提供图章、图签的； 

（十二）伪造、涂改资质证书的； 

（十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正、副本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四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国务院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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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相应的行业资质进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实施监督管理。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配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相应的行业资质进行监督管理。 

任何部门、任何地区不得采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外的其他资信、许可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准入限制。 

第二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实行年检制度。资质年检主要对是否符合资质标

准，是否有质量、安全、市场交易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检查。 

资质年检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 

第二十三条  工程勘察乙级资质、工程勘察劳务资质、建筑工程设计乙级资质和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丙级

以下资质（包括丙级）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年检。 

工程勘察甲级、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及其他工程设计甲、乙级资质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企业工商

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年检。年检结果为合格的应当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年检意见为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应当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商

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年检结论。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年检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 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交资质年检申请。 

（二）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企业资质年检申请后 40 日内对资质年检作出结论，或者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提出年检意见。 

第二十五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资质条件符合资质标准，且在过去一年内未发生本规定第十九条所

列行为的，资质年检结论为合格。 

第二十六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资质条件中，技术骨干总人数未达到资质分级标准，但不低于资质分

级标准的 80%，其他各项均达到标准要求，且在过去一年内未发生本规定第十九条所列行为的，年检结论为基本合

格。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资质年检结论为不合格： 

（一）企业的资质条件中技术骨干总人数未达到资质分级标准的 80%； 

（二）企业的资质条件中主导工艺、主导专业技术骨干人数，各类注册执业人员数不符合资质标准的； 

（三）第（一）、（二）项以外的其他任何一项资质条件不符合资质标准的； 

（四）有本规定第十九条所列行为之一的。 

已经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降低资质等级处罚的行为，资质年检中不再重复追究。 

第二十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年检不合格或者连续两年基本合格的，应当重新核定其资质。新核

定的资质等级应当低于原资质等级；达不到最低资质等级标准的，应当取消其资质。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连续两年资质年检合格，方可申请晋升资质等级。 

第三十条  在资质年检通知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参加资质年检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其资质证书自行失

效，且一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资质。 

第三十一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变更企业名称、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应当在变更后的一个

月内，到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手续。其中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企业除企业名称变更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办理外，企业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

办理结果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在领取新的资质证书的同时，应当将原资质证书交回发证机关。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因破产、倒闭、撤销、歇业的，应当将资质证书交回发证机关。 

第三十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遗失资质证书的，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声明作废。 

第三十四条  院校所属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聘请在职教师从事勘察设计业务的，应当实行定期聘任制度。

教师定期聘用人数不得超过企业技术骨干人员总数的 30%，聘期不少于二年。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五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承揽勘察设计业务的，予以取缔；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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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三十六条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并处合同约定的勘察

费、设计费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处以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一）超越资质级别或者范围承接勘察设计业务的； 

（二）允许其他单位、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的； 

（三）以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的； 

（四）将所承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  

第三十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建设工程设计企业未根据

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违反规定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造成工程质

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

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第四十条  资质审批部门未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批资质的，由上级资质审批部门责令改正，已审批的资

质无效。 

第四十一条  从事资质管理的工作人员在资质审批和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军队系统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承接地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的，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

资质证书。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1997 年 12 月 23 日建设部颁布的《建设工程勘察和设计单位资质管

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60 号）同时废止。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 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60 号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已于 2006 年 12 月 30 日经建设部第 114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

布，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保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律、

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实施对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的

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活动的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

和勘察设计业绩等条件申请资质，经审查合格，取得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

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相应行业的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的统一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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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配合同级建设主管部门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相应行

业的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质分类和分级 

  第五条 工程勘察资质分为工程勘察综合资质、工程勘察专业资质、工程勘察劳务资质。 

  工程勘察综合资质只设甲级；工程勘察专业资质设甲级、乙级，根据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部分专业可以设

丙级；工程勘察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取得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各专业（海洋工程勘察除外）、各等级工程勘察业务；取得工程勘

察专业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相应等级相应专业的工程勘察业务；取得工程勘察劳务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岩土工程

治理、工程钻探、凿井等工程勘察劳务业务。 

  第六条 工程设计资质分为工程设计综合资质、工程设计行业资质、工程设计专业资质和工程设计专项资

质。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只设甲级；工程设计行业资质、工程设计专业资质、工程设计专项资质设甲级、乙级。 

  根据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个别行业、专业、专项资质可以设丙级，建筑工程专业资质可以设丁级。 

  取得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各行业、各等级的建设工程设计业务；取得工程设计行业资质的企

业，可以承接相应行业相应等级的工程设计业务及本行业范围内同级别的相应专业、专项（设计施工一体化资质除

外）工程设计业务；取得工程设计专业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本专业相应等级的专业工程设计业务及同级别的相应专

项工程设计业务（设计施工一体化资质除外）；取得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本专项相应等级的专项工程

设计业务。 

  第七条 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和各资质类别、级别企业承担工程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建设主

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章 资质申请和审批 

  第八条 申请工程勘察甲级资质、工程设计甲级资质，以及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

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的，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其中，

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应当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下属一层级的企业申请资

质，应当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初审完毕，并将初审意见和申请

材料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审

查，公示审查意见，公示时间为 10 日。其中，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资质，由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核，国务院有关部门在 20 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送国务院建设主管

部门。 

  第九条 工程勘察乙级及以下资质、劳务资质、工程设计乙级（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

方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除外）及以下资质许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实施。具体实施程序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定报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一份，副本六份，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

印制，正、副本具备同等法律效力。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 

  第十一条 企业首次申请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 

  （二）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企业章程或合伙人协议；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合伙人的身份证明； 

  （五）企业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任职文件、毕业证书、职称证书及相关资质标准要求提供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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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六）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明、注册执业证书； 

  （七）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毕业证书、身份证明及个人业

绩材料； 

  （八）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注册执业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与原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合

同的证明及新单位的聘用劳动合同； 

  （九）资质标准要求的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二条 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二）、（五）、（六）、（七）、（九）项所列资料； 

  （二）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与本单位签定的劳动合同及社保证明； 

  （三）原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四）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工程业绩和个人工程业绩。 

  第十三条 企业增项申请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本规定第十一条所列（一）、（二）、（五）、（六）、（七）、（九）的资料； 

  （二）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与本单位签定的劳动合同及社保证明； 

  （三）原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四）满足相应资质标准要求的个人工程业绩证明。 

  第十四条 资质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延续资质证书有效期的，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向原

资质许可机关提出资质延续申请。 

  对在资质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行为记录，且专业技术人员满

足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经资质许可机关同意，有效期延续 5 年。 

  第十五条 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名称、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工商部门办

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取得工程勘察甲级资质、工程设计甲级资质，以及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

计乙级资质的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发生企业名称变更的，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变更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 日内将有关

变更证明材料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在 2 日内办理变更手续。 

  前款规定以外的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

责办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 日内办理变更手续，并在办理资质证书

变更手续后 15 日内将变更结果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资质的变更，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企业资

质变更情况告知国务院有关部门。 

  第十六条 企业申请资质证书变更，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资质证书变更申请； 

  （二）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 

  （四）与资质变更事项有关的证明材料。 

  企业改制的，除提供前款规定资料外，还应当提供改制重组方案、上级资产管理部门或者股东大会的批准决

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同意改制重组的决议。 

  第十七条 企业首次申请、增项申请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其申请资质等级最高不超过乙级，且不考核

企业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业绩。 

  已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首次申请同类别或相近类别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的，可以将相应规模的工程

总承包业绩作为工程业绩予以申报。其申请资质等级最高不超过其现有施工资质等级。 

  第十八条 企业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企业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的资质等级，但应当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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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相应的资质标准条件。 

  企业分立的，分立后企业的资质按照资质标准及本规定的审批程序核定。 

  企业改制的，改制后不再符合资质标准的，应按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标准及本规定重新核定；资质条件不发生

变化的，按本规定第十六条办理。 

  第十九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企业，申请资质升级、资质增项，在申请之日起前一年内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批准企业的资质升级申请和增项申请： 

  （一）企业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承揽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业务的； 

  （二）将承揽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业务转包或违法分包的； 

  （三）注册执业人员未按照规定在勘察设计文件上签字的； 

  （四）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五）因勘察设计原因造成过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 

  （六）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七）设计单位违反规定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八）无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范围承揽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业务的； 

  （九）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 

  （十）允许其他单位、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的； 

  （十一）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第二十条 企业在领取新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同时，应当将原资质证书交回原发证机关予以

注销。 

  企业需增补（含增加、更换、遗失补办）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应当持资质证书增补申请等材料

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办理。遗失资质证书的，在申请补办前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刊登遗失声明。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在 2

日内办理完毕。 

第四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

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相应的行业资质进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实施监督管理。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配合同级建设主管部门对相应的行业资质进行监督管理。 

  上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建设主管部门资质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资质管理中的违法行

为。 

  第二十二条 建设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执业证书，有关工程勘察、设计

业务的文档，有关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及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建设主管部门、有关部门依法对企业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

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 

  第二十三条 建设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并出示执法

证件，不得妨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企业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监督检查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四条 企业违法从事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活动的，其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将企

业的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处理建议告知该企业的资质许可机关。 

  第二十五条 企业取得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建设主管部门、有关部门根据利

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资质许可机关可以撤回其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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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

以撤销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 

  （三）违反资质审批程序作出准予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资质证书的其他情形。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及时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注销资质的申请，交回资质证书，资质

许可机关应当办理注销手续，公告其资质证书作废： 

  （一）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依法申请延续的； 

  （二）企业依法终止的； 

  （三）资质证书依法被撤销、撤回，或者吊销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八条 有关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及时告知建设主管部门。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将涉及

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资质被撤回、撤销和注销的情况及时告知有关部门。 

  第二十九条 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企业信用档案信息。 

  企业的信用档案应当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业绩、工程质量和安全、合同违约等情况。被投诉举报和处理、行

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企业的信用档案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并给予警告，该企业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资质。 

  第三十一条 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有关部门给予警告，并依法处以罚款；该企业在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资质。 

  第三十二条 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企业未按照规定提供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行政处罚的，应当将行政

处罚决定以及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六条 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

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许可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许可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勘察包括建设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水文地质、工程测量、海洋工程勘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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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设计是指： 

  （一）建设工程项目的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含厂（矿）区内的自备电站、道路、专用铁路、通信、各种管

网管线和配套的建筑物等全部配套工程）以及与主体工程、配套工程相关的工艺、土木、建筑、环境保护、水土保持、

消防、安全、卫生、节能、防雷、抗震、照明工程等的设计。 

  （二）建筑工程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范围内的室外工程设计、建筑物构筑物设计、民用建筑修建的地下工程

设计及住宅小区、工厂厂前区、工厂生活区、小区规划设计及单体设计等，以及上述建筑工程所包含的相关专业的设

计内容（包括总平面布置、竖向设计、各类管网管线设计、景观设计、室内外环境设计及建筑装饰、道路、消防、安

保、通信、防雷、人防、供配电、照明、废水治理、空调设施、抗震加固等）。 

  第三十九条 取得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企业，可以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

承包业务，可以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2001 年 7 月 25 日建设部颁布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

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93 号）同时废止。 

 

 

4.8.34）《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建市[2007]202 号 2007 年 08 月 21 日） 

http://zwgk.gd.gov.cn/006939799/201503/t20150322_573385.html   

http://yzx.gov.cn/5/146/305/337/71756.html  

http://jsxh.forestry.gov.cn/portal/jsxh/s/3489/content-535677.html  

关于印发《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北京市规划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建设司，总后

基建营房部工程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 

    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0 号）和《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建市[2007]86 号），

我部组织制定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与

我部建筑市场管理司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为实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0 号）（以下简称新《规定》）和《工程设计资质

标准》（建市[2007]86 号）（以下简称新《标准》），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资质申请条件 

    （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均可申请建

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依法取得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的企业，只可申请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资质。 

    （二）因建设工程勘察未对外开放，资质审批部门不受理外商投资企业（含新成立、改制、重组、合并、并

购等）申请建设工程勘察资质。 

    （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涵盖所有工程设计行业、专业和专项资质。凡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企业不需单

独申请工程设计行业、专业或专项资质证书。 

    工程设计行业资质涵盖该行业资质标准中的全部设计类型的设计资质。凡具有工程设计某行业资质的企业

不需单独申请该行业内的各专业资质证书。 

    （四）具备建筑工程行业或专业设计资质的企业，可承担相应范围相应等级的建筑装饰工程设计、建筑幕墙

工程设计、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照明工程设计和消防设施工程设计等专项工程设计业务，不

需单独申请以上专项工程设计资质。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http://zwgk.gd.gov.cn/006939799/201503/t20150322_573385.html
http://zwgk.gd.gov.cn/006939799/201503/t20150322_573385.html
http://yzx.gov.cn/5/146/305/337/717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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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有下列资质情形之一的，资质审批部门按照升级申请办理：  

    1．具有工程设计行业、专业、专项乙级资质的企业，申请与其行业、专业、专项资质对应的甲级资质的；  

    2．具有工程设计行业乙级资质或专业乙级资质的企业，申请现有资质范围内的一个或多个专业甲级资质的； 

    3．具有工程设计某行业或专业甲、乙级资质的企业，其本行业和本专业工程设计内容中包含了某专项工程

设计内容，申请相应的专项甲级资质的； 

    4．具有丙级、丁级资质的企业，直接申请乙级资质的。 

    （六）新设置的分级别的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自正式设置起，设立两年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允许企业根据

实际达到的条件申请资质等级，不受最高不超过乙级申请的限制，且申报材料不需提供企业业绩。 

    （七）具有一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直接申请同类别或相近类别的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具有一

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申请不同类别的工程设计资质的，应从乙级资质开始申请（不设乙级的除外）。 

    （八）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工程业绩、技术装备等资质条件，均是以独立企业法人为审核单位。企业（集

团）的母、子公司在申请资质时，各项指标不得重复计算。 

    （九）允许每个大专院校有一家所属勘察设计企业可以聘请本校在职教师和科研人员作为企业的主要专业

技术人员，但是其人数不得大于资质标准中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且聘期不得少于 2 年。在职教师

和科研人员作为非注册人员考核时，其职称应满足讲师/助理研究员及以上要求，从事相应专业的教学、科研和设计

时间 10 年及以上。 

    二、申报材料 

    （十）因《工程勘察资质标准》未修订，除本实施意见另有规定外，工程勘察资质的有关申报材料要求仍按

建办市函[2006]274 号文办理。 

    （十一）首次申请工程设计资质，需提交以下材料： 

    1．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及电子文档（见附件 1）； 

    2．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章程或合伙人协议文本复印件； 

    4．企业法定代表人、合伙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5．企业负责人、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的身份证明、任职文件、毕业证书、职称证书等复印件，主要

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6．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企业注册所在地省级注册管理部门盖章的

注册变更表或初始注册表； 

    7．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明、职称证书、毕业证书等复印件，主导专业的

非注册人员还需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8．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注册、非注册）与企业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主要页（包括

合同双方名称、聘用起止时间、签字盖章、生效日期）、与原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合同的证明或近一个月的社保证

明复印件；其中，对军队或高校从事工程设计的事业编制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不需提供社保证明，但需提供所在单位

上级人事主管部门的人事证明材料； 

    9．办公场所证明，属于自有产权的出具产权证复印件；属于租用或借用的，出具出租（借）方产权证和双

方租赁合同或借用协议的复印件。 

    （十二）申请工程设计资质升级，需提交以下材料： 

    1．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及电子文档（见附件 1）； 

    2．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4．企业负责人、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的身份证明、任职文件、毕业证书、职称证书等复印件，主要

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5．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证书复印件； 

    6．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明、职称证书、毕业证书等复印件，主导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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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注册人员还需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7．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与企业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主要页（包括合同双方名称、

聘用起止时间、签字盖章、生效日期）及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其中，对军队或高校从事工程设计的事业编制

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不需提供社保证明，但需提供所在单位上级人事主管部门的人事证明材料； 

    8．满足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业绩证明材料，包括：工程设计合同主要页的复印件；建设单位（业

主）出具的工程竣工、移交、试运行证明文件，或工程竣工验收文件的复印件。 

    （十三）申请工程设计资质增项，需提交以下材料： 

    1．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及电子文档（见附件 1）； 

    2．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4．企业负责人、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的身份证明、任职文件、毕业证书、职称证书等复印件，主要

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5．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证书复印件； 

    6．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明、职称证书、毕业证书等复印件，主导专业的

非注册人员还需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7．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与企业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主要页（包括合同双方名称、

聘用起止时间、签字盖章、生效日期）及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其中，对军队或高校从事工程设计的事业编制

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不需提供社保证明，但需提供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人事部门的人事证明材料。 

    （十四）申请设计综合资质的，需提交以下材料： 

    1．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及电子文档（见附件 1）；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表、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复印件； 

    4．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的任职文件、毕业证书、职称证书或注册执业证书、身份证明等复印件

及“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5．甲级工程设计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6．大型建设项目工程设计合同，试运行或竣工验收证明复印件； 

    7．企业相应年度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 

    8．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执业证书（加盖执业印章）、身份证明复印件； 

    9．专业技术人员初级以上职称证书、身份证明复印件； 

    10．工程勘察、工程设计、科技进步奖证书复印件； 

    11．国家、行业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发布批准文件及出版物主要页（包括出版物名称、批准部门、主编或参

编单位名称、出版社名称）复印件； 

    12．专利证书、专有技术发布（批准）文件或工艺包认可、认定、鉴定证书复印件； 

    13．ISO9001 标准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14．办公场所证明，属于自有产权的出具产权证复印件；属于租用或借用的，出具出租（借）方产权证和双

方租赁合同或借用协议的复印件。 

    （十五）延续工程设计资质，需提交以下材料： 

    1．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及电子文档（见附件 1）； 

    2．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4．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证书复印件； 

    5．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明、职称证书、毕业证书等复印件，主导专业的

非注册人员还需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6．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其中，对军队或高校从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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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计的事业编制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不需提供社保证明，但需提供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人事部门的人事证明

材料。 

    （十六）已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首次申请同类别或相近类别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的，其申报材料除应

提供首次申请所列全部材料外，申请甲级勘察设计资质的，还应提供相应规模的工程勘察、设计业绩或工程总承包业

绩证明材料，包括：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或工程总承包合同主要页的复印件；建设单位（业主）出具的工程竣工、移

交、试运行证明文件，或工程竣工验收文件的复印件。 

    （十七）企业因注册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或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注册地址等发生变化需变

更资质证书内容的，由企业提出变更理由及变更事项，并提交以下材料： 

    1．企业出具由法定代表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签署的资质证书变更申请； 

    2．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 

    4．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 

    5．与资质变更事项有关的证明材料： 

    （1）企业名称、注册资本变更的，提供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或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变更的，提供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

的身份证明；  

    （3）地址变更的提交新的办公场地的自有产权证明或租赁（借）合同和所租（借）场地的产权证明。 

    具有工程勘察甲级、工程设计甲级以及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

的企业变更注册名称的，企业应向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建设部负责办理。其它

所有资质变更手续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理。但其中涉及企业资质证书编号发生变化的，

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需报建设部核准后，方可办理。 

    （十八）企业合并、分立、改制、重组后，需重新核定资质的，应提交下列材料：  

    1．企业合并、分立、改制情况报告，包括新企业与原企业的产权关系、资本构成及资产负债情况，人员、

内部组织机构的分立与合并、工程勘察设计业绩的分割、合并等情况； 

    2．本实施意见第（十一）条所列的全部材料； 

    3．原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4．改制（重组）方案，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复文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或

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的决议。 

    （十九）具有工程勘察甲级、工程设计甲级以及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

乙级资质的企业申请工商注册地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除提供本实施意见第（十一）条所列材料外，还应提交

下列材料： 

    1．企业原工商注册所在地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同意资质变更的书面意见； 

    2．资质变更前原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注销证明及资质变更后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复印件。 

    其中涉及到资质证书中企业名称变更的，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将受理的申请材料报建设部办理。 

    乙级及以下资质（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除外）的工程勘察设

计企业申请工商注册地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由各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参照上述程序依法制定。 

    （二十）材料要求 

    1．申请设计综合资质的，申请表一式二份，附件材料一份；申请一个行业的设计资质，申请表一式二份，

附件材料一份，每增加一个行业的设计资质，增加一份申请表和一份附件材料；涉及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

民航等行业的，需另增加一份申请表和一份附件材料。专项设计资质申请表及附件材料份数要求同上。 

    2．附件材料采用 A4 纸装订成册，并有目录和分类编号；技术人员证明材料应按人整理并依照申请表所列

技术人员顺序装订。需要核实原件的，由资质受理部门进行审查核实，并在初审部门审查意见表中由核验人签字。其

中资质证书正、副本须全部复印，不得有缺页。复印件应加盖企业公章，注册执业人员应加盖个人执业印章（非注册

人员除外）。材料中要求加盖公章或印鉴的，复印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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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企业申请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要如实填报《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企业法定代表人须在申请表

上签名，对其真实性负责。申报材料要清楚、齐全，出现数据不全、字迹潦草、印鉴不清、难以辨认的，资质受理部

门可不予受理。 

    三、资质受理审查程序 

    （二十一）资质受理部门应在规定时限内对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提出的资质申请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二十二）依据新《规定》第八条，各有关资质初审部门应当对申请甲级资质以及涉及铁路、交通、水利、

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企业所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是否与原件相符、是否具有不良行为记录以

及个人业绩材料等进行核查，提出初审意见，并填写初审部门审查意见表。各有关资质初审部门应在规定初审时限

内，将初审部门审查意见表、《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附件材料和报送公函一并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对具有下列情况的申请人，不予受理资质申请材料： 

    1．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2．按照新《规定》第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不予受理的。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收到各有关资质初审部门的初审材料、直接受理的企业资质申请材料组织审查或转

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核，并将审核意见予以公示。对于准予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许可的申请，在建设部网站发布公

告，并颁发资质证书。 

    （二十三）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应于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向原资质许可机关提出资质延续申请。逾

期不申请资质延续的，有效期届满后，其资质证书自动失效。如需开展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应按首次申请办理。 

    （二十四）对企业改制、分立、重组、合并设立的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审批程序按以下规定执行： 

    1．整体改制的企业，按本实施意见第（十七）条资质变更程序办理； 

    2．重组、合并后的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可以承继重组、合并前各方中较高资质等级和范围。重组、合并后不

涉及资质升级和增项的，按本实施意见第（十七）条资质变更程序办理；涉及资质升级或增项的，按照 160 号部令中

的审批程序核定。 

    3．企业分立成两个以上工程勘察设计企业时，分立后的企业应分别按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重新核定资质。 

    （二十五）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负责实施审批的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其资质受理审

批程序由各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研究确定。 

    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定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备案材料包括：准予资质许可的批准文件，批准企业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基本信息的电子文档。 

    （二十六）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的企业申请工程勘察甲级资质、工程设计甲级资质，以

及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的，应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

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的企业按规定程序申请获得甲级资质或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

等方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证书后 30 日内应将准予许可的公告、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及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

基本信息的电子文档，向其工商注册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告知性备案。 

    教育部直属高校所属勘察设计企业参考上述规定办理。 

    四、资质证书 

    （二十七）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统一管理，由审批部门负责

颁发，并加盖审批部门公章。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制定资质证书编号规则。 

    （二十八）各序列、各级别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全国通用，各地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审批性准

入条件、收取费用。 

    （二十九）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有效期为五年。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

副本。 

    （三十）企业需遗失补办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应当持下列材料，经其资质初审机关签署意见，

报资质许可机关办理。企业在申请补办前应在全国性建筑行业报刊或省级以上（含省级）综合类报刊上刊登遗失作废

的声明。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在 2 日内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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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签署的申请补办证书的申请； 

    2．《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及电子文档； 

    3．全国性建筑行业报刊或省级以上（含省级）综合类报刊上刊登遗失作废的声明。 

    五、监督管理 

    （三十一）地方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对本辖区内从事工程勘察、工程设计的企业资质实施动态监

督管理。按照新《规定》对企业的市场行为以及满足相应资质标准条件等方面加强检查，并将检查和处理结果记入企

业信用档案。 

    具体抽查企业的数量和比例由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决定。 

    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形式： 

    1．集中监督检查。由建设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统一部署的监督检查； 

    2．抽查和巡查。各级建设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随机进行的监督检查。 

    （三十二）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按以下程序进行： 

    1．制定监督检查方案，其中集中监督检查方案应予以公布； 

    2．检查应出具相应的检查文件或证件； 

    3．上级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配合； 

    4．实施检查时，应首先明确监督检查内容，被检单位应如实提供相关文件资料；对弄虚作假的，予以通报，

并对其工程勘察设计资质重新核定，不符合相应资质标准要求的，资质许可机关可以撤回其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对拒

不提供被检资料的，予以通报，并责令其限期提供被检资料。 

    5．检查人员应当将检查情况予以记录，并由被检单位负责人和检查人员签字确认； 

    6．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被检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达不到资质标准要求或者发现其他违法行为和重大质量安全问

题的，应当进行核实，依法提出行政处理或者行政处罚的建议。 

    7．检查人员应当将检查情况汇总，连同有关行政处理或者行政处罚建议，向派出机关报告，并书面告知当

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三十三）企业违法从事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活动的，其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将企业的

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处理建议告知该企业的资质许可机关，同时告知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 

    六、关于《工程设计资质标准》的有关说明 

    （三十四）资历和信誉 

    1．企业排名 

    综合资质中工程勘察设计营业收入、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排名，是指经建设部业务主管部门依据企业年度

报表，对各申报企业同期的年度工程勘察设计营业收入或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额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名；年度勘察设

计营业收入、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其数额以财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审计机构出具的申报企业同期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2．注册资本 

    新《标准》中的注册资本，是指企业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时的实收资本。 

    （三十五）技术条件 

    1．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 

    新《标准》中所称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是指企业中对所申请行业的工程设计在技术上负总责的人员。 

    2．专业技术负责人 

    新《标准》中所称专业技术负责人，是指企业中对某一设计类型中的某个专业工程设计负总责的人员。 

    3．非注册人员 

    新《标准》中所称非注册人员是指： 

    （1）经考核认定或考试取得了某个专业注册工程师资格证书，但还没有启动该专业注册的人员； 

    （2）在本标准“专业设置”范围内还没有建立对应专业的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的专业技术人员； 

    （3）在本标准“专业设置”范围内，某专业已经实施注册了，但该专业不需要配备具有注册执业资格的人

员，只配备对应该专业的技术人员；或配备一部分注册执业资格人员，一部分对应该专业的技术人员（例如，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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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置”中“建筑”专业的技术岗位设置了二列，其中“注册专业”为“建筑”的一列是对注册人员数量的考核，

“注册专业”为空白的一列则是对“建筑”专业非注册技术人员数量的考核。）。 

    4．专业技术职称 

    新《标准》中所称专业技术职称，是指经国务院人事主管部门授权的部门、行业或中央企业、省级专业技术

职称评审机构评审的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称。 

    具有教学、研究系列职称的人员从事工程设计时，讲师、助理研究员可等同于工程系列的中级职称;副教授、

副研究员可等同于工程系列的高级职称;教授、研究员可等同于工程系列的正高级职称。 

    5．专业设置 

    新《标准》“各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专业设置栏目中的专业，是指为完成某工程设计所

设置的专业技术岗位（以下简称岗位），其称谓即为岗位的称谓。 

    在新《标准》中，将高等教育所学的且能够直接胜任岗位工程设计的学历专业称为本专业，与本专业同属于

一个高等教育工学学科（如地矿类、土建类、电气信息类、机械类等工学学科）中的某些专业称为相近专业。本专业、

相近专业的具体范围另行规定。岗位对人员所学专业和技术职称的考核要求为：学历专业为本专业，职称证书专业范

围与岗位称谓相符。 

    在确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为有效专业人员时，除具备有效劳动关系以外，主要专业技术人员中的非注册人

员学历专业、职称证书的专业范围，应与岗位要求的本专业和称谓一致和相符。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也可作为有效

专业人员认定： 

    （1）学历专业与岗位要求的本专业不一致，职称证书专业范围与岗位称谓相符，个人资历和业绩符合资质

标准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的资历和业绩要求的； 

    （2）学历专业与岗位要求的本专业一致，职称证书专业范围空缺或与岗位称谓不相符，个人资历和业绩符

合资质标准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的资历和业绩要求的； 

    （3）学历专业为相近专业，职称证书专业范围与岗位称谓相近，个人资历和业绩符合资质标准对主导专业

非注册人员的资历和业绩要求的； 

    （4）学历专业、职称证书专业范围均与岗位要求的不一致，但取得高等院校一年以上本专业学习结业证书，

从事工程设计 10 年及以上，个人资历和业绩符合资质标准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的资历和业绩要求的。 

    6．个人业绩 

    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的个人业绩是指，作为所申请行业某一个大型项目的工程设计的项目技术

总负责人（设总）所完成的项目业绩；主导专业的非注册人员的个人业绩是指，作为所申请行业某个大、中型项目工

程设计中某个专业的技术负责人所完成的业绩。 

    建筑、结构专业的非注册人员业绩，也可是作为所申请行业某个大、中型项目工程设计中建筑、结构专业的

主要设计人所完成的业绩。 

    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标准中的非注册人员，均须按新《标准》规定的对主导专业的非注册人员需考核业绩的要

求，按相应专项资质标准对个人业绩规定的考核条件考核个人业绩。 

    7．企业业绩 

    （1）申请乙级、丙级资质的，不考核企业的业绩；  

    （2）申请乙级升甲级资质的，企业业绩应为其取得相应乙级资质后所完成的中型项目的业绩，其数量以甲

级资质标准中中型项目考核指标为准； 

    （3）除综合资质外，只设甲级资质的，企业申请该资质时不考核企业业绩；  

    （4）以工程总承包业绩为企业业绩申请设计资质的，企业的有效业绩为工程总承包业绩中的工程设计业绩； 

    （5）申请专项资质的，企业业绩应是独立签定专项工程设计合同的业绩。行业配套工程中符合专项工程设

计规模标准，但未独立签定专项工程设计合同的业绩，不作为申请专项资质时的有效专项工程设计业绩。 

    8．专有技术、工艺包（软件包） 

    本标准中的专有技术是指企业自主开发、申报，经所在行业的业务主管部门或所在行业的全国性专业社团

组织等认定并对外发布的某项技术。本标准中的工艺包是指企业引进或自主开发的，用于工程设计关键技术或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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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所在行业的业务主管部门或所在行业的全国性专业社团组织等认可的工艺包（软件包）。 

    9．承担业务范围 

    取得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担各行业的工程项目设计、工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咨询与管理

服务业务；其同时具有一级施工总承包（施工专业承包）资质的，可以自行承担相应类别工程项目的工程总承包业务

（包括设计和施工）及相应的工程施工总承包（施工专业承包）业务；其不具有一级施工总承包（施工专业承包）资

质的企业，可以承担该项目的工程总承包业务，但应将施工业务分包给具有相应施工资质的企业。 

    取得工程设计行业、专业、专项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担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的工程项目设计、工程总承包、工

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咨询与管理业务。承担工程总承包业务时，应将工程施工业务分包给具有工程施工资质的

企业。 

    （三十六）对于申请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在已启动的工程勘察设计系列（造价系列）的注册专业数量未达

到五个专业前，已启动注册工程师考试但未启动注册的专业可视为有效注册专业，已取得该专业执业资格证书的人

员可视为有效注册人员。在申请资质时需提供这些人员的注册申请表或本人同意在该企业注册的声明、执业资格证

书、劳动合同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工程勘察设计系列（造价系列）的注册专业数量达到或超过五个专业后，申请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时，需提

供注册人员的注册执业证书、执业印章印鉴、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十七）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标准中所称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工程设计的人员；行业、专业、

专项资质标准中所称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以及结构设计、机电设计事务所资质标准中的合伙人，年龄限

制在 60 周岁及以下。 

    （三十八）新《标准》中的注册人员具有二个及以上注册执业资格，作为注册人员考核时只认定其一个专业

的注册执业资格，其他注册执业资格不再作为相关专业的注册人员予以认定。 

    （三十九）持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其承接业务范围，以原《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建设[2001]22

号，以下简称原《标准》）规定的承接业务范围为准。持新《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其承接业务范围，以新《标准》

规定的承接业务范围为准。 

    （四十）申请各专项资质的，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设计师、总工程师，以及主要专业技术人员中的非注

册人员的资格条件以相应专项资质标准规定的考核条件为准。其中企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中的非注册人员的学历、

职称条件在专项资质标准未作规定的，按大专以上学历、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确定。 

    申请建筑工程设计丁级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和从业年限以建筑工程设计专业丁级资质标准规定的考核

条件为准。 

    （四十一）对于新《标准》新设置的军工（地面设备工程、运载火箭制造工程、地面制导弹工程）、机械（金

属制品业工程、热加工、表面处理、检测、物料搬运及仓储）、铁道（轨道）、水运（港口装卸工艺）、民航（供油工

程）、水利（水土保持、水文设施）、农林（种植业工程）等工程设计专业资质和照明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在 2009 年

3 月 31 日以前，企业可根据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申请不同级别的资质。2009 年 4 月 1 日以后，企业新申请以上类别

工程设计专业或专项资质的最高等级为乙级（不设乙级的除外）。 

    七、过渡期有关规定 

    （四十二）自新《标准》发布之日起，新申请资质、申请增项资质、申请资质升级的企业应按新《标准》提

出申请。各地区、各部门按原《标准》已经受理的申请材料报送国家建设主管部门的截止日期为 2007 年 8 月 31 日。 

    （四十三）为确保新旧资质证书的平稳过渡，按照“简单、便捷、高效”的原则，对已经取得行业设计资质、

行业部分设计资质、专业事务所资质（暂定级除外）的企业，在 2010 年 3 月 31 日以前，在满足原《标准》的条件

下，其资质证书继续有效。2010 年 3 月 31 日以前，企业只需满足新《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等基本标准条件，

即可按照新旧设计类型对照关系换领有效期为 5 年的新资质证书，具体换领工作安排另行通知。自 2010 年 4 月 1 日

起，原资质证书作废。 

    已经取得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暂定级除外）的企业，应在 2008 年 3 月 31 日前达到新《标准》规定的相应

资质标准条件，从 2008 年 4 月 1 日起，我部将按照新《标准》开展换证工作，具体换证工作安排另行通知。 

    已经取得主导工艺设计资质、综合事务所资质的企业，应在 2010 年 1 月 31 日前按照新《标准》提出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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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核定申请，并换发新资质证书，核定后证书有效期为 5 年。其现有资质证书有效期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过期

作废。  

    （四十四）按原《标准》取得暂定级设计资质证书的企业，应在其暂定级届满前 60 日提出转正申请，对符

合新《标准》的，给予转正，证书有效期为 5 年；对符合原《标准》的，给予转正，证书有效期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证书到期后需按新《标准》重新核定，核定后证书有效期为 5 年；对既不符合新《标准》也不符合原《标准》的，按

新《标准》重新核定，核定后证书有效期为 5 年。 

    企业按新《标准》申请资质转正所需提交的申报材料，按本实施意见第（十二）条申请资质升级所应提交的

申报材料要求办理。企业按原《标准》申请资质转正所需提交的申报材料，仍按建办市函〔2006〕274 号文相应要求

办理。 

    （四十五）企业如因证书变更等换领证书（专项资质除外）的，符合新《标准》设置要求的，且满足新《标

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等基本标准条件，即可按照新旧设计类型对照关系换领有效期为 5 年的新资质证书。不符

合新《标准》设置要求或不满足新《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等基本标准条件的，换领有效期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的资质证书。 

    （四十六）原已取得市政行业风景园林专业资质的企业，可直接换领新标准中相应等级的风景园林专项资

质。 

    附件 1：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 

    附件 2：《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填表说明 

 

  

4.8.35）《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0 号 2007 年 9 月 1 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保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律、行

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实施对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的

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活动的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

和勘察设计业绩等条件申请资质，经审查合格，取得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活动。 

 第二十二条 建设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执业证书，有关工程勘察、设计

业务的文档，有关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及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建设主管部门、有关部门依法对企业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

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 

  第二十三条 建设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并出示执法

证件，不得妨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企业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监督检查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四条 企业违法从事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活动的，其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将企

业的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处理建议告知该企业的资质许可机关。 

  第二十五条 企业取得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建设主管部门、有关部门根据利

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资质许可机关可以撤回其资质。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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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撤销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 

  （三）违反资质审批程序作出准予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资质证书的其他情形。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及时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注销资质的申请，交回资质证书，资质

许可机关应当办理注销手续，公告其资质证书作废： 

  （一）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依法申请延续的； 

  （二）企业依法终止的； 

  （三）资质证书依法被撤销、撤回，或者吊销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九条 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企业信用档案信息。 

  企业的信用档案应当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业绩、工程质量和安全、合同违约等情况。被投诉举报和处理、行

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企业的信用档案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条 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

予警告，该企业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资质。 

  第三十一条 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有关部门给予警告，并依法处以罚款；该企业在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资质。 

  第三十二条 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企业未按照规定提供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行政处罚的，应当将行政

处罚决定以及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六条 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

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许可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许可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4.8.36）《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管理暂行规定》(建人教［2001］162 号 2001 年 07 月 25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2978.html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管理暂行规定建人教[2001]162 号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程师的岗位资格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程师（简称质量监督工程师），是指在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中从事建设工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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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监督工作，经考核认定具备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质量监督工程师分为房屋建筑、市政公用、电力、矿山、冶炼、化工石油、通信、机电安装、公路、

铁路、港口与航道、水利十二个工程专业。  

  第四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质量监督工程师实施统一管理。  

  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对有关专业工程质量监督工程师的管

理。  

  第五条房屋建筑、市政公用、电力、矿山、冶炼、化工石油和机电安装工程专业质量监督工程师分为一级质

量监督工程师和二级质量监督工程师两级。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为全国房屋建筑、市政公用、电力、矿山、冶炼、化工石油和机电安装工程专业一

级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认定机关。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为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质量

监督工程师资格认定机关。  

  电力、矿山、冶炼、化工石油和机电安装工程专业二级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认定机关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指定。  

  第六条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计划单列市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人应取得房屋建筑工程

或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地级城市、县级城市和县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人应取得房

屋建筑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或二级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  

  电力、矿山、冶炼、化工石油和机电安装工程专业质量监督机构的负责人应取得专业一级质量监督工程师资

格。  

  承担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监督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员应取得一级或二级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  

  第二章申请条件  

  第七条一级质量监督工程师的申请条件：  

  （一）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质量监督工程师应具有土木工程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电力、矿山、冶

炼、化工石油和机电安装工程专业质量监督工程师应具有土木工程或其他相关工程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本科

学历的，须从事建设工程设计、施工、质量管理等工作 8 年以上（含 8 年），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须从事建设工程设

计、施工、质量管理等工作 5 年以上（含 5 年）；  

  （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者获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6 年以上（含 6 年）；  

  （三）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专职工作人员；  

  （四）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五）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六）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第八条二级质量监督工程师的申请条件：  

  （一）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质量监督工程师应具有土木工程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电力、矿山、冶

炼、化工石油和机电安装工程专业质量监督工程师应具有土木工程或其他相关工程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具有大专

学历的，须从事建设工程设计、施工、质量管理等工作 5 年以上（含 5 年），具有本科学历的，须从事建设工程设计、

施工、质量管理等工作 3 年以上（含 3 年），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须从事建设工程设计、施工、质量管理等工作 2 年

以上（含 2 年）；  

  （二）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三）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专职工作人员；  

  （四）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五）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六）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第三章资格认定  

  第九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成立全国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统一指导全国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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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建筑、市政公用、电力、矿山、冶炼、化工石油和机电安装工程专业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的考试工作。  

  全国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一）制定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考试大纲；  

  （二）确定考题及考试合格标准；  

  （三）组织编写统一的《考试指定用书》。  

  第十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认定工作中的职责：  

  （一）受理房屋建筑、市政公用、电力、矿山、冶炼、化工石油和机电安装工程专业一级质量监督工程师资

格考试申请，按照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申请条件审查报名者资格；  

  （二）组织房屋建筑、市政公用、电力、矿山、冶炼、化工石油和机电安装工程专业一级质量监督工程师资

格的考试、阅卷和确认考试合格者；  

  （三）指导并监督房屋建筑、市政公用、电力、矿山、冶炼、化工石油和机电安装工程专业二级质量监督工

程师资格考试工作。  

  第十一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电力、矿山、

冶炼、化工石油和机电安装工程专业二级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认定机关在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认定工作中的主要职

责：  

  （一）受理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和电力、矿山、冶炼、化工石油、机电安装工程专业二级质量监督

工程师资格考试申请，按照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申请条件审查报名者资格；  

  （二）组织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和电力、矿山、冶炼、化工石油、机电安装工程专业二级质量监督

工程师资格的考试、阅卷和确认考试合格者；  

  （三）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和电力、矿山、冶炼、化工石油、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二级质量监督工程师考试认定情况。  

  第十二条符合质量监督工程师申请条件的人员考试合格，由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认定机关颁发《建设工程

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证书》。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第十三条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认定工作每两年进行一次。  

  第四章质量监督工程师的职责  

  第十四条质量监督工程师应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秉公办事，

维护公众利益，保证工程质量。  

  第十五条质量监督工程师监督工程的范围：  

  房屋建筑、市政公用、电力、矿山、冶炼、化工石油和机电安装工程专业一级质量监督工程师可负责组织本

专业各类工程的质量监督。  

  房屋建筑、市政公用、电力、矿山、冶炼、化工石油和机电安装工程专业二级质量监督工程师监督工程范围

详见本规定所附的《二级质量监督工程师监督工程范围》。  

  第十六条质量监督工程师的职责：  

  （一）制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方案和监督计划；  

  （二）检查工程项目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  

  （三）检查监督工作方案所确定的建设工程的实体质量；  

  （四）监督工程竣工验收；  

  （五）签署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六）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工作。  

  第十七条质量监督工程师对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的行为和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有权采取责令改正、

局部暂停施工等强制性措施。  

  第十八条质量监督工程师应在其监督工程项目的质量监督报告上签名，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九条质量监督工程师不得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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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条质量监督工程师应按规定接受继续教育，不断更新知识，提高工作水平。  

  第五章质量监督工程师的管理  

  第二十一条资格认定机关每三年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证书》持有者复检一次。复检工作按以下

程序进行：  

  （一）被复检人在规定时间内向资格认定机关提交《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复检表》及所属建设工程

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个人业绩证明和职业道德证明资料。  

  （二）资格认定机关根据有关规定对被复检人提供的上述有关资料进行复检。  

  第二十二条复检结论为合格和不合格两种：  

  （一）质量监督工程师能完成工程质量监督任务，未发生责任过失，且按规定接受继续教育的为合格。  

  （二）质量监督工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不合格：  

  1、所监督的工程发生重大质量事故，且质量监督工程师在事故发生前未就存在的质量隐患提出整改通知的；  

  2、不认真履行本规定第十六条所规定的工作职责的；  

  3、不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所确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监督执法，违背职业道德，并侵害管理相对

人合法权益的；  

  4、不按规定接受继续教育的。复检结论为不合格的，停止一年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一年后重新申请复检。  

  第二十三条质量监督工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资格认定机关收回资格证书，5 年内不予考核认定：  

  （一）未直接监督工程而签署质量监督报告的；  

  （二）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签署质量监督报告的；  

  （三）跨专业、越级监督工程的。  

  第二十四条质量监督工程师有本规定第二十三条所列行为之一，且所监督工程发生重大质量事故的，终身

不予考核认定。  

  第二十五条质量监督工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资格认定机关取消其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  

  （一）受到刑事处罚的；  

  （二）受到撤职以上行政处分的；  

  （三）自行停止监督工作满 1 年的。  

  第二十六条质量监督工程师在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质量监督工程师调离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由所在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收回质量监督

工程师资格证书，并在其离职后的三十日内，交回资格认定机关。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八条本规定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二级质量监督工程师监督工程范围（略）  

 

2001 年 7 月 25 日 

 

4.8.37）《对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招标代理企业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行为的处理办法》 (建市[2002]40

号 2002-02-10） 

http://www.zjglz.gov.cn/portal.php?mod=view&aid=8970  

http://www.nea.gov.cn/2011-08/18/c_131057804.htm  

第一条 为严格建筑市场准入管理，防止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招标代理企业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行为

的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资质申报，是指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招标代理企业申报资质的定级、换证(就

位)、升级、年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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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企业申报资质，必须按照规定如实提供有关申报材料(包括附件)，凡有与其实际情况不符的，可以认定

为弄虚作假行为。 

第四条 对于在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的企业，按照审批权限，分别由建设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在全国或者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予以通报，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如下处理： 

(一)对于在申报资质换证(就位)、升级中弄虚作假的企业，不批准其申报该类别资质换证(就位)或者升级，并在两

年内不受理其该类别资质申报； 

(二)在资质年检中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定为年检不合格，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三)新设立企业申报资质弄虚作假的，不批准其资质，并在两年内不受理其资质申报。 

对于弄虚作假已骗取资质证书的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和《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参与资质申报弄虚作假的，由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参与资质申报弄虚作假的，由所在机关责令改正，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资质申报的监督，对主管范围内的资质申报企业有弄虚作假嫌疑或

者被举报的，应当进行核查。 

第七条 申报资质的企业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资质申报抽查或者核查应予配合，按照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

材料和原始资料等；对于不能提供有效证明材料和原始资料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不受理该企业的资质申报。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吊销资质证书，处以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三款：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

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4.8.38）《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150 号 2006 年 2 月 4 日） 

http://www.gov.cn/flfg/2007-01/25/content_507141.htm 2006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2003/t20200303_244236.html 2020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09720.htm 2020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2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50 号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已于 2006 年 12 月 11 日经建设部第 112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注册造价工程师的管理，规范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继续教育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注册造价工程师，是指通过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统一考试或者资格认定、资格互

认，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以下简称执业资格），并按照本办法注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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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以下简称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专业人员。 

  未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人员，不得以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工程造价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

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有关专业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监督

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

理。 

  第五条 工程造价行业组织应当加强造价工程师自律管理。 

  鼓励注册造价工程师加入工程造价行业组织。 

第二章 注  册 

  第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实行注册执业管理制度。 

  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经过注册方能以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名义执业。 

  第七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条件为： 

  （一）取得执业资格； 

  （二）受聘于一个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或者工程建设领域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招标代理、工程监理、工

程造价管理等单位； 

  （三）无本办法第十二条不予注册的情形。 

  第八条 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申请注册的，应当向聘用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注册初审机关）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以下简称部门注册初审机关）提出注册申请。 

  对申请初始注册的，注册初审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审查完毕，并将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报国

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注册机关）。注册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 

  对申请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的，注册初审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5 日内审查完毕，并将申请材料和初

审意见报注册机关。注册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决定。 

  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初始、变更、延续注册，逐步实行网上申报、受理和审批。 

  第九条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可自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 1 年内申请初始注册。逾期未申请者，须符合继

续教育的要求后方可申请初始注册。初始注册的有效期为 4 年。 

  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初始注册申请表； 

  （二）执业资格证件和身份证件复印件； 

  （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四）工程造价岗位工作证明； 

  （五）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自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 1 年后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供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六）受聘于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中介机构的，应当提供聘用单位为其交纳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凭证、

人事代理合同复印件，或者劳动、人事部门颁发的离退休证复印件； 

  （七）外国人、台港澳人员应当提供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台港澳人员就业证书复印件。 

  第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注册有效期满 30 日前，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

定的程序申请延续注册。延续注册的有效期为 4 年。 

  申请延续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延续注册申请表； 

  （二）注册证书； 

  （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四）前一个注册期内的工作业绩证明； 

  （五）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第十一条 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造价工程师变更执业单位的，应当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并按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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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变更注册后延续原注册有效期。 

  申请变更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变更注册申请表； 

  （二）注册证书； 

  （三）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四）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文件； 

  （五）受聘于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中介机构的，应当提供聘用单位为其交纳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凭证、

人事代理合同复印件，或者劳动、人事部门颁发的离退休证复印件； 

  （六）外国人、台港澳人员应当提供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台港澳人员就业证书复印件。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申请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注册的； 

  （三）未达到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合格标准的； 

  （四）前一个注册期内工作业绩达不到规定标准或未办理暂停执业手续而脱离工程造价业务岗位的； 

  （五）受刑事处罚，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六）因工程造价业务活动受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5 年的； 

  （七）因前项规定以外原因受刑事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八）被吊销注册证书，自被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九）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准注册被撤销，自被撤销注册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十）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被注销注册或者不予注册者，在具备注册条件后重新申请注册的，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

二款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四条 准予注册的，由注册机关核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是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执业凭证，应当由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保管、使用。 

  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由注册机关统一印制。 

  注册造价工程师遗失注册证书、执业印章，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声明作废后，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三

款规定的程序申请补发。 

第三章 执  业 

  第十五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范围包括： 

  （一）建设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的编制和审核，项目经济评价，工程概、预、结算、竣工结（决）

算的编制和审核； 

  （二）工程量清单、标底（或者控制价）、投标报价的编制和审核，工程合同价款的签订及变更、调整、工

程款支付与工程索赔费用的计算； 

  （三）建设项目管理过程中设计方案的优化、限额设计等工程造价分析与控制，工程保险理赔的核查； 

  （四）工程经济纠纷的鉴定。 

  第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享有下列权利： 

  （一）使用注册造价工程师名称； 

  （二）依法独立执行工程造价业务； 

  （三）在本人执业活动中形成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上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 

  （四）发起设立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五）保管和使用本人的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六）参加继续教育。 

  第十七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有关管理规定，恪守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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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证执业活动成果的质量； 

  （三）接受继续教育，提高执业水平； 

  （四） 执行工程造价计价标准和计价方法； 

  （五）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回避； 

  （六）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技术秘密。 

  第十八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应当在本人承担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上签字并盖章。 

  第十九条 修改经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盖章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签字盖章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

进行；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因特殊情况不能进行修改的，应当由其他注册造价工程师修改，并签字盖章；修改工程造

价成果文件的注册造价工程师对修改部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履行注册造价工程师义务； 

  （二）在执业过程中，索贿、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费用外的其他利益； 

  （三）在执业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 

  （四）签署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五）以个人名义承接工程造价业务； 

  （六）允许他人以自己名义从事工程造价业务； 

  （七）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执业； 

  （八）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 

  （九）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造价工程师因特殊原因需要暂停执业的，应当到注册初审机关办理暂

停执业手续，并交回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第二十二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在每一注册期内应当达到注册机关规定的继续教育要求。 

  注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每一注册有效期各为 60 学时。经继续教育达到合格标准的，

颁发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注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由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负责组织。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

对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和继续教育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注册机关应当将造价工程师注册信息告知注册初审机关。 

  省级注册初审机关应当将造价工程师注册信息告知本行政区域内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 

  （一）要求被检查人员提供注册证书； 

  （二）要求被检查人员所在聘用单位提供有关人员签署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及相关业务文档； 

  （三）就有关问题询问签署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人员； 

  （四）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及工程造价计价标准和计价办法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违法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告知注册机关；依法应当撤销注册的，违法行为发生

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将违法事实、处理建议及有关材料告知注册机关。 

  第二十七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注册证书失效： 

  （一）已与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且未被其他单位聘用的； 

  （二）注册有效期满且未延续注册的； 

  （三）死亡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四）其他导致注册失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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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册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依据职权或者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

以撤销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四）对不具备注册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准注册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注册机关办理注销注册手续，收回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或者公告其注

册证书和执业印章作废： 

  （一）有本办法第二十七条所列情形发生的； 

  （二）依法被撤销注册的； 

  （三）依法被吊销注册证书的； 

  （四）受到刑事处罚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注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和聘用单位应当及时向注册机关提出注销注

册申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注册机关举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告

知注册机关。 

  第三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及其聘用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注册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注册造价

工程师信用档案信息。 

  注册造价工程师信用档案应当包括造价工程师的基本情况、业绩、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内容。违法违规行

为、被投诉举报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造价工程师的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注册造价工程师信用档案信息按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造价工程师注册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注册，并给予警

告，申请人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造价工程师注册。 

  第三十二条 聘用单位为申请人提供虚假注册材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给予警告，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的，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注册，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其中，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注册而以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所签署的工程

造价成果文件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可处

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

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注册造价工程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造价工程师信用档案信息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工作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603 / 3277 页 

 

  （一）对不符合注册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注册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注册许可决定的； 

  （二）对符合注册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注册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注册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四） 利用职务之便，收取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 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按照国务院人事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000 年 1 月 21 日发布的《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建设

部令第 75 号）同时废止。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2020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 50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 2019 年

12 月 5 日第 14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王蒙徽 

2020 年 2 月 19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修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的决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决定： 

一、删去《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9 号，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

令第 32 号修正）第九条第二项。 

第九条第三项改为第二项，其中的“造价工程师”修改为“一级造价工程师”。 

第九条第四项改为第三项，修改为：“专职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人员（以下简称专职专业人员）不少于 12 人，

其中，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取得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合计不少于 10 人；

取得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他人员具有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经历”。 

删去第九条第六项、第八项、第九项。 

第九条第十一项改为第七项，其中的“第二十七条”修改为“第二十五条”。 

删去第十条第一项。 

第十条第二项改为第一项，其中的“造价工程师”修改为“一级造价工程师”。 

第十条第三项改为第二项，修改为：“专职专业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中，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类）中级以上专

业技术职称或者取得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合计不少于 4 人；取得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3 人，其他人员具有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经历”。 

删去第十条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 

第十条第十项改为第六项，其中的“第二十七条”修改为“第二十五条”。 

第十三条修改为：“企业在申请工程造价咨询甲级（或乙级）资质，以及在资质延续、变更时，应当提交以下申

报材料： 

“（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申请书（含企业法定代表人承诺书）； 

“（二）专职专业人员（含技术负责人）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和身份证； 

“（三）企业开具的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发票和对应的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如发票能体现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

可不提供对应的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新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不需提供）； 

“（四）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新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不需提供）； 

“（五）企业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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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申请工程造价咨询甲级（或乙级）资质，以及在资质延续、变更时，企业法定代表人应当对下列事项进

行承诺，并由资质许可机关调查核实： 

“（一）企业与专职专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二）企业缴纳营业收入的增值税； 

“（三）企业为专职专业人员（含技术负责人）缴纳本年度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用。” 

第十四条第一款中的“第（九）项”修改为“第（四）项”。 

第十五条第三款修改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遗失资质证书的，应当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补办，由资质许可机关

在官网发布信息。” 

第十九条第三款中的“5000 万元”修改为“2 亿元”。 

删去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第四十条改为第三十八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接业务不备案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九条，其中的“第二十七条”修改为“第二十五条”。 

删去第四十四条。 

二、将《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50 号，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32 号修正）第三条修改为：

“本办法所称注册造价工程师，是指通过土木建筑工程或者安装工程专业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取得造价工程师

职业资格证书或者通过资格认定、资格互认，并按照本办法注册后，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专业人员。注册造价工程师

分为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和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 

第四条修改为：“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负

责实施全国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并负责建立全国统一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信息管理平台；国务院有关专

业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本行业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

理，并实施本行政区域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 

第六条、第七条中的“执业资格”修改为“职业资格”。 

第七条第三项中的“第十二条”修改为“第十三条”。 

第八条修改为：“符合注册条件的人员申请注册的，可以向聘用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

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申请材料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

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依法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出具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

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 

“申请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

当依法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出具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 

“申请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

院有关专业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申请材料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决定。 

“申请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申请

材料后，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决定。 

“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初始、变更、延续注册，通过全国统一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信息管理平台实行网上申报、

受理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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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改为第九条，修改为：“准予注册的，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注册机关）核发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注册造价工程师按照规定自行制作执

业印章。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是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执业凭证，由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保管、使用。注册证书、执业印章

的样式以及编码规则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制定。 

“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印制；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分别印制。 

“注册造价工程师遗失注册证书，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延续注册程序申请补发，并由注册机关在官网

发布信息。” 

第九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可自职业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 1 年内申请初始注册。

逾期未申请者，须符合继续教育的要求后方可申请初始注册。初始注册的有效期为 4 年。 

“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初始注册申请表； 

“（二）职业资格证书和身份证件； 

“（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四）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自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 1 年后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供当年的继续教育合

格证明； 

“（五）外国人应当提供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 

“申请初始注册时，造价工程师本人和单位应当对下列事项进行承诺，并由注册机关调查核实： 

“（一）受聘于工程造价岗位； 

“（二）聘用单位为其交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已办理退休。” 

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三项修改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删去第二款第四项。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申请延续注册时，造价工程师本人和单位应对其前一个注册的工作业绩进行承诺，并

由注册机关调查核实。” 

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造价工程师变更执业单位的，应当与原聘用单位解除

劳动合同，并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程序，到新聘用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变更注册后延续原注册有效期。 

“申请变更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变更注册申请表； 

“（二）注册证书； 

“（三）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申请变更注册时，造价工程师本人和单位应当对下列事项进行承诺，并由注册机关调查核实： 

“（一）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二）聘用单位为其交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已办理退休。” 

第十三条改为第十四条，修改为：“被注销注册或者不予注册者，在具备注册条件后重新申请注册的，按照本办

法第八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五条修改为：“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范围包括建设项目全过程的工程造价管理与工程造价咨询等，具体

工作内容： 

“（一）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与审核，项目评价造价分析； 

“（二）建设工程设计概算、施工预算编制和审核； 

“（三）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文件工程量和造价的编制与审核； 

“（四）建设工程合同价款、结算价款、竣工决算价款的编制与管理； 

“（五）建设工程审计、仲裁、诉讼、保险中的造价鉴定，工程造价纠纷调解；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606 / 3277 页 

 

“（六）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造价指标的编制与管理； 

“（七）与工程造价管理有关的其他事项。 

“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协助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开展相关工作，并可以独立开展以下工作： 

“（一）建设工程工料分析、计划、组织与成本管理，施工图预算、设计概算编制； 

“（二）建设工程量清单、最高投标限价、投标报价编制； 

“（三）建设工程合同价款、结算价款和竣工决算价款的编制。” 

第十六条第二项修改为：“依法从事工程造价业务”。 

第十八条修改为：“注册造价工程师应当根据执业范围，在本人形成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上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出具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审核并签字盖章。” 

第二十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九项：“超出执业范围、注册专业范围执业”。 

第二十二条修改为：“注册造价工程师应当适应岗位需要和职业发展的要求，按照国家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

有关规定接受继续教育，更新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水平。” 

第二十四条中的“注册机关”修改为“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三十九条修改为：“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工作按照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此外，对相关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以上 2 部部门规章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4.8.39）《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建设部令 75 号 2000 年 1 月 21 日） 

http://www.gov.cn/flfg/2007-01/25/content_507141.htm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6645.html 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75 号 

《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 已于 1999 年 12 月 3 日经第 18 次部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俞正声 

二〇〇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造价工程师的注册管理，规范造价工程师执业行为，提高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水平，维护国家和

社会公共利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造价工程师，是指经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统一考试合格，并注册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

证》，从事建设工程造价活动的人员。 

未经注册的人员，不得以造价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造价活动。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造价工程师的注册管理工作，造价工程师注册的具体工作可以委托

有关协会办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注册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造价工程师的注册

管理工作。 

特殊行业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部门注册机构）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负责本行业内造价工程师的注

册管理工作。 

第二章 初始注册 

第四条 经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统一考试合格的人员，应当在取得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证书后三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http://www.yueyang.gov.cn/web/2570/2585/2900/content_473508.html
http://www.gov.cn/flfg/2007-01/25/content_507141.htm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6645.html%202002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607 / 3277 页 

 

个月内，到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申请初始注册。 

第五条 申请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造价工程师注册申请表； 

（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三）工作业绩证明。 

超过规定期限申请初始注册的，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应当提交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造价工程师继

续教育证明。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过刑事处罚，且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不满五年的； 

（三）在工程造价业务中有重大过失，受过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行政处分，且处罚、处分决定之日至申请注册

之日不满两年的； 

（四）在申请注册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第七条 申请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向聘用单位提出申请； 

（二）聘用单位审核同意后，连同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材料一并报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 

（三）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对申请注册的有关材料进行初审，签署初审意见，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 

（四）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初审意见进行审核，对无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准予注册，并颁发《造价

工程师注册证》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 

第八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将核准注册的造价工程师名单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的有效期限为两年，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计算。 

第三章 续期注册 

第十条 注册有效期满要求继续执业的，造价工程师应当在注册有效期满前两个月向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

册机构申请续期注册。 

第十一条 造价工程师申请续期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业绩证明和工作总结； 

（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工程造价继续教育证明。 

第十二条 造价工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续期注册： 

（一）无业绩证明和工作总结的； 

（二）同时在两个以上单位执业的； 

（三）未按照规定参加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或者继续教育未达到标准的； 

（四）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的； 

（五）在工程造价活动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六）在工程造价活动中有过失，造成重大损失的。 

第十三条 申请续期注册，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向聘用单位提出申请； 

（二）聘用单位审核同意后，连同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材料一并上报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 

（三）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对无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准予续期注册； 

（四）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应当在准予续期注册后三十日内，将准予续期注册的人员名单，报国务院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续期庄册的有效期限为两年。自准予续期注册之日起计算。 

第十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将准予续期注册的人员名单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变更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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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造价工程师变更工作单位，应当在变更工作单位后两个月内到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办理

变更注册。 

第十七条 申请变更注册，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向聘用单位提出申请； 

（二）聘用单位审核同意后，连同申请人与原聘用单位的解聘证明，一并上报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 

（三）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对有关情况进行审核，情况属实的，准予变更注册； 

（四）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应当在准予变更注册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变更注册人员情况报国务院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的，其变更注册无效。 

第十九条 造价工程师办理变更注册后一年内再次申请变更的，不予办理。 

第五章 执 业 

第二十条 造价工程师只能在一个单位执业。 

第二十一条 造价工程师执业范围包括： 

（一）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的编制、审核及项目经济评价； 

（二）工程概算、工程预算、工程结算、竣工决算、工程招标标底价、投标报价的编制、审核； 

（三）工程变更及合同价款的调整和索赔费用的计算； 

（四）建设项目各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 

（五）工程经济纠纷的鉴定； 

（六）工程造价计价依据的编制、审核； 

（七）与工程造价业务有关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 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造价工程师签字，加盖执业专用章和单位公章。经造价工程师签字的工

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作为办理审批、报建、拨付工程价款和工程结算的依据。 

第六章 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三条 造价工程师享有下列权利： 

（一）使用适价工程师名称； 

（二）依法独立执行业务； 

（三）签署工程造价文件、加盖执业专用章； 

（四）申请设立工程造价咨询单位； 

（五）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不正当计价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 

第二十四条 造价工程师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 

（二）接受继续教育，提高业务技术水平； 

（三）在执业中保守技术和经济秘密； 

（四）不得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 

（五）按照有关规定提供工程造价资料。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申请造价工程师注册的人员，在申请初始注册、续期注册、变更注册过程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

作假的，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注销《造价工程师注册证》并收回执业专用章。 

第二十六条 未经注册以造价工程师名义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由省级注册机构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并可处

以 5 千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造价工程师同时在两个以上单位执业的，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注销《造价工程师注册证》并

收回执业专用章。 

第二十八条 造价工程师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的，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注销《造价工程师注册证》并

收回执业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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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注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有关机关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部关于印发《〈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建标[2002]187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国务院有关部门：  

为了贯彻《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75 号），加强对造价工程师注册工作的管理，推进造价工程师注

册制度的健康发展，我部制订了《〈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75 号），加强对造价工程注册工作的管理，推进造价工程师注册制

度的健康发展。结合造价工程师注册工作的具体情况，提出实施意见如下：  

一、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  

（一）初始注册的条件  

1．经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统一考试合格，且无《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第六条中所列情形的人员；  

2．在下述单位从事工程造价工作的人员：  

（1）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咨询单位；  

（2）工程建设领域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工程造价（定额）管理、招标代理、工程监理等单位；  

（3）教育岗位直接从事工程造价理论研究或教学工作。  

（二）初始注册程序及要求  

1．每年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统一考试成绩公布后第 3 个月，由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发布注册通知。申请

人应到相应的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申办注册手续；  

2．申请人应在发布注册通知后 15 日内，将《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申请表》、本人考试合格证书及应提交的申报材料

一并报所在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  

3．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应在 40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并签署意见后，报中国建设工

程造价管理协会进行复审；  

4．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在 40 个工作日内，对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报送的申请材料进行复审，复审合格后报

建设部审核；  

5．建设部审核合格后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无异议者，由各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到中国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协会领取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  

6．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在领取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后，应按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关于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执业专

用章制作等有关问题通知的函》（建标造函[2001]50 号）的有关要求，将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

章及时发给注册人员。  

（三）初始注册申报材料的要求  

1．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申请表（一式两份）；  

2、造价工程师考试合格证书或考试合格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原件由注册机构审核加盖“已申请注册”专用章后退还

本人）；  

3．学历证明和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在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注册的人员，应提交其所在单位工程造价咨询资质证书复印件，其中在专营工程造价咨询、

会计师及评估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注册的人员，尚应提交本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才交流中心的人事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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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单位聘用合同及交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凭证；  

5．从书工程造价工作年限证明；  

6．申请人应根据所在工程造价业务岗位提供以下相应的工作业绩证明：  

（1）近两年已完成编制或审核的单项或单位工程的估算、概算、预算、标底、结算等成果文件及相应的委托书或合

同书一份；  

（2）近两年参加编制或审核的全国统一定额或地区统一定额等计价依据的工作报告两份；  

（3）近两年发表的工程造价理论研究的报告两份。  

（四）未按规定进行初始注册，其全国造价工程师考试合格成绩可保留，但每年必须参加造价工程师的继续教育并达

到要求，以便再次申请初始注册。  

二、造价工程师续期注册  

（一）续期注册的条件  

1．注册有效期满要求继续执业、且无《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中规定情形的人员；  

2．在注册期内参加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年检合格的人员。  

（二）续期注册的办理程序：  

1．申请人向聘用单位提出续期注册申请；  

2．聘用单位审核同意后，将续期注册申请表、注册证书、执业期间工作业绩证明、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证书及聘用

合同一并报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  

3．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初审合格的人员，准予续期注册；并在注册证书中续期注册栏内签

署意见；  

4．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应当在准予续期注册后三十日内，按规定格式填写《造价工程师续期注册情况统计表》、《造

价工程师未通过续期注册人员统计表》和相应的软盘，并报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备案。  

（三）未按规定进行续期注册或经续期注册不合格的人员，由建设部注销其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并予以公告。  

三、造价工程师变更注册  

（一）变更注册的办理程序：  

1．申请人在变更工作单位后两个月内，需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2．若变更工作单位属于原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所辖范围的，应到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办理变更注册，省级、部门注

册机构对予以注册变更的，应在其注册证书的变更注册栏内签署意见；申请人的注册证书、执业证章编号不变；  

3．若变更工作单位跨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进行变更时，申请人应按以下规定办理变更：  

（1）申请人需持变更申请表、原聘用单位解聘证明或到期合同、现聘用单位聘用合同向原注册机构提出申请；  

（2）原注册机构审核后，收回其原执业专用章，并出具同意注册变更的意见；申请人的注册证书、执业证章编号需

重新更换；  

（3）新注册机构对申请人变更资料审核后，出具同意变更意见并连同原注册机构的有关材料及原注册证书，一并报

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审核；  

（4）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审核同意后，为准予跨注册机构的变更注册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并在其注册证书的

变更注册栏内签署意见。  

（二）各省级、部门注册机构在每个季度的第一周将申请变更注册人员资料汇总，并报建设部备案。  

四、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  

（一）造价工程师应当按规定自觉接受继续教育，不断提高专业理论和执业水平。造价工程师每年参加继续教育的时

间累计不得少于 40 学时；  

（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另行制定。  

五、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年检  

（一）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实行年检制度。凡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的造价工程师应接受年检。  

（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年检应报送下列材料：  

1．《造价工程师上年度从事工程造价业务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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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造价工程师上年度完成的三个典型业务报告封面复印件（反映本人执业单位和执业专用章使用情况）或两份工程

造价业务报告；  

3．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证书复印件（反映本人上年度继续教育情况）。  

（三）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造价工程师，不予通过年检：  

1．无工作业绩证明的；  

2．调离工程造价业务岗位的；  

3．同时在两个以上单位执业的；  

4．未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或继续教育不合格的；  

5．在工程造价业务活动中有过失，造成重大损失，并受到行政处罚的。  

（四）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年检由省级、部门注册机构根据本实施意见，在每年第一季度进行。  

（五）年检合格的，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应在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上加盖“年检合格专用章”。  

（六）造价工程师未通过年检的，限期整改，整改期间必须参加 40 小时的培训，并不得执行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七）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应在每年四月三十日前，按规定格式填写《造价工程师年检情况统计表》、《造价工程师未

通过年检人员统计表》和输入相应的软盘，并报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备案。  

（八）年检不合格的，由建设部注销其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并予以公告。  

六、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执业专用章的管理  

（一）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由建设部统一印制，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由各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按照建设部标准定

额司的有关要求制作；  

（二）注册证书及执业专用章有效期为四年，在发新注册证书及执业专用章的同时，由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将原注册

证书及专用章收回；  

（三）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执业专用章如有丢失，本人应登报声明，并到有关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备案，及时办理

补办手续；  

（四）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是造价工程师从事业务活动的有效证明；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

在领取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后，应及时发至本人保管。  

（五）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不得伪造、涂改、转借、抵押和损毁。  

（六）未通过续期注册或连续两年年检不合格的造价工程师的注册证书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由省级或部门注册

机构收回。  

七、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的使用  

（一）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分 A 或 B 两类。A 类为在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单位的注册人员使用；B 类为除 A 类以

外，其他符合注册条件的人员使用；  

（二）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工程投资估算、概预算、招标标底，投标报价、工程结算和工程造价鉴定文件）应加盖造

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  

八、本实施意见自二○○二年九月一日起执行，此前制定的各项规定，如有与实施意见有抵触者，以本实施意见为准。  

九、本实施意见由建设部标准定额司负责解释。 

 

4.8.40）《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137 号 2005 年 4 月 1 日） 

http://www.ccc.gov.cn/xxgk/jsfg/gz/2018-05-29-11460693.html  （2005）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609/t20160930_229068.html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7 号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已经 2004 年 8 月 24 日建设部第 44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二○○五年二月四日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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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 年 12 月 30 日经建设部第 137 号令公布，根据 2016 年 9 月 13 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第 23 次常务会议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等 11 个部门规章的决定》修改，自 2016 年 10 月 20 日

起施行）  

第 1 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的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建筑市场秩序，提高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质量与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以下简称注册工程师）的注册、执业、继续教

育和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注册工程师，是指经考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工程师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

书），并按照本规定注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以下简称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从事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及有关业务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 

  未取得注册证书及执业印章的人员，不得以注册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及有关业务活动。 

  第四条 注册工程师按专业类别设置，具体专业划分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人事主管部门商国

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除注册结构工程师分为一级和二级外，其他专业注册工程师不分级别。 

  第五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的注册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

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全国有关专业工程注册工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注册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

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关专业工程注册工程师

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 2 章       注  册  

第六条 注册工程师实行注册执业管理制度。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必须经过注册方能以注册工程师的名义执

业。 

  第七条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申请注册，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批；其中涉及有关部门的专业

注册工程师的注册，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审批。 

取得资格证书并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单位的人员，应当通过聘

用单位提出注册申请，并可以向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交申请

材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全部申请材料报审批部

门。 

第八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出具凭证；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初始注册的，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自作出决

定之日起 10 日内公告审批结果。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共同审批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在 15

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对申请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的，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

定。 

符合条件的，由审批部门核发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制作、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

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共同用印的注册证书，并核定执业印章编号。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九条 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的注册受理和审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

责。 

  第十条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是注册工程师的执业凭证，由注册工程师本人保管、使用。注册证书和执业印

章的有效期为 3 年。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613 / 3277 页 

 

  第十一条 初始注册者，可自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 3 年内提出申请。逾期未申请者，须符合本专业继续教

育的要求后方可申请初始注册。 

  初始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人的注册申请表； 

  （二）申请人的资格证书复印件； 

  （三）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四）逾期初始注册的，应提供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十二条 注册工程师每一注册期为 3 年，注册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在注册期满前 30 日，按照本规定第

七条规定的程序申请延续注册。 

  延续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人延续注册申请表； 

  （二）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三）申请人注册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工程师变更执业单位，应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并按本规定第七条

规定的程序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变更注册后仍延续原注册有效期。 

  变更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人变更注册申请表； 

  （二）申请人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三）申请人的工作调动证明（或者与原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合同的证明文件、退休人员的退休证明）。 

  第十四条 注册工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失效： 

  （一）聘用单位破产的； 

  （二）聘用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的； 

  （三）聘用单位相应资质证书被吊销的； 

  （四）已与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关系的； 

  （五）注册有效期满且未延续注册的； 

  （六）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七）注册失效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注册工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负责审批的部门应当办理注销手续，收回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或者公告其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作废：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申请注销注册的； 

  （三）有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情形发生的； 

  （四）依法被撤销注册的； 

  （五）依法被吊销注册证书的； 

  （六）受到刑事处罚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注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注册工程师有前款情形之一的，注册工程师本人和聘用单位应当及时向负责审批的部门提出注销注册的申

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向负责审批的部门举报；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向负责审批的部门报

告。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因从事勘察设计或者相关业务受到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2 年

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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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条 被注销注册者或者不予注册者，在重新具备初始注册条件，并符合本专业继续教育要求后，可按

照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程序重新申请注册。  

第 3 章       执  业  

第 18 条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受聘于一个具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

咨询等一项或多项资质的单位，经注册后方可从事相应的执业活动。但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执业活动的，应受聘

并注册于一个具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的单位。 

  第十九条 注册工程师的执业范围： 

  （一）工程勘察或者本专业工程设计； 

  （二）本专业工程技术咨询； 

  （三）本专业工程招标、采购咨询； 

  （四）本专业工程的项目管理； 

  （五）对工程勘察或者本专业工程设计项目的施工进行指导和监督； 

  （六）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中形成的勘察、设计文件由相应专业注册工程师按照规定签字盖章后

方可生效。各专业注册工程师签字盖章的勘察、设计文件种类及办法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规定。 

  第二十一条 修改经注册工程师签字盖章的勘察、设计文件，应当由该注册工程师进行；因特殊情况，该注

册工程师不能进行修改的，应由同专业其他注册工程师修改，并签字、加盖执业印章，对修改部分承担责任。 

  第二十二条 注册工程师从事执业活动，由所在单位接受委托并统一收费。 

  第二十三条 因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事故及相关业务造成的经济损失，聘用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聘用单位

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依法向负有过错的注册工程师追偿。 

  

第 4 章       继续教育  

第二十四条 注册工程师在每一注册期内应达到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本专业继续教育要求。继

续教育作为注册工程师逾期初始注册、延续注册和重新申请注册的条件。 

  第二十五条 继续教育按照注册工程师专业类别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每注册期各为 60 学时。 

  

第 5 章       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六条 注册工程师享有下列权利： 

  （一）使用注册工程师称谓； 

  （二）在规定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 

  （三）依据本人能力从事相应的执业活动； 

  （四）保管和使用本人的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五）对本人执业活动进行解释和辩护； 

  （六）接受继续教育； 

  （七）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八）对侵犯本人权利的行为进行申诉。 

  第二十七条 注册工程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 

  （二）执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 

  （三）保证执业活动成果的质量，并承担相应责任； 

  （四）接受继续教育，努力提高执业水准； 

  （五）在本人执业活动所形成的勘察、设计文件上签字、加盖执业印章； 

  （六）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技术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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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不得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 

  （八）不得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九）在本专业规定的执业范围和聘用单位业务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 

  （十）协助注册管理机构完成相关工作。  

第 6 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的，审批部门不予受理，并给予警告，一年之内不得再次

申请注册。 

  第二十九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的，由负责审批的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注册；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处以罚款，其中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上但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注册工程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

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上但不

超过 3 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个人名义承接业务的； 

  （二）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的； 

  （三）泄露执业中应当保守的秘密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超出本专业规定范围或者聘用单位业务范围从事执业活动的； 

  （五）弄虚作假提供执业活动成果的； 

  （六）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负责审批的部门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可以撤销其注册： 

  （一）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四）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注册工程师管理工作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 7 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工作按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人事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

行。 

  第三十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及外籍专业技术人员，注册工程师注册和执业的

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0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等 11 个部门规章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令第 32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等 11 个部门规章的决定》已经住房城乡建设

部第 2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6 年 10 月 20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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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陈政高 

                      2016 年 9 月 13 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等 11 个部门规章的决定 

 

  为了依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住房城乡建设部决定： 

  一、将《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37 号）第四条第一款中的“建设主管部门”修改为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余条款依此修改。 

  将第七条修改为：“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申请注册，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批；其中涉及有关部

门的专业注册工程师的注册，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审批。 

  “取得资格证书并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单位的人员，应当

通过聘用单位提出注册申请，并可以向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

交申请材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全部申请材料报

审批部门。” 

  将第八条修改为：“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出

具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初始注册的，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自

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公告审批结果。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共同审批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应

当在 15 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对申请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的，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

书面决定。 

  “符合条件的，由审批部门核发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制作、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共同用印的注册证书，并核定执业印章编号。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

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二、将《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47 号）第四条第一款中的“建设主管部门”修改为“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余条款依此修改。 

  将第七条修改为：“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申请注册，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批。 

  “取得资格证书并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单位的人员，应当

通过聘用单位提出注册申请，并可以向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

交申请材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全部申请材料报

审批部门。” 

  将第八条修改为：“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出

具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

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申请初始注册的，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

定。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公告审批结果。 

  “对申请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的，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审批完毕并

作出书面决定。 

  “符合条件的，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发注册证书，并核定执业印章编号。对不予批准的，应当

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三、将《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9 号）第六条第一款中的“建设主管部门”修改为“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余条款依此修改。 

  将第十一条修改为：“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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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可以向申请人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全部申请材料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

决定。 

  “组织专家评审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时限内，但应当明确告知申请人。” 

  四、将《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50 号）第四条第一款中的“建设主管部门”修改为“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余条款依此修改。 

  将第八条修改为：“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申请注册的，可以向聘用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出具凭证；申请材料

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申请初始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收到申

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全部申请材料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注册机关），注册机关应当自受

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 

  “对申请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

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全部申请材料报注册机关，注册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决定。 

  “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初始、变更、延续注册，逐步实行网上申报、受理和审批。” 

  将第二十一条中的“注册初审机关”修改为“注册机关”。 

  将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的“注册初审机关”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

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第二款中的“省级注册初审机关”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 

  将第三十八条第三项修改为：“（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五、将《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51 号）第五条第一款中的“建设主管部门”修改为“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余条款依此修改。 

  将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将第八条修改为：“申请注册的，应当向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注册申请。 

  “对申请初始注册、变更注册、延续注册和注销注册的，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决定。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初始注册、变更注册、延续注册和注销注册，逐步实行网上申报、受理和审批。” 

  删去第二十七条中的“注册”。 

  六、将《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3 号）第四条第一款中的“建设主管部门”修改为“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余条款依此修改。 

  将第七条修改为：“取得一级建造师资格证书并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

造价咨询等单位的人员，应当通过聘用单位提出注册申请，并可以向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全部申请材料报国

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批。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出具凭证；申请材料

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涉及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通信与广电、民航专业的，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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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部申报材料送同级有关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

师注册证书》，并核定执业印章编号。” 

  将第八条修改为：“对申请初始注册的，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审批

决定。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公告审批结果。国务院有关部门收到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移送的申请材料

后，应当在 10 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送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对申请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的，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公告审批结果。国务院有关部门收到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移送的申请材料后，应

当在 5 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送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七、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建设部令第 154 号）第三条第一款中的“建设主管部

门”修改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余条款依此修改。 

  将第十三条修改为：“申请甲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可以向机构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全部申请材料报审

批部门。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出具凭证；申请材料不

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

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审批决定。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公告

审批结果。 

  “组织专家评审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时限内，但应当明确告知申请人。” 

  八、将《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8 号）第四条第一款中的“建设主管部门”修改为“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余条款依此修改。 

  将第九条修改为：“申请综合资质、专业甲级资质的，可以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全部申请材料报审

批部门。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出具凭证；申请材料

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审批决定。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公告

审批结果。其中，涉及铁路、交通、水利、通信、民航等专业工程监理资质的，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送国

务院有关部门审核。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在 15 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组织专家评审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时限内，但应当明确告知申请人。” 

  九、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0 号）第四条第一款中的“建设主管部门”修改

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余条款依此修改。 

  将第八条修改为：“申请工程勘察甲级资质、工程设计甲级资质，以及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

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的，可以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提交申请材料。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全部申请材料报审

批部门。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出具凭证；申请材料

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完成审查。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公告审批

结果。其中，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资质，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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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有关部门审核，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在 15 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送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组织专家评审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时限内，但应当明确告知申请人。” 

   十、将《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12 号）第十六条修改为：“城乡规划编制

单位甲级资质许可，由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实施。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申请甲级资质的，可以向登记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提交申请材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核对身份证、职称证、学历

证等原件，在相应复印件上注明原件已核对，并于 5 日内将全部申请材料报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出具凭证；申请材料不齐

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即为受理。 

  “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审批决定。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

公告审批结果。 

  “组织专家评审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时限内，但应当明确告知申请人。” 

  十一、将《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第十二条修改为：“申请本规定第九条

所列资质的，可以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全部申请材料报审

批部门。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出具凭证；申请材料

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公

告审批结果。其中，涉及公路、水运、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等方面资质的，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查。 

  “需要组织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许可时限内，但应当明确告知申请人。” 

  本决定自 2016 年 10 月 20 日起施行。以上部门规章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注册工程师，是指经考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工程师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

并按照本规定注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以下简称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从事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及有关业务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 

  未取得注册证书及执业印章的人员，不得以注册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及有关业务活动。 

  第四条 注册工程师按专业类别设置，具体专业划分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人事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

部门制定。 

  除注册结构工程师分为一级和二级外，其他专业注册工程师不分级别。 

 第六条 注册工程师实行注册执业管理制度。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必须经过注册方能以注册工程师的名义

执业。 

  第七条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申请注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初审，国务院建设主

管部门审批；其中涉及有关部门的专业注册工程师的注册，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审批。 

  取得资格证书并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单位的人员，应当通

过聘用单位向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注册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受理后提出初审意见，并将初审意见和全部申报材料报审批部门审批；符合条件的，由审批部

门核发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制作、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共同用印的注册

证书，并核发执业印章。 

 第十条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是注册工程师的执业凭证，由注册工程师本人保管、使用。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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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期为 3 年。 

第十八条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受聘于一个具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

一项或多项资质的单位，经注册后方可从事相应的执业活动。但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执业活动的，应受聘并注册

于一个具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的单位。 

  第十九条 注册工程师的执业范围： 

  （一）工程勘察或者本专业工程设计； 

  （二）本专业工程技术咨询； 

  （三）本专业工程招标、采购咨询； 

  （四）本专业工程的项目管理； 

  （五）对工程勘察或者本专业工程设计项目的施工进行指导和监督； 

  （六）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中形成的勘察、设计文件由相应专业注册工程师按照规定签字盖章后

方可生效。各专业注册工程师签字盖章的勘察、设计文件种类及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 

  第二十一条 修改经注册工程师签字盖章的勘察、设计文件，应当由该注册工程师进行；因特殊情况，该注

册工程师不能进行修改的，应由同专业其他注册工程师修改，并签字、加盖执业印章，对修改部分承担责任。 

  第二十二条 注册工程师从事执业活动，由所在单位接受委托并统一收费。 

  第二十三条 因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事故及相关业务造成的经济损失，聘用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聘用单位

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依法向负有过错的注册工程师追偿。 

 第二十六条 注册工程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 

  （二）执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 

  （三）保证执业活动成果的质量，并承担相应责任； 

  （四）接受继续教育，努力提高执业水准； 

  （五）在本人执业活动所形成的勘察、设计文件上签字、加盖执业印章； 

  （六）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技术秘密； 

  （七）不得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 

  （八）不得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九）在本专业规定的执业范围和聘用单位业务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 

  （十）协助注册管理机构完成相关工作。 

 第二十八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的，审批部门不予受理，并给予警告，一年之内不得再

次申请注册。 

  第二十九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的，由负责审批的部门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注册；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处以罚款，其中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注册工程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

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个人名义承接业务的； 

  （二）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的； 

  （三）泄露执业中应当保守的秘密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超出本专业规定范围或者聘用单位业务范围从事执业活动的； 

  （五）弄虚作假提供执业活动成果的； 

  （六）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负责审批的部门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可以撤销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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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四）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注册工程师管理工作中，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4.8.41）《建设部关于加强勘察设计市场准入管理的补充通知》(建设部建设[2000]17 号 2000-01-11，失效） 

建设部６５号令《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颁布以后，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勘察设计市场秩序有明显好

转。  

  为了进一步整顿规范勘察设计市场，现就市场准入管理有关问题补充通知如下。  

  一、严格对勘察设计市场准入的管理  

  （一）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建设部６０号令《建设工程勘察和设计单位资质管理规定》和建设部６５号

令《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凡承接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必须持有由有发证权限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

发的，建设部统一印制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或专项工程设计证书。其他证书均为无效证书，不得从事

工程勘察设计业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证、越级、超范围承接勘察设计业务。  

  （二）加强对专项工程设计证书的市场准入管理。为了适应专业化发展和市场有序竞争的需要，近几年来，

经建设部批准设置并颁发了建筑装饰设计、消防设施专项工程设计、环境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等专项

工程设计证书。持专项工程设计证书的单位只能承担专项证书规定范围内的业务，不得超越专项证书范围承接工程

设计业务。持有工程设计证书的单位，证书范围内包括相关专项或配套工程设计的，不需单独领取专项工程设计证书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专项除外）。例如建筑工程设计证书中包括相应的建筑装饰设计、消防设施专项工程设计；

工业工程设计证书中包括相应的环境工程设计、消防设施专项工程设计。持有工程设计证书的单位承接消防设施专

项工程设计时，还需要满足规定的职业技术人员要求。  

  （三）根据建设部《关于建立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和系统集成专项资质及开展试点工作的通知》（建设

〔１９９８〕１９４号）精神，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和系统集成专项资质２０００年３月１日开始实行市场准入

制度。持有建设部颁发的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系统集成商、子系统集成商专项设计证书的单位，方可从事与规

定业务范围相符的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工作。  

  （四）从事建筑装饰设计业务必须持有相应级别的建筑工程设计证书或建筑装饰设计专项工程设计证书，不

得以装饰施工证书代替装饰设计证书。  

  二、境外执业注册人员和境外办事机构市场准入管理规定  

  （一）按规定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证书的境外设计人员，可以在

中外合营设计机构或中外合作设计项目中申请执业注册，经建设部批准后，与中方注册执业人员享有同等的权利，并

承担相同的义务和责任。批准办法和程序按有关规定办理。未取得上述资格证书的境外注册执业人员，可作为技术骨

干在中外合营设计机构或中外合作设计项目中从事设计工作，没有签字权，不享有中国注册执业人员同等的权利，不

承担相应义务和责任。境外非注册执业人员可在中外合营设计机构或中外合作设计项目中从事设计工作，但不作为

设计单位技术骨干，没有签字权。  

  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执业资格，并经建设部批准注册的境外设计人员可以申请开办独资工程设计事务

所，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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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境外单位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办事机构，凡未取得勘察设计资质证书的，不得承接勘察设计业务。未取

得建设部设计许可的境外设计机构及其设计人员按有关规定在中国境内中标承接工程设计业务时，必须与中国的甲

级工程设计单位进行合作设计，设计文件需由中方指派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负责签字方为合法的设计文件。

中方执业注册人员所在单位对外方设计机构及设计人员送审签字的设计文件应当收取不低于该项目外方设计取费总

额２０％的设计费，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外合资设计机构设计文件，中方注册执业人员签字收费问题参照上述

规定办理。  

  三、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及管理的补充规定  

  建设部印发的《注册建筑师执业及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建设〔１９９６〕６２４号），《注册结

构工程师执业及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建设〔１９９８〕２２９号）是注册执业制度过渡期的暂行规定。

为完善注册执业制度，现对上述暂行规定中需要做调整和补充的内容规定如下：  

  （一）从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过渡期代审、代签、合作设计签字制度一律废止，设计文件必须同时有本

单位注册执业人员签字方为有效。  

  （二）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人员包括一、二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等已经注册的人员。  

  （三）执业范围：一级注册执业人员承担建筑工程设计项目的范围不受限制，但不得超越所在单位资质证书

规定的业务范围。二级注册执业人员限承担建筑工程丙级资质任务范围内的设计项目（参见建筑工程设计分级标准）。  

  （四）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上述注册执业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执业范围内对本人负责的建筑工程设计文件，

实施签字盖章制度。  

  （五）通过考试取得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双重执业资格的人员，可以申请取得相应等级建筑和结构

的执业印章，并可以在两个专业内分别执业。  

  （六）注册执业人员的执业印章由执业人员个人保管。注册执业人员应当服从单位法定代表人的依法管理。  

  （七）少数边远地区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较少，不能满足注册执业需要，确需延长“过渡期”的，

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定，报建设部批准后方可延长过渡期。  

  （八）已换发新的建筑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单位的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在注册期二年内不得调动，符

合文件规定调动条件的（异地调动、企业破产等），需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

方能办理注册变更事宜。  

  （九）除以上规定外，其余执业及管理内容仍按《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及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建

设〔１９９８〕２２９号）和《注册建筑师执业及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建设〔１９９６〕６２４号）执

行。建设〔１９９６〕６２４号文件如与建设〔１９９８〕２２９号文件有不符之处，按建设〔１９９８〕２２９号

文件的规定执行。  

  四、加强市场准入管理，认真落实年检制度  

  （一）各地必须按照年检管理办法规定的内容、程序和时间开展年检工作，并将年检情况以书面形式在次年

６月底前报建设部勘察设计司。建设部勘察设计司于每年六月份将上年度全国年检工作情况通报全国。对于当年未

进行年检工作的要予以通报批评；连续２年未进行年检的，将暂停或延缓该地区该部门勘察设计单位资质升级和申

报工作。  

  （二）勘察设计单位必须在其单位所在地参加年检，未通过年检的勘察设计单位，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

得允许其在所管辖范围内承接勘察设计业务。  

  五、加强合同备案管理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我部近期将颁布新修订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管理办法》及

《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示范文本）》、《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示范文本）》。各地各部门要组织有关单位和工程技术人员

认真学习合同法及合同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并在业务委托和承接中认真贯彻实施。勘察设计管理部门或其委托的

机构要加强对合同签订、履约的监督和管理。  

  本通知执行中的情况与问题请与建设部勘察设计司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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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００年一月十一日  

 

一、严格对勘察设计市场准入的管理 

  （一）、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建设部 60 号令《建设工程勘察和设计单位资质管理规定》和建设部 65 号

令《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凡承接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必须持有由有发证权限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

发的，建设部统一印制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或专项工程设计证书。其他证书均为无效证书，不得从事

工程勘察设计业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证、越级、超范围承接勘察设计业务。 

  （二）、加强对专项工程设计证书的市场准入管理。为了适应专业化发展和市场有序竞争的需要，近几年来，

经建设部批准设置并颁发了建筑装饰设计、消防设施专项工程设计、环境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等专项

工程设计证书。持专项工程设计证书的单位只能承担专项证书规定范围内的业务，不得超越专项证书范围承接工程

设计业务。持有工程设计证书的单位，证书范围内包括相关专项或配套工程设计的，不需单独领取专项工程设计证书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专项除外）。例如建筑工程设计证书中包括相应的建筑装饰设计、消防设施专项工程设计；

工业工程设计证书中包括相应的环境工程设计、消防设施专项工程设计。持有工程设计证书的单位承接消防设施专

项工程设计时，还需要满足规定的职业技术人员要求。 

三、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及管理的补充规定 

  建设部印发的《注册建筑师执业及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建设［1996］624 号），《注册结构工程

师执业及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建设［1998］229 号）是注册执业制度过渡期的暂行规定。为完善注册执

业制度，现对上述暂行规定中需要做调整和补充的内容规定如下： 

  （一）从 2000 年 1 月 1 日起，过渡期代审、代签、合作设计签字制度一律废止，设计文件必须同时有本单

位注册执业人员签字方为有效。 

  （二）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人员包括一、二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等已经注册的人员。 

  （三）执业范围：一级注册执业人员承担建筑工程设计项目的范围不受限制，但不得超越所在单位资质证书

规定的业务范围。二级注册执业人员限承担建筑工程丙级资质任务范围内的设计项目（参见建筑工程设计分级标准）。 

  （四）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上述注册执业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执业范围内对本人负责的建筑工程设计文件，

实施签字盖章制度。 

    （五）通过考试取得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双重执业资格的人员，可以申请取得相应等级建筑和结构

的执业印章，并可以在两个专业内分别执业。 

  （六）注册执业人员的执业印章由执业人员个人保管。注册执业人员应当服从单位法定代表人的依法管理。 

   （九）除以上规定外，其余执业及管理内容仍按《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及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建

设[1998]229 号）和《注册建筑师执业及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建设[1996]624 号）执行。建设[1996]624 号

文件如与建设[1998]229 号文件有不符之处，按建设[1998]229 号文件的规定执行。 

四、加强市场准入管理，认真落实年检制度 

  （一）各地必须按照年检管理办法规定的内容、程序和时间开展年检工作，并将年检情况以书面形式在次年

6 月底前报建设部勘察设计司。建设部勘察设计司于每年六月份将上年度全国年检工作情况通报全国。对于当年未进

行年检工作的要予以通报批评；连续 2 年未进行年检的，将暂停或延缓该地区该部门勘察设计单位资质升级和申报

工作。 

  （二）勘察设计单位必须在其单位所在地参加年检，未通过年检的勘察设计单位，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

得允许其在所管辖范围内承接勘察设计业务。 

 

4.8.42）《建筑市场管理规定》(建法[1991]798 号 1991-12-01）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3408.html  

建筑市场管理规定建法[1991]798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建筑市场管理，保护建筑经营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制定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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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建筑市场管理，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有关部门，

按照各自的职权，对从事各种房屋建筑、土木工程、设备安装、管线敷设等勘察设计、施工（含装饰装修，下同）、

建设监理，以及建筑构配件、非标准设备加工生产等发包和承包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凡从事上述发包和承包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依法对建筑市场进行管理，保护合法交易

和平等竞争。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承发包活动中行贿受贿或收受“回扣”，不得以介绍工程任务为手段收取

费用。  

  第二章 建筑市场管理机构的职责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市场的管理，履行下列主要职责：（一）贯彻国家有关工

程建设的法规和方针、政策，会同有关部门草拟或制定建筑市场管理法规；（二）总结交流建筑市场管理经验，指导

建筑市场的管理工作；（三）根据工程建设任务与设计、施工力量，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四）审核工程发包条

件与承包方的资质等级，监督检查建筑市场管理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规程，下同）的执行情况；（五）依法

查处违法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履行下列主要职责；（一）会同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草拟或制定建筑市场管理法规，宣传并监督执行有关建筑市场管理的工商行政管理法规；（二）依据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依法核发勘察设计单位和施工企业的营业执照；（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

同法》的有关规定，确认和处理无效工程合同，负责合同纠纷的调解、仲裁，并根据当事人双方申请或地方人民政府

的规定，对工程合同进行鉴证；（四）依法审查建筑经营活动当事人的经营资格，确认经营行为的合法性；（五）依法

查处违法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  

  第三章 发包管理  

  第八条 建立工程建设报建制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下达后，大中型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须向工程所在地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办理报建手续。其他建设项目按国家和地方的有关

规定向相应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报建手续。报建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主要内容：工程名称、建设地点、投资

规模、当年投资额、资金来源、工程规模、开竣工日期、发包条件、工程筹建情况等。  

  第九条 凡具备招标条件的建设项目，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招标。其他建设项目的承发包活动，须在工程

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的监督下，按照有关规定择优选定承包单位。  

  第十条 发包建设项目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发包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是法人、依法成立的其

他组织或公民；（二）有与发包的建设项目相适应的技术、经济管理人员；（三）实行招标的，应当具有编制招标文件

和组织开标、评标、定标的能力。不具备本条第二、三款条件的，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建设监理、咨询单位等代理。  

  第十一条 发包工程勘察设计，除符合本章第十条规定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一）设计任务书已经批准；

（二）具有工程设计所需要的基础资料。  

  第十二条 工程施工发包除符合本章第十条规定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一）初步设计及概算已经批准；

（二）工程项目已列入年度建设计划；（三）有能够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有关技术资料；（四）建设资金和主要

建筑材料、设备来源已经落实；（五）建设用地的征用已经完成，拆迁已符合工程进度要求。  

  第十三条 工程的勘察、设计必须委托给持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相应资质等级证书的勘察、设计单

位。工程的施工必须发包给持有营业执照和相应资质等级证书的施工企业。建筑构配件、非标准设备的加工生产，必

须发包给具有生产许可证或经有关主管部门依法批准生产的企业。  

  第四章 承包管理  

  第十四条 承包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和建筑构配件、非标准设备加工生产的单位（以下统称承包方），必

须持有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或产品生产许可证、开户银行资信证明等证件，方准开展承包业务。  

  第十五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包工程或者分包工程、提供劳务的施工企业，须依照《施工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持单位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外出承包工程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625 / 3277 页 

 

证明和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证件，向工程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核准手续，

并到工商行政管理等机关办理有关手续。勘察、设计单位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包任务，依照《全国工程勘察、设

计单位资格认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承包方必须按照其资质等级和核准的经营范围承包任务，不得无证承包或者未经批准越级、超

范围承包。  

  第十七条 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应当严格按照有关的工程建设标准进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当

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的核验和监督检查。质量不合格的工程不准交付使用。  

  第十八条 没有出厂合格证或质量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等，不准在工程上使用。  

  第十九条 承包工程施工，必须自行组织完成或按照有关规定分包部分工程，不得非法转包。任何单位和个

人都不得出让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图签、银行帐号等。  

  第二十条 承担建设监理业务的单位，必须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资质证书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

发的营业执照，严禁无证、照或越级承担建设监理业务。  

  第五章 合同管理  

  第二十一条 承发包双方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条例》、《建筑安

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等法规的规定，签订承发包合同，并严格履行。  

  第二十二条 承发包合同的签订，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的价格政策、计价方法和取费标准。任何单位和

个人都不得随意扩大计价的各项标准，不得任意压价、抬价或附加不合理条件。  

  第二十三条 承发包合同正本一式两份，由双方各执一份。合同副本必须报双方的主管部门、经办银行备

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对合同进行登记管理。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合同鉴证。  

  第二十四条 承发包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国家规

定的合同管理机关申请调解或仲裁，也可以直接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章 罚则  

  第二十五条 对于发包方利用发包权索贿受贿、收受“回扣”，或者将工程发包给不符合资质等级单位承担

的，除没收非法所得外，处以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承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根据情节，予以警告、通报批评、没收非法所得、责令停止勘

察设计或施工、责令停产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并处以二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无证、照或

越级勘察、设计、施工的；（二）非法转包工程的；（三）出卖、出借、出租、转让、涂改、伪造资质证书、营业执照、

银行帐号、图签等的；（四）无证、照或越级承担建设监理的；（五）利用行贿、“回扣”等手段承揽工程任务，或以

介绍工程任务为手段收取费用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各自的职责进行查处。需要配

合的，双方应积极配合。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在工程上指定使用没有出厂合格证或质量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或者因设

计、施工不按标准执行，造成工程质量、人身伤亡事故的，按照《建工程质量责任暂行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 建筑市场管理人员以权谋私、敲诈勒索、询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

处分。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的有关

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法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

实施办法。村庄和集镇建设中的特殊情况可以另行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十二月一日起施行。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1987 年 2 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建筑市场管理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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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3）《关于清理整顿和规范认证市场的通知》(国认可函[2002]53 号 2002-05-10）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17430  

关于清理整顿和规范认证市场的通知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国家认证机构认可委员会，中国国家实验室认可委员会，中国国家认证人员培训认可委员会，各认证机构，

认证培训机构：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批示精神和全国认证认可工作会议整顿规范认证市场的总体部署，进一步

整顿和规范认证市场，消除认证市场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认监委）决

定对我国认证市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整顿，现将有关安排和要求通知如下： 

第一，国家认可机构作为国家认监委授权对认证机构、认证培训机构和认证人员进行认可和注册的机构，不仅要

严格按照国际准则的要求，加强对认证机构、培训机构的技术能力认可，对认证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严格把关，而且

要严格按照国家认监委的要求，强化对它们的日常监控。对目前认证机构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隐蔽性的违规行

为，要研究提出有效办法进行调查处理。要将对认证机构的监督延伸到对获证企业，通过对认证企业进行抽查等手

段，掌握认证的有效性，促使认证企业持续不断地满足认证的要求。要加强对培训有效性的管理，加强对审核员等认

证人员申请人的工作经历、学习经历的核实，严格把好审核人员的培训、申请、经历核实等关口，保证认证人员质量。

对于认证机构、认证培训机构和认证人员及认可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方案和措施予以解决。 

第二，各认证机构及认证相关机构等要结合本机构的具体情况搞好自查。一是要重点清查本机构咨询认证一体

化服务、低价无序竞争、审核/检查走过场，以及审核/检查组在专业能力配备、认证标准掌握、认证标志的管理、对

外宣传、审核/检查人日（天）数、认证纪录不实、对分支机构和办事处控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二是要对本单位使

用的认证人员进行检查和加强管理。要对认证人员的思想水平、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进行一次全面的考评，对那些思

想水平差、业务水平低、不讲职业道德，违反审核/检查员准则，不按规定和计划进行审核/检查，伪造审核/检查员资

格，伪造审核/检查经历、学历和工作经历的审核/检查人员要坚决予以清理；三是重点对认证的有效性进行清理。对

申请/获证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是否有效、内审和管理评审是否到位、必须的资源包括检测资源是否具备、产品

和服务过程是否进行了有效的控制、不合格纠正措施是否得到有效实施、认证标志使用和认证资格宣传是否正确、以

及审核/检查组的专业能力配备是否合理等方面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保证认证的有效性。 

国家认监委要求，本次的整顿规范活动从现在开始，整个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面自查，各有关单位

要认真检查工作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深刻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第二阶段是落实整改，针对查出的问题和薄弱

环节，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要求，抓好整改措施的落实。并将本单位的自查情况、存在问题、纠正措施和有关建

议意见于 8 月 15 日前书面报国家认监委。第三阶段，国家认监委将组织对部分单位的自查及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进

行抽查。对于自查不力、措施不实、仍然存在上述有关问题的，一经发现，将按照《认证机构及认证培训、咨询机构

审批登记与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联系人：国家认监委认可监管部 张惠才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外大街甲 10 号 

邮编：100020 

联系电话：65993942 

E-mail:Zhanghc@cnca.gov.cn 

传真：65994070 

二 OO 二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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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4）《关于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2]21 号 2002-03-08）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5452.html  

http://www.cddrc.gov.cn/detail.action?id=847358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0909/t20090915_9820.html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国家计委监察部关于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2]2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建设部、国家计委、监察部《关于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的若干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健全和完善有形建筑市场，是提高建设工程交易透明度，防止规避招标、招投标弄虚作假，以及转包、违法

分包等行为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

国务院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有形建筑市场的建设，加强管理，规范运行，促进有形建筑市场健康发展，创造公开、公

正、公平的建筑市场竞争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二年三月八日  

  

关于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的若干意见  

建设部 国家计委 监察部  

(二○○二年一月三十日)  

  有形建筑市场(即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以下统称有形建筑市场)是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为建设工程交易活动

提供服务的场所。实践证明，设立有形建筑市场是我国建设工程领域的一项有益尝试。这项措施对于增进建设工程交

易透明度，加强对建设工程交易活动的监督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腐败行为，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目前

我国建筑市场发育尚不成熟，有关部门监管尚不到位，一些依法必须公开招标的建设项目存在规避招标、假招标行

为，一些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转包工程和违法分包行为仍屡禁不止，一些地方有形建筑市场在运行中存在政

企不分、收费不合理，以及地方分割市场和行业保护等问题，亟待通过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等措施加以解决。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的通知》(国办发[2001]81 号)有关精神，现就健全和规范有形

建筑市场提出以下意见：  

  一、健全体制，完善功能  

  （一）充分发挥有形建筑市场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的作用。现阶段，对于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以及国

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和市政工程项目，必须通过有形建筑市场，依法公开招标。特大

型和大型市政工程项目采用国际招标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关于公开招标的规定办理。其他应公开

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也可进入有形建筑市场招标、发包。  

  （二）目前已经设立和运行的有形建筑市场必须与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脱钩，做到人员、职能分离，政企

分开，政事分开，不能与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搞“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不得与任何招标代理机构有隶属关系或

者经济利益关系；不得从事工程项目招标代理活动；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和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企业参加投

标，或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  

  （三）完善有形建筑市场服务功能。有形建筑市场要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包括开标、评标、定标等，

提供设施齐全、服务规范的场所；收集、存贮和发布招标投标信息、政策法规信息、企业信息、材料设备价格信息、

科技和人才信息、分包信息等，为建设工程交易各方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为政府主管部门实施监督和管理提供条件。

有形建筑市场要积极完善并拓展服务功能，为总包、分包双方依法开展经营活动提供优良的服务。  

  （四）加强有形建筑市场设施建设。有形建筑市场要加强计算机管理系统和相关网络建设，建立和充实相关

数据库，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要尽快完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并尽快形成全国联网。有条件的地区要在公众网设

立“窗口”，提供信息发布、投标咨询、网上接收资料、网上公布评标结果等各种服务，提高建设工程交易活动操作

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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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强监管，规范运行  

  （五）政府有关部门及其管理机构要在有形建筑市场设立面向招标人、投标人集中办公的“窗口”。建设、

工商、物价、税务等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对有形建筑市场的指导，依法对建设工程交易活动实施监督，

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监察机关要在有形建筑市场建立举报制度，积极、认真地受理群众的检举和控

告。  

  （六）有形建筑市场发现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负有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的责任，并应当

协助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在征得招标人和投标人同意后，有形建筑市场应当妥善保存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

产生的有关资料、原始记录等，制定相应的查询制度和保密措施，以便于有关部门加强对建设工程交易活动的监督和

管理。  

  （七）严格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的收费行为。要坚决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降低过高的收费标准。省级人民

政府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核准有形建筑市场收费项目和标准，并向社会公布。有关单位必须按

照有关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取有关费用。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责，除国家规定的税费之

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八）加强制度建设，严格内部人员管理。有形建筑市场中的内部人员要严守纪律，不得参与评标、定标等

活动；严禁向建设单位推荐投标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内部信息以谋取私利；在履行服务职责时，遇到与本人或

者其直系亲属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应当回避；实行定期轮岗制度等。对违反上述要求及其他有关规定的，要依法查

处，并严厉追究主管部门及有关领导人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严格有形建筑市场设立审批管理  

  （九）严格有形建筑市场设立审批条件。今后,凡地级以上城市设立有形建筑市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报建设部审定。地级以上城市设立有形建筑市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有固定的建设工程交易场所和满足有形建筑市场基本功能要求的服务设施。  

  2.成立不与任何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有隶属关系的独立管理机构。  

  3.有健全的有形建筑市场工作规则、办事程序和内部管理制度。  

  4.工作人员应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和招标投标管理等方面知识。  

  5.经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及其管理机构同意，在有形建筑市场设立服务“窗口”，并依法实施监督。  

  （十）对投资数量较多、建设规模较大的县级城市，确需设立有形建筑市场的，应参照上述条件，报省级人

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四、加强对有形建筑市场健全和规范工作的领导  

  （十一）为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切实加强对有形建筑市场的管理，由建设部牵头，会同国家计

委、监察部等有关部门成立部际协调小组，负责指导全国有形建筑市场健全和规范工作。对已设立的有形建筑市场，

建议行政主管部门要依照上述条件进行检查，并在新闻媒体公布结果；对不符合条件或有违规行为的，责令限期整顿

或予以取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级以上城市可根据工作需要成立相应的协调机构，负责指导本地区有形

建筑市场健全和规范工作。 

 

4.8.45）《关于在部分城市先行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住建部 

建房〔2018〕58 号 2018 年 6 月 25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06/t20180628_236583.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18-00169 主题信息：房地产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生成日期：2018 年 06 月 25 日文件名称：关于在部分城市先行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

法违规行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建房〔2018〕58 号主 题 词：关于在部分城

市先行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 

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住房城乡建设厅（建委、国土房管局）、公安厅（局）、司法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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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展改革委（物价局）、银监局、保监局，国家税务总局各有关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决定于 2018 年 7 月初至 12 月底，在部分城

市（名单附后）先行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针对近期房地产市场乱象，通过部门联合执法，重点打击投机炒房行为和房地产“黑中介”，治理房地产开

发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和虚假房地产广告，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健全房地产市场监管机制，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 

  二、整治重点 

  （一）投机炒房行为。 

  1.垄断房源，操纵房价、房租。 

  2.捂盘惜售或者变相囤积房源。 

  3.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新媒体等途径捏造、散布房地产虚假信息，以及雇佣人员制造抢房假象等

方式，恶意炒作，哄抬房价。 

  4.通过更改预售合同、变更购房人等方式，投机炒作未交付的商品房。 

  5.通过提供“首付贷”或者采取“首付分期”等形式，违规为炒房人垫付或者变相垫付首付款。 

  （二）房地产“黑中介”违法违规行为。 

  1.采取威胁、恐吓等暴力手段驱逐承租人，恶意克扣保证金和预定金。 

  2.为不符合交易条件的房屋提供经纪服务，或者对购房人隐瞒抵押、查封等限制房屋交易的信息。 

  3.为客户就同一房屋签订不同交易价款的“阴阳合同”提供便利，非法规避房屋交易税费。 

  4.非法侵占或者挪用客户交易资金。 

  5.强制提供代办服务、担保服务，或者以捆绑服务方式乱收费。 

  6.与投机炒房团伙串通，谋取不正当利益。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违法违规行为。 

  1.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前，以认购、认筹、预订、排号、售卡等方式向购房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定金、预

订款、诚意金等费用。 

  2.未按政府备案价格要求销售商品房，或者以附加条件限制购房人合法权利（如捆绑车位、装修）等方式，

变相实行价外加价。 

  3.一房多卖，损害购房人合法权益。 

  4.利用合同格式条款，免除自身法定义务、加重购房人责任、排除购房人合法权利。 

  5.限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按揭贷款。 

  6.未标明房源销售状态、销售价等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 

  （四）虚假房地产广告。 

  1.通过捏造、散布不实信息，或者曲解有关房地产政策等方式，误导购房人的市场预期。 

  2.发布虚假房源和价格信息，欺骗、误导购房人。 

  3.发布未取得许可或备案的房地产项目预售、销售广告。 

  4.在房地产广告中承诺为购房人办理户口、就业、升学等事项。 

  5.在房地产广告中承诺房产升值或者投资回报。 

  三、工作要求 

  （一）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各地要把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作为整治房地产市场乱象工作的重中

之重。在上述整治重点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任务，明确整治措施，落实监管职

责，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切实履行房地产市场监管的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联合查处机制，发挥部门合

力，全面排查、精准打击。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对本地区专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及时上报典型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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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广泛发动群众监督。要通过开通购房人热线等方式，畅通群众举报投诉渠道，引导公众参与整治房地

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对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突出的典型案例要挂牌督办，及时公布查处结果，回应社会关切，着力

构建房地产市场共治共管的局面。 

  （三）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建立专项行动信息发布机制，各级工商、物价、公安、

银监、保监、司法、宣传等部门积极配合，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新媒体等加强政策解读，正面引导舆论，

通过定期集中曝光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形成震慑，为房地产市场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四）强化督查问责机制。对专项行动实施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从严惩处。对开展整治行动

不力、人民群众投诉较多、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较严重的地方，要加大督查力度。对涉嫌隐瞒包庇、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的部门和人员，要坚决问责。 

  （五）建立监管长效机制。要坚持整顿规范与制度建设并重、专项整治与日常监督并重、加强管理与改善服

务并重、投诉受理与主动监管并重，逐步建立健全房地产行业信用体系，积极推进房地产领域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机制建设。 

  附件：先行开展专项行动城市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2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先行开展专项行动城市名单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合肥、福州、厦门、济南、郑州、武汉、成都、

长沙、重庆、西安、昆明、佛山、徐州、太原、海口、宁波、宜昌、哈尔滨、长春、兰州、贵阳 

 

4.8.4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4]56 号 2004-07-12） 

http://www.gov.cn/zhuanti/2015-06/13/content_2879017.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04〕5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2000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实施以来，我国招投标市场发展总体是

好的，招投标活动日趋普及，招投标领域不断扩大，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是，招投标活动中仍然存在一

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妨碍了《招标投标法》的实施，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滋生了腐败现象。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

三中全会精神，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推动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必

须加强和改进招投标行政监督，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措施。当前，招投标活动中存在着严重问题，一

些部门和地方违反《招标投标法》，实行行业垄断、地区封锁；少数项目业主逃避招标、虚假招标，不按照法定程序

开标、评标和定标；有的投标人串通投标，以弄虚作假和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中标，在中标后擅自转包和违法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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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对违法行为查处不力；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中存在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现象，一些政府部门和领导

干部直接介入或非法干预招投标活动。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机制、强化监督、规范行为来切实加以解

决。 

  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内在要求。规范的招投

标活动有利于鼓励竞争，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保护，促进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部门、企业之间自由流动和组合，为

招标人选择符合要求的供货商、承包商和服务商提供机会。 

  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的有效手段。在政府投资领域引入竞

争机制，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度，有助于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促使企业增强市场意识，改善经营管

理，这对于保障国有资金有效使用，提高投资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是加强工程质量管理，预防和遏制腐败的重要环节。工程质量是百年大计，直接关

系建设项目的成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国这些年来发生的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和重大腐败案件，大多

与招投标制度执行不力，搞内幕交易、虚假招标有关。认真贯彻《招标投标法》，严格规范招投标程序，将招投标活

动的各个环节置于公开透明的环境，能够有效地约束招投标当事人的行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保证项目建设

质量。 

    二、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全国市场统一 

    招投标制度必须保持统一和协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快招投标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修改或废止与

《招标投标法》和《行政许可法》相抵触的规定和要求，并向社会公布。坚决纠正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行为，不得制

定限制性条件阻碍或者排斥其他地区、其他系统投标人进入本地区、本系统市场；取消非法的投标许可、资质验证、

注册登记等手续；禁止以获得本地区、本系统奖项等歧视性要求作为评标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条件；不得要挟、暗示投

标人在中标后分包部分工程给本地区、本系统的承包商、供货商。鼓励推行合理低价中标和无标底招标。 

    三、实行公告制度，提高招投标活动透明度 

    为保证投标人及时、便捷地获取招标信息，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必须严格按照《招标投

标法》规定在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媒介发布，在招标人自愿的前提下，可以同时在其他媒介发

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指定或者限制招标公告的发布地点和发布范围。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在指定媒介发布依

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不得收取费用。对非法干预招标公告发布活动的，依法追究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责任。 

  加快招投标信息公开的步伐，提高政府监管和公共服务能力。要公布招标事项核准、招标公告、中标候选

人、中标结果、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活动等信息，及时公告对违规招投标行为的处理结果、招投标活动当事人不良行为

记录等相关信息，以利于社会监督。 

    四、完善专家评审制度，提高评标活动公正性 

    加强对评标专家和评标活动的管理和监督，保证招投标活动的客观公正。为切实保证评标专家独立、公正地履

行职责，要逐步对现有分散的部门专家库进行整合，吸纳一定比例的跨部门、跨地区的专家组建评标专家库，专家的

抽取和管理按照《招标投标法》执行。 

  建立健全评标专家管理制度，严格评标专家资格认定，加强对评标专家的培训、考核、评价和档案管理，根

据实际需要和专家考核情况及时对评标专家进行更换或者补充，实行评标专家的动态管理。严格执行回避制度，项目

主管部门和行政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得作为专家和评标委员会成员参与评标。严明评标纪律，对评标专家在评标

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严肃查处，视情节依法给予警告、没收收受的财物、罚款等处罚；情节严重的，取消其评

标委员会成员资格，并不得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评标；同时建议主管单位给予相应的政纪处分，构成犯

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规范代理行为，建立招投标行业自律机制 

    依法整顿和规范招标代理活动。招标代理机构必须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并不得存在任何隶属关系或者其他

利益关系。凡违反《招标投标法》和《行政许可法》规定设立和认定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行为，一律无效。建立健全

招标代理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招标代理机构应当依法经营，平等竞争，对严重违法违规的招标代理机构，要取消招

标代理资格。招标代理机构可以依法跨区域开展业务，任何地方和部门均不得以登记备案等方式变相加以限制。 

  建立和完善招投标行业自律机制，推动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招标投标协会。由协会制定行业技术规范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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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则，通过行业自律，维护招投标活动的秩序。 

    六、积极引入竞争，进一步拓宽招投标领域 

    按照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逐步探索通过招投标引入竞争机制，改进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对经营性的、有

合理回报和一定投资回收能力的公益事业、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及具有垄断性的项目，可逐步推行项目法人招

标制。进一步探索采用招标等竞争性方式选择工程咨询、招标代理等投资服务中介机构的办法。对政府投资的公益项

目，可以通过招标选择项目管理单位对项目建设进行专业化管理。 

  大力推行和规范政府采购、科研课题、特许经营权、土地使用权出让、药品采购、物业管理等领域的招投标

活动。 

   七、依法实施管理，完善招投标行政监督机制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严格按照《招标投标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加强管理，

改进招投标行政监督工作。 

  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对招投标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加强对重大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工程招投标的监督检查和

工业项目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水利、交通、铁道、民航、信息产业、建设、商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加强对相关领域招投标过程中泄露保密资料、泄露标底、串通招标、串通投标、歧视和排斥投标等违法活动的监督执

法。加大对转包、违法分包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将中标项目全部转让、分别转让，或者违法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

关键性工作层层分包，以及挂靠有资质或高资质单位并以其名义投标，或者从其他单位租借资质证书等行为，有关行

政监督部门必须依法给予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等处罚，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

执照。同时，对接受转包、违法分包的单位，要及时清退。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设立审批、核准、登记等涉及招投标的行政许可事项；已经设定的一律

予以取消。加快职能转变，改变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的倾向，加强对招投标全过程的监督执法。项目审批部门对

不依照核准事项进行招标的行为，要及时依法实施处罚。建立和完善公正、高效的招投标投诉处理机制，及时受理投

诉并查处违法行为。任何政府部门和个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不得以权谋私，采取暗示、授意、打招呼、递条子、

指定、强令等方式，干预和插手具体的招投标活动。各级行政监察部门要加强对招投标执法活动的监督，严厉查处招

投标活动中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据《行政许可法》的要求，规范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的工

作，加强招投标监督管理队伍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招投标工作的领导，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政策，协调、处理好招投标工作中的新矛盾、新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二日 

 

4.8.4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7]64 号 2007-11-17）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 

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知 

国办发〔2007〕6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新开工项目管理是投资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新开工项目过多，特别是一些

项目开工建设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管不力，加剧了投资增长过快、投资规模过大、低水平重复建设等矛盾，扰乱

了投资建设秩序，成为影响经济稳定运行的突出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和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进一步深化

投资体制改革，依法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切实从源头上把好项目开工建设关，维护投资建设秩序，以促进国

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规范投资项目新开工条件 

  各类投资项目开工建设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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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建设规划、土地供应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 

  （二）已经完成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实行审批制的政府投资项目已经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其中需审批

初步设计及概算的项目已经批准初步设计及概算；实行核准制的企业投资项目，已经核准项目申请报告；实行备案制

的企业投资项目，已经完成备案手续。 

  （三）规划区内的项目选址和布局必须符合城乡规划，并依照城乡规划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规划许可手

续。 

  （四）需要申请使用土地的项目必须依法取得用地批准手续，并已经签订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或取得国有

土地划拨决定书。其中，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投资项目，应当依法以招标、拍卖或挂牌出让

方式取得土地。 

  （五）已经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分级审批的规定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六）已经按照规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 

  （七）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依照建筑法的有关规定，已经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并采取保证

建设项目工程质量安全的具体措施。 

  （八）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其他相关要求。 

  二、建立新开工项目管理联动机制 

  各级发展改革、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建设和统计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明确工作程序

和责任，建立新开工项目管理联动机制。 

  实行审批制的政府投资项目，项目单位应首先向发展改革等项目审批部门报送项目建议书，依据项目建议

书批复文件分别向城乡规划、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部门申请办理规划选址、用地预审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完成

相关手续后，项目单位根据项目论证情况向发展改革等项目审批部门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附规划选址、用地预审

和环评审批文件。项目单位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向城乡规划部门申请办理规划许可手续，向国土资源部门

申请办理正式用地手续。 

  实行核准制的企业投资项目，项目单位分别向城乡规划、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部门申请办理规划选址、用地

预审和环评审批手续。完成相关手续后，项目单位向发展改革等项目核准部门报送项目申请报告，并附规划选址、用

地预审和环评审批文件。项目单位依据项目核准文件向城乡规划部门申请办理规划许可手续，向国土资源部门申请

办理正式用地手续。 

  实行备案制的企业投资项目，项目单位必须首先向发展改革等备案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备案后，分别向

城乡规划、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部门申请办理规划选址、用地和环评审批手续。 

  各级发展改革等项目审批（核准、备案）部门和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建设等部门都要严格遵守

上述程序和规定，加强相互衔接，确保各个工作环节按规定程序进行。对未取得规划选址、用地预审和环评审批文件

的项目，发展改革等部门不得予以审批或核准。对于未履行备案手续或者未予备案的项目，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环

境保护等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对应以招标、拍卖或挂牌出让方式取得土地的项目，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会同发展

改革、城乡规划、环境保护等部门将有关要求纳入土地出让方案。对未按规定取得项目审批（核准、备案）、规划许

可、环评审批、用地管理等相关文件的建筑工程项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发放施工许可证。对于未按程序和规定

办理审批和许可手续的，要撤消有关审批和许可文件，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加强新开工项目统计和信息管理 

  各级发展改革、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建设等部门要加快完善本部门的信息系统，并建立信息互

通制度，将各自办理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和城乡规划、土地利用、环境影响评价等文件相互送达，同时抄送同级

统计部门。统计部门要依据相关信息加强对新开工项目的统计检查，及时将统计的新开工项目信息抄送同级发展改

革、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建设等部门。部门之间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逐步建立新开工项目信息共

享平台，及时交换项目信息，实现资源共享。有关部门应制定实施细则，明确信息交流的内容、时间和具体方式等。 

  各级统计部门要坚持依法统计，以现行规定的标准为依据，切实做好新开工项目统计工作。要加强培训工

作，不断提高基层统计人员的业务素质，保证新开工项目统计数据的质量。地方各级政府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

政绩观，不得干预统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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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在信息互通制度的基础上，为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的拟建项目建立管理档案，包括项

目基本情况、有关手续办理情况（文件名称和文号）等内容，定期向上级发展改革部门报送项目信息。在项目完成各

项审批和许可手续后，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将项目名称、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各项审批和许可文件的名称和文号

等情况，通过本单位的门户网站及其他方式，从 2008 年 1 月起按月向社会公告。 

  四、强化新开工项目的监督检查 

  各级发展改革、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建设、统计等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严格管理，强化对新

开工项目事中、事后的监督检查。要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等协调机制，对新开工项目管理及有关制度、规定执行情

况进行交流和检查，不断完善管理办法。 

  各类投资主体要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投资建设程序。项目开工前，必须履行完各项建设程

序，并自觉接受监督。对于以化整为零、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的项目，发展改革等

项目审批（核准、备案）部门要依法撤消该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并责令其停止建设。对于违反城乡规划、

土地管理、环境保护、施工许可等法律法规和国家相关规定擅自开工建设的项目，一经发现，即应停止建设，并由城

乡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建设部门依法予以处罚，由此造成的损失均由项目投资者承担。对于在建设过程中不

遵守城乡规划、土地管理、环境保护和施工许可要求的项目，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建设部门要依法予以

处罚，责令其停止建设或停止生产，并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对于篡改、编造虚假数据和虚报、瞒报、拒报统

计资料等行为，要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对于存在上述问题且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项目单位和个人，除

依法惩处外，还应将相关情况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上级发展改革、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建设等部门要对下级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督。对项目建设程

序的政策规定执行不力并已造成严重影响的地区，要及时予以通报批评。 

  五、提高服务意识和工作效率 

  各级发展改革、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建设等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努力提

高工作效率，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建设规划、市场准入标准和土地供应政策、环境保护

政策，符合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且纳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的项目，要积极给予指导和支持，尽快办理各项手

续，主动帮助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要坚决贯彻有保有压、分类指导的宏观调控方针，引导投资向

国家鼓励的产业和地区倾斜，加大对重点建设项目的扶持力度，推动投资结构优化升级，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要切

实加强投资建设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工作，引导各类投资主体依法投资建设，营造和维护正常的投资建设秩序。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新开工项目管理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上述规定，抓紧制定相关配套措施和实

施细则，不断提高投资管理水平。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4.8.48）《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实施办法(修订)》(计办投资[2001]534 号 2001-07-16） 

http://www.ndrc.gov.cn/fzgggz/gdzctz/tzfg/200506/t20050602_44900.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7-01/06/5157225/files/93bd8bde77ab42ac91971f32a786a4f8.pdf  

http://www.zj.gov.cn/art/2012/7/5/art_37174_207328.html 

 

颁布日期：20010530 实施日期：20010530 颁布单位：中国工程咨询协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国工程咨询行业的资格管理，保障工程咨询服务质量，1994 年国家计委 3 号令颁布《工程咨

询单位资格认定暂行办法》。为促进工程咨询业健康发展和适应改革需要，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制订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工程咨询业务的企事业法人机构的单位资格认定，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负责全国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的认定及其管理。从事工程咨询业务的机构，必须依法取

得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及其授权机构认定的工程咨询单位资格。 

第四条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包括资格等级范围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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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资格管理权限 

第五条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共设甲、乙、丙三个等级。 

第六条 甲、乙圾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程咨询协会，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在各行业设立的专业委员会(含分会)初审，报中国工程咨询协会评审认定，并颁发《工程咨询资格

证书》。上述负责初审工作的单位，经考查具备条件者，可由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对其授权，负责本地区或本行业乙级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评审认定，报中国工程咨询协会植准备案。 

第七条 丙级工程咨询单位资格，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程咨询协会负责

评审认定，并颁发相应的《工程咨询资格证书》，报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备案。  

第三章 资格认定标准 

第八条 甲级工程咨询单位的资格标准一、基本条件 1、综合实力和业绩。从事工程咨询业务 5 年以上，独立承

担国家或地方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或技术改造限上项目的工程咨询任务不少于 10 项，社会信誉卓著。单位从事工程咨

询业务不足 5 年者，可申请甲级工程咨询临时资格。2、注册资金不低于 200 万元，或固定资产不低于 150 万元。3、

有良好的固定办公场所。4、工程咨询年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上。二、技术力量 1、技术力量雄厚。专职从事工程咨

询业务的技术人员不得少于 24 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注册咨询工程师资格的人员不得少于 30％，从事工

程咨询业务 5 年以上的技术骨干不得少于 6 人。2、专业配备合理。按业务领域和服务范围配备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

员，具有同时承担 2 个及以上大型项目工程咨询任务的能力。3、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从事 10

年以上工程咨询业务，并主持过 2 个及以上大型项目工程咨询任务。三、技术水平和技术装备 1、掌握现代工程技术

和科学管理方法，技术装备齐全和先进，具有较完整的专业技术资料积累，以及具有处理国内外相关业务信息的水

平。2、具有独立或与国内外工程咨询单位合作承接国外工程咨询业务的能力。3、直接从事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人均

配备计算机 1 台，通信及信息处理手段完备，能应用工程技术和经济评价系统软件开展业务，运用计算机完成工程

咨询成果文件编制达到 100％，经济评价系统软件的应用达到 100％。四、管理水平 1、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健全的

管理班子，严格的管理制度。2、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制度，或已通过 ISO9000 族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第九条 乙圾工程咨询单位的资格标准一、基本条件 1、综合实力和业绩。从事工程咨询业务 3 年以上，独立承

担国家或地方中型基本建设项目或技术改造限上项目的工程咨询任务不少于 10 项，社会信誉良好。单位从事工程咨

询业务不足 3 年者，可申请乙级工程咨询临时资格。2、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 万元，或固定资产不低于 80 万元。3、

有相对固定和良好的办公场所。4、工程咨询年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上。二、技术力量 1、技术力量较强。专职从事

工程咨询业务的技术人员不得少于 15 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注册咨询工程师资格的人员不得少于 20％，

从事工程咨询业务 3 年以上的技术骨干不得少于 3 人。2、专业配备合理。按业务领域和服务范围配备有相应的专业

技术人员，具有同时承担 2 个及以上中型项目工程咨询任务的能力。3、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从事 8 年以上工程咨询业务，并主持过 2 个及以上中型项目工程咨询任务。三、技术水平和技术装备 1、掌握现代专

业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拥有较先进的技术装备，具备开展业务必须的专业技术资料基础和及时查询相关专业信息

的手段。2、直接从事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中 80％配备计算机，运用计算机完成工程咨询成果文件编制达到 80％以

上，经济评价软件的应用达到 80％以上。四、管理水平 1、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健全的管理班子，完备的管理制度。

2、建立了以质量为中心的管理体系。 

第十条 丙级工程咨询单位的资格标准 1、注册资金不低于 50 万元，或固定资产不低于 30 万元。2、专业技术人

员不得少于 10 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注册咨询工程师资格的人员不少于 2 人。3、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具

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从事 3 年以上工程咨询业务，并主持 2 个以上小型项目工程咨询任务的经历。4、地方工

程咨询协会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补充提出其他具体实施标准。  

第四章 工程咨询专业和服务范围的认定 

第十一条 工程咨询专业资格的认定，按照以下 31 个专业划分：1．综合 2.公路 3.铁路 4.城市轨道交通 5.民航 

6.水电 7.核电、核工业 8.火电 9.煤炭 10.石油天然气 11.石化 12.化工、医药 13.建筑材料 14.机械 15.电子 16.轻王 

17.纺织、化纤 18.钢铁 19.有色冶金 20.农业 21.林业 22.通信信息 23.广播电影电视 24.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程

测量、岩土工程 25.水利工程 26.港口河海工程 27．环境工程 28.市政公用工程 29．建筑 30．城市规划 31．其他

(按具体专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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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工程咨询服务范围资格的认定，按照以下 8 项划分：1、规划咨询：含行业和地区发展规划咨询、项目

策划和项目融资顾问等；2、项目建议书编制：含项目投资机会研究报告、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3、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4、评估咨询：含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与初步设计评估，项目后评价、概预决算审查等；5、工

程设计；6、招投标咨询：含编制招标文件和技术规范，编制与审查标底，起草合同文本，投标咨询等；7、工程监理；

8、管理咨询：含工程项目的全过程管理或阶段性的前期工作管理、项目绩效追踪管理、以及投产后咨询。 

第十三条 申请单位可以按照条件申请一项或多项专业、一个或多个服务范围的咨询资格。其中综合专业只限于

规划咨询、评估咨询、招投标咨询和管理咨询等服务范围。 

第十四条 认定各专业和服务范围的资格必须符合专业技术力量、技术水平和工程咨询业绩的相应条件。 

第十五条 工程勘察设计和工程监理的工程咨询资格认定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并应先取得相应的工程勘

察设计和工程监理资格证书。  

第五章 资格申请和评审认定程序 

第十六条 甲、乙圾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程序一、申请：由申请单位提出，填写由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统印制的

申请书，报送初审单位。报送材料包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件；主要专业技术人员一览裹，注明专

业和技术职称；独立或合作承担过的工程咨询业绩；公司章程及质量管理制度文件；最新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或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固定资产清单，自有或租赁办公用房证明；其他有关证明文件等。上述材料一式两份，其中

一份留初申单位存档。二、初审：由各初中单位负责，先进行材料合规性审查，必要时进行实地考察，然后聘请有关

专家进行评审，在评审基础上提出初审意见，报中国工程咨询协会。三、认定：由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组织专家对初审

意见进行集体评审，提出初评意见，报全国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评审委员会审定。四、公告：在全国性报纸和《中国工

程咨询》杂志上预公布，30 天内如无异议，即颁发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 

第十七条 授权认定的乙级工程咨询单位资格，其申报和评审认定程序由被授权单位拟订，报中国工程咨询协会

审核备案。丙级工程咨询单位贵格的申报和评审认定程序，由各地方工程咨询协会拟订，报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备案。  

第六章 资格认定时限 

第十八条 资格认定每年进行一次，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有效期为 5 年。 

第十九条 申报单位在每年 9 月底前，向初审单位提交申报材料。 

第二十条 负责初审的单位应在 3 个月内提出初审意见，于每年年底前把申报材料和初审意见报送中国工程咨询

协会。 

第二十一条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在次年上半年内完成评审程序，于 6 月底前公布讦审结果，30 天后颁发工程咨询

单位资格证书。 

第二十二条 新取得(含升级、扩大专业服务范围)资格的单位，自颁发资格证书之日起，3 年内不受理更改证书的

申请。  

第七章 其他事项 

第二十三条 临时资格一、尚无工程咨询业绩的新成立单位，或从业时间短，可向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申请工程咨

询临时资格证书。待具备业绩条件后，按 

第五章 

第十六条和 

第十七条规定，经评审认定合格，再颁发正式资格证书。临时资格证书有效期为 3 年。二、已经取得工程咨询资

格的单位，确因开拓业务急需，要求承揽资格证书规定业务范围之外的单项工程咨询任务，但又错过资格评审认定时

间，经考查具备相应能力者，可申请专项工程咨询资格。三、申请专项工程咨询资格的单位，需提供该专业的人员情

况和相关业绩，及提交委托任务单位的委托函或协议书等复印件。专项工程咨询资格的管理权限执行本办法 

第二章的规定。四、使用专项工程咨询资格，完成 5 个以上同一专业同一服务范围的工程咨询项目，根据管理权

限并按 

第五章 

第十六条和 

第十七条规定，经评审认定合格，可获得该专业和该服务范围的正式工程咨询资格。五、甲、乙级临时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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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项工程咨询资格证书，由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统一制印。 

第二十四条 取得工程咨询资格的单位，必须接受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组织的每年一次执业检查和每 3 年一次资格

复评。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工程咨询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4.8.49）《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和《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建人〔2018〕]67 号 2018 年 07

月 20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08/t20180801_237029.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18-00238 主题信息：人事教育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

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生成日期：2018 年 07 月 20 日文

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造价

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建人〔2018〕]67 号主 题 词：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

输部 水利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水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委、

局），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为统一和规范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设置和管理，提高工程造价专业人员素质，

提升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水平，现将《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18 年 7 月 2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维护国家、社会和公共利益，充分发挥造价工程师在工程建设经济活动

中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工程造价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国家职业资格制度有关规定，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造价工程师，是指通过职业资格考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并经注册后从事建设工程造价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国家设置造价工程师准入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配备造价工程师；工程建设活动中有关工程造价管理岗位按需要配备造价工程师。 

  第四条 造价工程师分为一级造价工程师和二级造价工程师。一级造价工程师英文译为 Class1 Cost Engineer，

二级造价工程师英文译为 Class2 Cost Engineer。 

  第五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制定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

并按照职责分工负责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的实施与监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的实施与监管。 

第二章 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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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 

  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全国统一大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主命题并组织实施。 

  第七条 一级和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均设置基础科目和专业科目。 

  第八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拟定一级造价工程师和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基础科目的考试大纲，

组织一级造价工程师基础科目命审题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按照职责分别负责拟定一级造价工程师和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

考试专业科目的考试大纲，组织一级造价工程师专业科目命审题工作。 

  第九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审定一级造价工程师和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科目和考试大纲，

负责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并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对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

试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检查。 

  第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全国统一的考试大纲和相关规定组织实施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第十一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确定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

考试合格标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确

定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第十二条 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者，可以申请参加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一）具有工程造价专业大学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学历，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 5 年； 

  具有土木建筑、水利、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电子信息、财经商贸大类大学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学历，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 6 年。 

  （二）具有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评估（认证）的工程管理、工程造价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从事工程造价

业务工作满 4 年； 

  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 5 年。 

  （三）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硕士学位或者第二学士学位，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 3 年。 

  （四）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博士学位，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 1 年。 

  （五）具有其他专业相应学历或者学位的人员，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 1 年。 

  第十三条 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者，可以申请参加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一）具有工程造价专业大学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学历，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 2 年； 

  具有土木建筑、水利、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电子信息、财经商贸大类大学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学历，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 3 年。 

  （二）具有工程管理、工程造价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 1 年； 

  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 2 年。 

  （三）具有其他专业相应学历或学位的人员，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 1 年。 

  第十四条 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者，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

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

运输部、水利部按专业类别分别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用印，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第十五条 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者，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

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

行政主管部门按专业类别分别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用印，原则上在所在行政区域内有效。各地可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跨区域认可办法。 

  第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行政

主管部门应加强学历、从业经历等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资格条件的审核。对以不正当手段取得造价工程师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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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证书的，按照国家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章 注  册 

  第十七条 国家对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实行执业注册管理制度。取得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且从事工程

造价相关工作的人员，经注册方可以造价工程师名义执业。 

  第十八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按照职责分工，制定相应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并监督

执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分别负责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及相关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

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按专业类别分别负责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及相关工作。 

  第十九条 经批准注册的申请人，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造价

工程师注册证》（或电子证书）；或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中华

人民共和国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或电子证书）。 

  第二十条 造价工程师执业时应持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注册证书、执业印章样式以及注册证书编号规则

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交通运输部、水利部统一制定。执业印章由注册造价工程师按照统一规定自行制作。 

  第二十一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按照职责分工建立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平台，保持

通用数据标准统一。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归集全国造价工程师注册信息，促进造价工程师注册、执业和信用信息互通

共享。 

  第二十二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负责建立完善造价工程师的注册和退出机制，对以不正

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等违法违规行为，依照注册管理的有关规定撤销其注册证书。 

第四章 执  业 

  第二十三条 造价工程师在工作中，必须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和从业规范，诚信执业，主动接受有关主

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加强行业自律。 

  第二十四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共同建立健全造价工程师执业诚信体系，制定相关规章

制度或从业标准规范，并指导监督信用评价工作。 

  第二十五条 造价工程师不得同时受聘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执业，不得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严禁

“证书挂靠”。出租出借注册证书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一级造价工程师的执业范围包括建设项目全过程的工程造价管理与咨询等，具体工作内容： 

  （一）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与审核，项目评价造价分析； 

  （二）建设工程设计概算、施工预算编制和审核； 

  （三）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文件工程量和造价的编制与审核； 

  （四）建设工程合同价款、结算价款、竣工决算价款的编制与管理； 

  （五）建设工程审计、仲裁、诉讼、保险中的造价鉴定，工程造价纠纷调解； 

  （六）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造价指标的编制与管理； 

  （七）与工程造价管理有关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七条 二级造价工程师主要协助一级造价工程师开展相关工作，可独立开展以下具体工作： 

  （一）建设工程工料分析、计划、组织与成本管理，施工图预算、设计概算编制； 

  （二）建设工程量清单、最高投标限价、投标报价编制； 

  （三）建设工程合同价款、结算价款和竣工决算价款的编制。 

  第二十八条 造价工程师应在本人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上签章，并承担相应责任。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

件应由一级造价工程师审核并加盖执业印章。 

  对出具虚假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或者有重大工作过失的造价工程师，不再予以注册，造成损失的依法追

究其责任。 

  第二十九条 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家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有关规定接受继续

教育，更新专业知识，提高业务水平。 

第五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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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条 本规定印发之前取得的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证书、公路水运工程造价人员资格证书以及水

利工程造价工程师资格证书，效用不变。 

  第三十一条 专业技术人员取得一级造价工程师、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可认定其具备工程师、助理工

程师职称，并可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条件。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人事部、原建设部发布的《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人发〔1996〕77 号）同时废止。根据该暂行规定取得的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与本规定中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

资格证书效用等同。 

  

 

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第一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委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

试中心承担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具体考务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可分别委托具备相

应能力的单位承担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工作的命题、审题和主观试题阅卷等具体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共同负责本地区一

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组织工作，具体职责分工由各地协商确定。 

  第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

管部门组织实施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第三条 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设《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建设工程计价》《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

《建设工程造价案例分析》4 个科目。其中，《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和《建设工程计价》为基础科目，《建设工程技术

与计量》和《建设工程造价案例分析》为专业科目。 

  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设《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知识》《建设工程计量与计价实务》2 个科目。其

中，《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知识》为基础科目，《建设工程计量与计价实务》为专业科目。 

  第四条 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专业科目分为土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工程、水利工程和安装工程 4 个

专业类别，考生在报名时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其一。其中，土木建筑工程、安装工程专业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

责；交通运输工程专业由交通运输部负责；水利工程专业由水利部负责。 

  第五条 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分 4 个半天进行。《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建

设工程计价》科目的考试时间均为 2.5 小时；《建设工程造价案例分析》科目的考试时间为 4 小时。 

  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分 2 个半天。《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知识》科目的考试时间为 2.5 小时，《建

设工程计量与计价实务》为 3 小时。 

  第六条 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实行 4 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在连续的 4 个考试年度

内通过全部考试科目，方可取得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实行 2 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参加全部 2 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

须在连续的 2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方可取得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第七条 已取得造价工程师一种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报名参加其他专业科目考试的，可免考基础科

目。考试合格后，核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印制的相应专业考试合格证明。该证明作为注册时增加执业专业类

别的依据。 

  第八条 具有以下条件之一的，参加一级造价工程师考试可免考基础科目： 

  （一）已取得公路工程造价人员资格证书（甲级）； 

  （二）已取得水运工程造价工程师资格证书； 

  （三）已取得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资格证书。 

  申请免考部分科目的人员在报名时应提供相应材料。 

  第九条 具有以下条件之一的，参加二级造价工程师考试可免考基础科目： 

  （一）已取得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证书； 

  （二）已取得公路工程造价人员资格证书（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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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有经专业教育评估（认证）的工程管理、工程造价专业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 

  申请免考部分科目的人员在报名时应提供相应材料。 

  第十条 符合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报考人员，按规定携带相关证件和材料到指定地点进行

报名资格审查。报名时，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报名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核。审核合

格后，核发准考证。参加考试人员凭准考证和有效证件在指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及所属单位、中央管理企业的人员按属地原则报名参加考试。 

  第十一条 考点原则上设在直辖市、自治区首府和省会城市的大、中专院校或者高考定点学校。 

  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每年一次。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每年不少于一次，具体考试日期由

各地确定。 

  第十二条 坚持考试与培训分开的原则。凡参与考试工作（包括命题、审题与组织管理等）的人员，不得参

加考试，也不得参加或者举办与考试内容相关的培训工作。应考人员参加培训坚持自愿原则。 

  第十三条 考试实施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国家人事考试工作人员纪律规定和考试工作的各项

规章制度，遵守考试工作纪律，切实做好从考试试题的命制到使用等各环节的安全保密工作，严防泄密。 

  第十四条 对违反考试工作纪律和有关规定的人员，按照国家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

定处理。 

 

4.8.50）《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 33 号 2005-08-01） 

http://www.sdsjgxh.org/?p=3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 33 号 

 

  《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已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发布，

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主任 马凯 

  二 00 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加强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管理，规范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行为，保障和监督价格评估人员依

法执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

行政许可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从事各种涉及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有形财产和无形资产及服务项目估价业务的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

认定与管理，适用本办法。经注册的价格鉴证师不需认定。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 

在国家有关部门取得价格评估相关专业资格的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的认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初审，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取得价格评估相关专业资格的价格

评估人员执业资格的认定，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 

第四条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取得以下一种专业资格证书： 

1.经国家人事部组织的全国统一考试，并取得价格评估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 

2.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颁发的价格评估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 

3.取得国务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颁发的价格评估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 

4.取得国家或省级行业协会颁发的价格评估相关专业职业资格证书，并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或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考核合格。 

（二）所在单位考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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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凡不符合本办法第四条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条件，或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价格评估人员执业

资格认定： 

（一）受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执业资格认定之日止不满五年的； 

（二）在价格评估或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行政处罚或撤职以上处分，自处罚、处分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执业资

格认定之日止不满两年的； 

（三）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 

（四）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予执业资格认定的其它情况。 

第六条价格评估人员申请执业资格认定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申请）》； 

（二）价格评估相关专业的资格证书； 

（三）所在单位考核同意证明； 

（四）个人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第七条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申请人提供的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本办法规定要求的，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

格认定初审机关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价格评估人 员执业资格

认定初审机关应当场或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

起即为受理。 

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初审机关不受理执业资格认定申请人的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

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第八条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初审机关应当自其受理申请人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初审完毕。 

第九条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审批机关应当自收到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初审机关初审意见之日起二

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认定的决定。二十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审批机

关领导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申请人。 

第十条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审批机关作出准予资格认定决定的，应当自作出决定十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

颁发、送达相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依法作出不予资格认定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

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印制。 

第十二条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的有效期限为三年，有效期满前三十天，价格评估人员应按规定到价格评

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机关重新申请办理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手续。 

第十三条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内容变更的，须及时到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四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在办公场所公示价格评估人员执

业资格认定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表示范文本。准予价格评估 人员执业资

格认定的名单应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网站等媒体公布。 

第十五条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评估人员执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

记录。公众有权查阅有关记录。 

第十六条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评估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查阅或者要求价格评估人员如实提供有

关情况和材料。 

第十七条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不得妨碍价格评估人员正常执业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价格评

估人员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第十八条个人和组织发现价格评估人员有违法活动的，有权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举报，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

认定审批机关应及时核实、处理。 

第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审批机关应当依法撤销准予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

定的决定，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并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价格主管部门网站等媒体公布： 

（一）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审批机关工作人员，对不符合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条件的申请人，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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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决定的； 

（二）价格评估人员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准予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决定的； 

（三）依法应当撤销准予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决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审批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的

注销手续： 

（一）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有效期限届满但未按规定重新认定的； 

（二）价格评估人员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三）准予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决定被依法撤销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照法律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申请不予受理或者对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价格评估人

员执业资格认定决定的； 

（二）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三）在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的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四）申请人提出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五）未依法说明不受理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申请，或者不予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理由的； 

（六）超越法定职权作出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决定的； 

（七）进行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实施监督检查时，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第二十二条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审批机关实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擅自收费的，由其上级行政

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退还非法收取的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机关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行

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

定的，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并给予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

格认定申请人警告。 

第二十五条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的价格评估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价格评估

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非法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的； 

（二）超越认定的执业范围执业的； 

（三）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执业情况真实材料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二十六条未经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审批机关认定，擅自从事估价业务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依法

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与管理所需经费，按规定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 

第二十八条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原国家计委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4.8.51）《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发[2002]111 号 2002 年 12 月 05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2997.html 

关于印发《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的通知人发[2002]11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建设厅（委），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门，中央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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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与施工管理，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人事部、建设部决定对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及施工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

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现将《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二年十二月五日  

                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提高工程项目总承包及施工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素质，规范施工管理行

为，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职业资格证书

制度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施工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国家对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和施工管理关键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执业资格制度，纳入全国专

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统一规划。  

  第四条 建造师分为一级建造师和二级建造师。英文分别译为：Constructor 和 Associate Constructor。  

  第五条 人事部、建设部共同负责国家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的实施工作。  

                  第二章 考 试  

  第六条 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实行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由人事部、建设部共同组织

实施，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考试。  

  第七条 建设部负责编制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和组织命题工作，统一规划建造师执业资格的培训

等有关工作。  

  培训工作按照培训与考试分开、自愿参加的原则进行。  

  第八条 人事部负责审定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科目、考试大纲和考试试题，组织实施考务工作；会同建

设部对考试考务工作进行检查、监督、指导和确定合格标准。  

  第九条 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分综合知识与能力和专业知识与能力两个部分。其中，专业知识与能力

部分的考试，按照建设工程的专业要求进行，具体专业划分由建设部另行规定。  

  第十条 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申请参加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一）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 6 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4 年。  

  （二）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本科学历，工作满 4 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3 年。  

  （三）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工作满 3 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

工作满 2 年。  

  （四）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硕士学位，工作满 2 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1 年。  

  （五）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博士学位，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1 年。  

  第十一条 参加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部门颁发人事部统一印制，人

事部、建设部用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第十二条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并组织考试的制度。  

  第十三条 建设部负责拟定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人事部负责审定考试大纲。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建设厅（委）按照国家确定的考试大纲和有关规定，在本地区组织实

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第十四条 凡遵纪守法并具备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中等专科以上学历并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2 年，可报名参加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第十五条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部门颁发由人事部、建设部统一格

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在所在行政区域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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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注 册  

  第十六条 取得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必须经过注册登记，方可以建造师名义执业。  

  第十七条建设部或其授权的机构为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的注册管理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为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的注册管理机构。  

  第十八条 申请注册的人员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取得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  

  （二）无犯罪记录；  

  （三）身体健康，能坚持在建造师岗位上工作；  

  （四）经所在单位考核合格。  

  第十九条 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由本人提出申请，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

权的机构初审合格后，报建设部或其授权的机构注册。准予注册的申请人，由建设部或其授权的注册管理机构发放由

建设部统一印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注册证》。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的注册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颁发辖区内有效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二级建造师注册证》，并报建设部或其授权的注册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条 人事部和各级地方人事部门对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和使用情况有检查、监督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有效期一般为 3 年，有效期满前 3 个月，持证者应到原注册管理机构办

理再次注册手续。在注册有效期内，变更执业单位者，应当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再次注册者，除应符合本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外，还须提供接受继续教育的证明。  

  第二十二条 经注册的建造师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原注册管理机构注销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刑事处罚的。  

  （三）因过错发生工程建设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或有建筑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  

  （四）脱离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及其相关工作岗位连续 2 年（含 2 年）以上的。  

  （五）同时在 2 个及以上建筑业企业执业的。  

  （六）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  

  第二十三条 建设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布建造师执业资格的注册和注销

情况。  

                   第四章 职 责  

  第二十四条 建造师经注册后，有权以建造师名义担任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的项目经理及从事其他施工活动

的管理。  

  第二十五条 建造师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管理的各项规定，恪守职业道德。  

  第二十六条 建造师的执业范围：  

  （一）担任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的项目经理。  

  （二）从事其他施工活动的管理工作。  

  （三）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七条 一级建造师的执业技术能力：  

  （一）具有一定的工程技术、工程管理理论和相关经济理论水平，并具有丰富的施工管理专业知识。  

  （二）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与施工管理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行业管理的各项规

定。  

  （三）具有丰富的施工管理实践经验和资历，有较强的施工组织能力，能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  

  （四）有一定的外语水平。  

  第二十八条 二级建造师的执业技术能力：  

  （一）了解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及有关行业管理的规定。  

  （二）具有一定的施工管理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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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有一定的施工管理实践经验和资历，有一定的施工组织能力，能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  

  第二十九条 按照建设部颁布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一级建造师可以担任特级、一级建筑业企业

资质的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的项目经理；二级建造师可以担任二级及以下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的项目

经理。  

  第三十条 建造师必须接受继续教育，更新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国家在实施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之前，对长期在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及施工管理岗位上

工作，具有较高理论水平与丰富实践经验，并受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可通过考核认定办法取得建造师执业资

格证书。考核认定办法由人事部、建设部另行制定。  

  第三十二条 建造师的专业划分、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关键岗位的确定和具体执业要求由建设部另行规

定。  

  第三十三条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的管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制定具体办法，组织实施，并分别报人事部、建设部备案。  

  第三十四条 经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获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外籍及港、

澳、台地区的专业人员，符合本规定要求的，也可报名参加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以及申请注册。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由人事部和建设部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 30 日后施行。 

 

 

4.8.52）《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建市[2007]9 号 2007 年 01 月 12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701/t20070117_158835.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07-00103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期：2007 年 01

月 12 日文件名称：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建市[2007]9 号

主 题 词：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计划单列市建委（建设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总后基建营房部工

程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健全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加强对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动态监管，营造诚实守信

的市场环境，我们组织制定了《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和宣传贯

彻，并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制订落实《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基

础条件较好的地级城市要在 2007 年 6 月 30 日前，按照《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的要求，建立本地区的

建筑市场综合监管信息系统和诚信信息平台。其他地区在 2007 年年底前也要全部启动这项工作，推动建筑市场信用

体系建设的全面实施。 

  附件：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七年一月十二日      

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健全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加强对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监管，营造诚实

守信的市场环境，根据《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市场各方主体是指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和参与工程建设活动的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检测试验、施工图审查等企业或单位以及相关从业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诚信行为信息包括良好行为记录和不良行为记录。 

  良好行为记录指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守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强制性

标准，行为规范，诚信经营，自觉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受到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专业部门的奖励和表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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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良好行为记录。 

  不良行为记录是指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违反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强制性标

准和执业行为规范， 经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执法监督机构查实和行政处罚，形成的不良行为记录。

《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由建设部制定和颁布。 

  第四条 建设部负责制定全国统一的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诚信标准；负责指导建立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信

用档案；负责建立和完善全国联网的统一的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信息平台；负责对外发布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诚信

行为记录信息；负责指导对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信用评价工作。 

  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信用管理工作，采集、审核、汇总

和发布所属各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的各方主体的诚信行为记录，并将符合《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

记录认定标准》的不良行为记录及时报送建设部。报送内容应包括：各方主体的基本信息、在建筑市场经营和生产活

动中的不良行为表现、相关处罚决定等。 

  各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统一的诚信标准和管理办法，负责对本地区参与工程建设的各方主体的诚

信行为进行检查、记录，同时将不良行为记录信息及时报送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中央管理企业和工商注册不在本地区的企业的诚信行为记录，由其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采集、

审核、记录、汇总和公布，逐级上报，同时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建立和完善其信用档案。 

  第五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明确分管领导和承办机构人员，落实责任制，加强对各方主体不良行为

的监督检查以及不良行为记录真实性的核查，负责收集、整理、归档、保全不良行为事实的证据和资料，不良行为记

录报表要真实、完整、及时报送。 

  第六条 行业协会要协助政府部门做好诚信行为记录、信息发布和信用评价等工作，推进建筑市场动态监

管；要完善行业内部监督和协调机制，建立以会员单位为基础的自律维权信息平台，加强行业自律，提高企业及其从

业人员的诚信意识。 

  第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

自行或通过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执法监督机构，结合建筑市场检查、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以及政府部门

组织的各类执法检查、督查和举报、投诉等工作，采集不良行为记录，并建立与工商、税务、纪检、监察、司法、银

行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 

  第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行政处罚情况，及时公布各方主体的不良行为信

息，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有效约束机制。 

  第九条 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通过资源整合和组织协调，完善建筑市场和工程现场联动的业务监管体

系，在健全建筑市场综合监管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建立向社会开放的建筑市场诚信信息平台，做好诚信信息的发布工

作。诚信信息平台的建设可依托各地有形建筑市场（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的资源条件，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第十条  诚信行为记录实行公布制度。 

  诚信行为记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当地建筑市场诚信信息平台上统一公布。其中，

不良行为记录信息的公布时间为行政处罚决定做出后 7 日内，公布期限一般为 6 个月至 3 年；良好行为记录信息公

布期限一般为 3 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布内容应与建筑市场监管信息系统中的企业、人员和项目管

理数据库相结合，形成信用档案，内部长期保留。 

  属于《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范围的不良行为记录除在当地发布外，还将由建设部

统一在全国公布，公布期限与地方确定的公布期限相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将确认的不良行为记录在当地发布之日起 7 日内报建设部。 

  通过与工商、税务、纪检、监察、司法、银行等部门建立的信息共享机制，获取的有关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

良行为记录的信息，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应参照本规定在本地区统一公布。 

  各地建筑市场综合监管信息系统，要逐步与全国建筑市场诚信信息平台实现网络互联、信息共享和实时发

布。 

  第十一条 对发布有误的信息，由发布该信息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修正，根据被曝

光单位对不良行为的整改情况，调整其信息公布期限，保证信息的准确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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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整改结果，对整改确有实效的，由企业提出申请，经批准，

可缩短其不良行为记录信息公布期限，但公布期限最短不得少于 3 个月，同时将整改结果列于相应不良行为记录后，

供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查询；对于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力的单位，信息发布部门可延长其不良行为记录信息公布期限。 

  行政处罚决定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行政执法监督被变更或被撤消，应及时变更或删除该不良记录，并

在相应诚信信息平台上予以公布，同时应依法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第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信息共享，推进各地诚信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

逐步开放诚信行为信息，维护建筑市场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第十三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原

则，逐步建立诚信奖惩机制，在行政许可、市场准入、招标投标、资质管理、工程担保与保险、表彰评优等工作中，

充分利用已公布的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诚信行为信息，依法对守信行为给予激励，对失信行为进行惩处。在健全诚信

奖惩机制的过程中，要防止利用诚信奖惩机制设置新的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 

  第十四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管理权限和属地管理原则建立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信用档案，将

信用记录信息与建筑市场监管综合信息系统数据库相结合，实现数据共享和管理联动。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依据地方性法

规对本办法和认定标准加以补充，制订具体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关于在工程建设领

域开展行贿犯罪档案试点工作的通知》（高检会[2004]2 号）要求，准确把握建立工程建设领域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

的内容和要求，认真履行职责，加强领导，密切配合，做好工程建设领域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试点工作，将其纳入建筑

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逐步建立健全信用档案管理制度和失信惩戒制度。 

  第十七条  对参与工程建设的其他单位（如建筑材料、设备和构配件生产供应单位等）和实行个人注册执

业制度的各类从业人员的诚信行为信息，可参照本办法进行管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 

      建设单位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A1） 

      勘察单位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B1） 

      设计单位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C1） 

      施工单位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D1） 

      监理单位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E1） 

      招标代理单位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F1） 

      造价咨询单位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G1） 

      检测机构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H1） 

      施工图审查机构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I1） 

 

4.8.53）《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建建[1995]1 号 1995-01-07） 

http://www.people.com.cn/item/flfgk/gwyfg/1995/21961199504.html  

http://www.cityup.org/policy/ministry/20101217/73225.shtml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11031  

 

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的通知  

1995 年 1 月 7 日，建设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国务院各有关部（总公司），部分省建工局，总后营房部，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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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贯彻执行。执行中的

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告我部建筑业司。 

附件：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培养和建立一支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队伍，提高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水

平，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益地搞好工程建设，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以下简称项目经理），是指受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对工程项目施工

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是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二级以上工程总承包企业和四级以上施工企业。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指导全国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的资质管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本辖区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及国务院具有行政职能的总公司管理其直属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管理军队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 

第二章 项目经理的职责 

第五条 建筑施工企业在投标承包工程时，应同时报出承担工程施工管理的项目经理的资质简况，接受招标单位

的审查。 

第六条 工程项目施工应建立以项目经理为首的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项目经理在工程项目

施工中处于中心地位，对工程项目施工负有全面管理的责任。 

第七条 项目经理在承担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过程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工程所在地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 

（二）严格财经制度，加强财经管理，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 

（三）执行项目承包合同中由项目经理负责履行的各项条款； 

（四）对工程项目施工进行有效控制，执行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确保工程质量和工期，

实现安全、文明生产，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第八条 项目经理在承担工程项目施工的管理过程中，应当按照建筑施工企业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

与本企业法定代表人签订项目承包合同，并在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范围内，行使以下管理权力： 

（一）组织项目管理班子 

（二）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身份处理与所承担的工程项目有关的外部关系，受委托签署有关合同； 

（三）指挥工程项目建设的生产经营活动，调配并管理进入工程项目的人力、资金、物资、机械设备等生产要素； 

（四）选择施工作业队伍； 

（五）进行合理的经济分配； 

（六）企业法定代表人授予的其它管理权力。 

第九条 项目经理在承担工程项目施工的管理过程中，应当接受企业领导和上级有关部门的工作检查及职工民主

管理机构的监督。 

第三章 项目经理的资质等级和申请条件 

第十条 项目经理资质分为一、二、三、四级。 

第十一条 项目经理资质申请条件： 

一级项目经理：担任过一个一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项目，或两个二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标准要

求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并已取得国家认可的高级或者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者。 

二级项目经理：担任过两个工程项目，其中至少一个为二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

作的主要负责人，并已取得国家认可的中级或者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者。 

三级项目经理：担任过两个工程项目，其中至少一个为三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

作的主要负责人，并已取得国家认可的中级或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者。 

四级项目经理：担任过两个工程项目，其中至少一个为四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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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主要负责人，并已取得国家认可的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者。 

所称一、二、三、四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标准，按建设部颁布的《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项目经理的资质考核和注册 

第十二条 项目经理实行持证上岗制度。从事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项目经理，必须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组织培训、考核和注册，获得《全国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培训合格证》（以下简

称“项目经理培训合格证”）或《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证书》。 

第十三条 项目经理经过培训，考试合格后发给项目经理培训合格证。 

第十四条 取得项目经理培训合格证书，并经过项目经理岗位工作实践后，达到项目经理资质申请条件的，由本

人提出申请，经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署意见，参加相应级别的项目经理资质考核。 

第十五条 项目经理资质考核委员会负责项目经理的资质考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

院各有关部门建立项目经理资质考核委员会。 

项目经理资质考核委员会为非常设机构，由行政领导和各有关方面专家组成。 

第十六条 项目经理资质考核委员会对项目经理的资质考核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人的专业技术职称证书、项目经理培训合格证（复印件）。 

（二）申请人从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简历和主要业绩。 

（三）有关方面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水平、完成情况（包括工期、效益、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的评价。 

（四）其他有关情况。 

第十七条 项目经理资质考核完成后，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认定注册，

发给相应等级的项目经理资质证书。其中一级项目经理须报建设部认可后才能发给资质证书。 

第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证书》正本 1 本、副本 1 本，由建设部统一印制，全国通用。 

 

第五章 项目经理的管理 

第十九条 项目经理是岗位职务，在承担工程建设时，必须具有国家授予的项目经理资质，其承担工程规模应符

合相应的项目经理资质等级。 

第二十条 各级项目经理承担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范围是：一级项目经理可承担一级资质建筑施工企业营业范围

内的工程项目管理；二级项目经理可承担二级资质以下（含二级）建筑施工企业营业范围内的工程项目管理；三级项

目经理可承担三级资质以下（含三级）建筑施工企业营业范围内的工程项目管理；四级项目经理承担四级资质建筑施

工企业营业范围内的工程项目管理。 

所称建筑施工企业营业范围，依照建设部颁布的《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全国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培训合格证》持有者，自领取证书起三年内未经注册，其证书失效，

不得在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中担任项目经理岗位职务。 

第二十二条 项目经理资质管理部门每二年对《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证书》持有者复查一次。复查工作按

以下程序进行： 

（一）受检项目经理按规定时间向资质管理部门提交《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复查表》、《建筑施工企业项目

经理资质证书》； 

（二）资质管理部门在审查核实有关资料后，应对项目经理资质复查做出结论，记录在《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

资质证书》（副本）的〈复查记录〉栏内。 

复查结论分为合格、不合格、不在岗三种： 

1、项目经理履行项目承包合同，且未发生工程建设重大事故及违法行为的，为“合格”； 

2、项目经理未能履行项目承包合同，或发生过一起三级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或发生过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重

大事故，或发生过重大违法行为的，均为“不合格”； 

3、项目经理在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中未担任项目经理岗位职务的，为“不在岗”。 

第二十三条 连续二次复查结论为“不合格”者，降低资质等级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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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二次复查结论为“不在岗”者，需重新注册认定后方可担任项目经理职务。 

第二十四条 项目经理达到上一个资质等级条件的，可随时提出升级申请。 

项目经理资质升级的考核和注册，按本办法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条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项目经理原则只能承担一个工程项目施工的管理工作。特殊情况允许一级、二级项目经理同时承担

两个工程项目施工的管理工作。 

第二十六条 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和建筑施工企业应加强对项目经理的管理和培养工作，并将建设单位（或建设监

理单位、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对项目经理完成工程建设情况的评价及其工作业绩记录在案，作为其晋职和专业技术职

称评定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七条 已取得项目经理资质证书的，各企业应给予其相应的企业管理人员待遇，并实行项目岗位工资和奖

励制度。具体办法由企业自行规定。 

第六章 罚 则 

第二十八条 对于弄虚作假或者以不正当手段取得项目经理资质证书的，由发证机关收回其资质证书，并在三年

内不得申请注册。 

第二十九条 项目经理资质考核委员会擅自降低项目经理资质考核条件，使不合格人员通过资质考核，发证机关

未按规定程序办理注册发证手续的，上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对直接责任者依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没有取得项目经理培训合格证书或资质证书的人员担任项目经理工作的，或越级承担工程项目施工管

理工作的，由工程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离岗，对于其所在单位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通报批评、罚

款的处罚。 

第三十一条 伪造、涂改、出卖或转让《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证书》、《全国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培训合

格证》的，由企业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扣留资质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罚款或取

消资质的处罚。 

第三十二条 项目经理因管理不善，发生二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或两起以上三级工程建设重大事故的，降低

资质等级一级。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项目经理在降低资质等级期间再发生一起工程建设重大事故，给予项目经理吊销资质证书的处罚。 

第三十三条 被降低资质等级的项目经理，需两年后经检查合格方可申请恢复原资质等级。 

被吊销项目经理资质证书的项目经理，需三年后才能申请项目经理资质注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所列各项罚款的具体标准和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报人民政

府批准。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做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

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并报

建设部备案。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建设部 1992 年 7 月 21 日印发的建施〔1992〕464 号《施工企业项目经

理资质管理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4.8.54）《工程总承包企业资质管理暂行规定》(建设字第 189 号 1992-04-03）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8505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1409/20140900726332.s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6/content_5115854.htm  

http://lywjm.longyan.gov.cn/zwgk/zcfg/201612/t20161202_637800.htm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8505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1409/20140900726332.s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6/content_5115854.htm
http://lywjm.longyan.gov.cn/zwgk/zcfg/201612/t20161202_637800.htm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652 / 3277 页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711/t20171121_234047.html  

http://szjw.changsha.gov.cn/zwgk/zcwj/gfxwj/201806/t20180619_2254843.html  

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总承包企业资质管理暂行规定》（试行）的通知 

1992 年 4 月 3 日，建设部 

根据一九八九年建设部二号令发布的《施工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我们对全国施工企业进行了资质认证工作，将

现有的施工企业划分为具有独立承包资格的施工企业和只能提供工程分包和劳务的非等级施工企业，实现了企业组

织结构宏观调整的第一步目标。 

目前，随着施工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企业增强了工程设计、施工管理、材料设备采购能力，并总承包

了一批建设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以实现工程项目总承包为宗旨的企业集团也相应地发展

起来，并已开拓了国内外市场。为适应这类企业的发展， 

加快改革步伐，实现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第二步目标——就位一批工程总承包企业，特制定《工程总承包企业资

质管理暂行规定》，现印发，请试行。 

本规定只适用于照章纳税、依法经营、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不包括以设计院为主体的设计工程公司。 

由于对工程总承包企业的资质管理缺乏经验，请你们在试行中发现问题及时反映，以便进一步完善本《规定》。 

 

附：工程总承包企业资质管理暂行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工程总承包企业的资质管理，提高工程建设的社会经济效益，维护建设市场秩序，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工程总承包企业，是指对工程从立项到交付使用全过程承包的企业，不包括以设计院为主

体的设计工程公司。 

本规定所称企业资质，是指企业的人员素质、管理水平、资金数量、承包能力和建设业绩。 

第二章 资质管理 

第三条 工程总承包企业按照资质条件分为三级。 

第四条 各级工程总承包企业的资质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级工程总承包企业： 

（一）近五年内承担过下列建设项目中两个以上工程项目的总承包： 

1．大型工业、能源、交通等建设项目； 

2．15 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区建设项目； 

3．投资二亿元以上的公用建设项目。 

（二）企业自有资金一亿元以上，其中自有流动资金 3000 万元以上。 

（三）企业经理必须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和 15 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管理的经历。企业的总工程师、总经济师、

总会计师必须具有相应的高级职称。 

（四）企业具有技术经济职称的人员占企业管理人员总数的 70％以上，并不得少于 500 人。其中，具有工程师、

经济师、会计师等中级以上技术经济职称的人员占有职称人员总数的 60％以上，并不得少于 300 人。 

（五）企业能派出项目管理班子对大型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建设进度、工程造价等进行直接管理及有效的控

制。 

（六）企业年总产值在三亿元以上。 

二级工程总承包企业： 

（一）企业近五年内承担过下列建设项目中两个以上工程建设项目的总承包： 

1．中型工业、能源、交通等建设项目； 

2．10 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区建设项目； 

3．投资一亿元以上的公用建设项目。 

（二）企业自有资金 3000 万元以上，其中自有流动资金 1000 万元以上。 

（三）企业经理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和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管理的经历。企业的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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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应的高级职称，总经济师必须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四）具有技术经济职称的人员占企业管理人员总数的 65％以上，并不得少于 300 人，其中，具有工程师、经

济师、会计师等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占有职称人员总数的 50％以上，并不得少于 150 人。 

（五）能够派出项目管理班子对中型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建设进度、工程造价等进行直接管理及有效的控制。 

（六）年总产值在 1．5 亿元以上。 

三级工程总承包企业： 

（一）企业近五年内承担过下列建设项目中两个以上工程项目的总承包： 

1．中、小型工业、能源、交通等建设项目； 

2．5 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区建设项目； 

3．投资 4000 万元以上的公用建设项目。 

（二）企业自有资金 1000 万元以上，其中自有流动资金 500 万元以上。 

（三）企业经理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和八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管理的经历。企业的总工程师必须是高级工程

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必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四）具有技术经济职称的人员占企业管理人员总数的 60％以上，并不得少于 80 人。其中，具有工程师、经济

师、会计师等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占有职称人员总数的 50％以上，并不得少于 40 人。 

（五）能派出项目管理班子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建设进度、工程造价等进行直接管理及有效的控制。 

（六）年总产值在 5000 万元以上。 

第五条 工程总承包企业的资质等级实行分级审批。一级工程总承包企业由建设部审批。二、三级工程总承包企

业，属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并向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属于地方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六条 申请资质等级的工程总承包企业，应当向审批部门提交下列文件和证件； 

（一）资质等级申请书； 

（二）企业章程； 

（三）企业法定代表人和技术经济负责人的任职、职称证明； 

（四）企业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统计表； 

（五）银行出具的资金证明； 

（六）已承担的具有代表性的总承包建设项目概况； 

（七）列举本企业两个以上项目管理班子的人员构成、工作职责及开展工作情况； 

（八）企业所属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情况； 

（九）反映企业年度经营情况的生产、财务、劳动统计报表； 

（十）企业自有或联合的设计单位情况； 

（十一）其他有关文件、证件。 

第七条 经审查合格的工程总承包企业，由资质审批部门发给《工程总承包企业资质等级证书》（以下简称《资质

等级证书》）。 

新开办的工程总承包企业暂定资质等级的，两年后由该企业提出申请，由原资质审批部门核定其正式等级。 

第八条 取得《工程总承包企业资质等级证书》的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

有关规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第九条 工程总承包企业发生分立、合并、变更办公地址、营业范围、法定代表人和技术经济负责人的，应当在

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三十日内，向原资质审批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条 工程总承包企业的资质审批部门对工程总承包企业每隔两年进行一次资质复查，凡达不到原资质等级标

准的，按照其实际达到的标准重新核定资质等级。二级以下总承包企业能够达到上一级资质等级标准的，可以根据本

规定提出升级申请。 

第三章 承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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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各级工程总承包企业必须在其资质登记的营业范围内总承包。 

一级工程总承包企业可以承担本专业及与其资质相适应的其他专业的大型建设项目的总承包； 

二级工程总承包企业可以承包本专业及与其资质相适应的其他专业的中型建设项目的总承包； 

三级工程总承包企业可以承担普通中小型工业与民用建设项目的总承包。 

各级工程总承包企业具体承包工程的范围，由资质审批部门确定。 

第十二条 一、二级工程总承包企业可以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独立承包工程。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包工程

时，应当持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外出承包证明，向当地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第十三条 工程总承包企业可以通过投标承揽任务，也可以直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建设单位的委托承揽任

务；可以实行工程建设全过程的总承包，也可以进行分阶段的承包；可以独立进行总承包，也可以与其他单位联合总

承包。 

第十四条 工程总承包企业必须按照《资质等级证书》规定的承包范围从事总承包活动，不得无证或者越级总承

包工程。 

第十五条 工程总承包企业必须依法开展总承包活动，不得采用行贿、回扣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建设任务。 

第十六条 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倒手转包建设工程项目。前款所称倒手转包，是指将建设项目转包给其他单位承

包，只收取管理费，不派项目管理班子对建设项目进行管理，不承担技术经济责任的行为。 

第四章 罚 则 

第十七条 工程总承包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外，由原资质审批部门给予警告、降低

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等级证书》的处罚： 

（一）申请资质等级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二）无证或者越级承包工程的； 

（三）不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资质等级证书》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的； 

（四）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 

第十八条 擅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事总承包活动的，由工程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责令停止总承包活动、责令返回原驻地等处罚。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倒手转包工程的，由工程所在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非法

所得。因倒手转包发生的质量、安全事故，由转包单位承担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其停止以

总承包企业名义承包建设工程一年以上、两年以下。 

第二十条 工程总承包企业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

的有关规定，申请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

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在中国境内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工程总承包企业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工程总承包企业的资质管理，提高工程建设的社会经济效益，维护建设市场秩序，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工程总承包企业，是指对工程从立项到交付使用全过程承包的企业，不包括以设计院为

主体的设计工程公司。 

    本规定所称企业资质，是指企业的人员素质、管理水平、资金数量、承包能力和建设业绩。 

   第十四条 工程总承包企业必须按照《资质等级证书》规定的承包范围从事总承包活动，不得无证或者越级总

承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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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 工程总承包企业必须依法开展总承包活动，不得采用行贿、回扣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建设任务。 

 

4.8.55）《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建办建[2001]41 号 2001-09-20） 

http://zizhan.mot.gov.cn/sj/gonglj/gonglujsh_glj/201408/t20140813_1668590.html 

http://zjw.beijing.gov.cn/bjjs/xxgk/yjzj/397085/index.s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510/t20151009_225141.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605/t20160524_227569.html 

http://jianshe.maoming.gov.cn/zcfg/gds/content/post_191696.html  

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 

发文单位：建设部办公厅  

文 号：建办建[2001]41 号 

发布日期：2001-9-20 

执行日期：2001-9-20 

生效日期：1900-1-1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省建管局： 

根据第一批建筑业企业在资质就位中反映出的一些情况，现就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工作中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

补充意见： 

一、关于业绩的核定 

（一）企业的工程业绩不能重复计算，1 个工程只能算 1 项业绩。例如，房屋建筑工程按层数计算过业绩，就不

能再按高度或跨度等计算业绩。1 个工程，即使层数、高度、跨度、造价等均达到考核标准，也只能算 1 项业绩。 

（二）业绩要求的“×项中的×项”必须分别满足，不能相互替代。例如房屋建筑一级资质标准，要求企业完成

“6 项中的 4 项以上工程”，是指企业完成的工程中，层数、高度、单体面积、单跨跨度、住宅小区、单项建安合同

额等 6 项指标中至少满足 4 项，不足 4 项即为业绩不达标。例如，某企业分别完成了层数、高度、单体建筑面积达

标的多个工程，但只能算 3 项业绩，仍达不到要求完成的 4 项以上业绩，故该企业业绩仍为不达标。 

（三）房屋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包括主体结构、装饰装修和设备安装的，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可计算业绩；工

程承包合同为主体结构工程承包的，该主体结构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可计算业绩。 

（四）企业与业主签订了总承包工程合同，不论该工程是否由该企业全部自行完成，均计入该企业的总承包业

绩。分包该工程的专业分包企业，也可将分包的专业工程作为专业业绩申报资质。 

（五）企业可将总承包工程业绩用于申报施工总承包资质，也可将其中自行完成的多项专业工程业绩分别申报

多个专业承包资质，但一个总承包工程业绩（含自行完成的专业工程项目）不得同时用于申请总承包资质和专业承包

资质。 

（六）同一个工程项目分期发包，且中标单位均为同一家企业的，可以将各期工程累加。如果累加后能够达到标

准要求的某一项，可作为代表工程业绩申报。例如，一个 10 万平方米小区分期发包，均由同一企业中标施工，则可

视为该企业完成了 1 个 10 万平方米小区工程业绩。 

不属同一个工程项目的不能累加；超过资质等级标准规定时限要求的不能累加。 

（七）企业代表工程业绩的考核指标在合同和竣工验收单等材料上反映不明确的，可由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或有关省（区、市）人民政府专业部门出具并经工程所在地省（区、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证

明材料。 

二、关于工程结算收入的核定 

（一）核定企业的工程结算收入时，应按企业完成的各类工程结算收入计算，不包括工程以外的其他业务收入

（如房地产开发收入）。 

（二）企业申请多项资质的，工程结算收入的计算不分专业，可按各资质类别中最高标准值考核；但资质等级标

准中明确提出必须是本专业工程结算收入的，则应按该专业工程结算收入考核。 

企业申请特级资质的，严格按所申请资质类别的本专业工程结算收入考核，并附近三年业主签认的工程结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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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近三年本专业工程结算单累加值年平均应不小于 15 亿元。 

三、关于项目经理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考核 

（一）报送建设部审批资质的，其符合资质等级标准要求的项目经理资格证书和身份证复印件应与附件材料一

同上报。涉及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消防等方面资质的，企业的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职称证书复

印件应同时上报。 

（二）企业从外单位聘用项目经理，该项目经理资格证书应及时变更，或有调出单位合同解聘书及调入单位聘用

合同，或由省（区、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人员调动证明。 

（三）企业申请多项资质的，其项目经理人数按最高资质标准要求考核，且同时满足其他资质标准对项目经理的

特殊要求。 

（四）对企业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的专业考核，按企业申请的主项资质要求进行。 

（五）本专业项目经理和工程技术人员是指专业学历，或专业技术职称，或由省（区、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出具的从事专业施工管理实践经验的证明文件。 

四、关于申请材料的有关问题 

（一）企业申请资质，需报送申请表一式四份和完整的附件材料一套（含应送专业部门初审的材料）。申请铁道、

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消防等方面资质的企业，每申请一个方面的资质，需增加 2 份申请表，并将相应的附

件材料单独装订成册。 

（二）附件材料应设目录和页码，并按照人员、财务、业绩等内容分别装订。其中，工程业绩证明材料应按申请

表上所列代表工程的顺序排列。 

（三）直接接收企业申请材料的审核部门应对企业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核实，并在企业财务和统计报表、代表工程

合同、竣工验收单等复印件上加盖“经核查与原件无误”或类似内容的印章。 

五、有关资质的其他问题 

（一）企业分立、重组，必须是成建制的改组，资产、人员、业绩等必须分割清楚。其中，报建设部审批资质的

企业，其资产划分必须有国资部门或会计师事务所等出具的证明文件，人员、业绩的划分必须有省（区、市）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证明文件。 

（二）对申请特级资质的企业，除严格按标准评审申请材料外，建设部将组织专人抽查企业原始材料、进行实地

考查。 

（三）省（区、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特殊情况，需增列其他专业工程种类的，其资质标准

可比照专业承包序列第 60 类特种工程资质条件制定，报建设部批准后实施。增列工程种类的资质，由省（区、市）

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四）申请市政方面资质的，统一向建筑管理职能机构申请，由建筑管理职能机构征求市政管理职能机构意见后

审批。 

（五）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中央管理的企业、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报送企业申请材料时，

应同时报送《建筑业企业资质就位申请材料登记表》（见附件）。 

六、关于资质就位工作的有关问题 

（一）本次要求企业资质就位（包括第一批￣第四批）的近三年工程结算收入，均指 1998 年￣2000 年三个年度

的工程结算收入。 

（二）集团母（总）、子公司均需申请资质、以及分立、重组所涉及的企业申请资质的，原则上应在同一批申报。

资质审批部门分别按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进行审查。 

（三）申请电梯安装、附着升降脚手架、金属门窗、起重设备安装、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等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

在这次资质就位中，其项目经理的数量、级别等考核指标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四）申请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此次就位时其项目经理的专业要求暂不考核。其专业技术人员的

考核按公安部和建设部联合颁发的《关于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1〕67 号）

执行。 

（五）资质就位结合资质年检工作一并进行，2001 年和 2002 年不再单独进行资质年检。尚未就位换证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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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2000 年资质年检结论有效期截至 2002 年 6 月 30 日。 

附件：建筑业企业资质就位申请材料登记表（略） 

相关文件： 

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就位期间资质证书使用问题的通知（20020628）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建市[2015]154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总后基建营房

部工程管理局： 

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简政放权，促进建筑业发展，现就建筑业企业资质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取消《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建市[2007]72 号）中关于国家级工法、专利、国家级科技进步奖项、

工程建设国家或行业标准等考核指标要求。对于申请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企业，不再考核上述指标。 

二、取消《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 号）中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企业可承担单项合同额

3000 万元以上建筑工程的限制。取消《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 号）特级资质

企业限承担施工单项合同额 6000 万元以上建筑工程的限制以及《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建市[2007]72 号）

特级资质企业限承担施工单项合同额 3000 万元以上房屋建筑工程的限制。 

三、将《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 号）中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承包工程范围修改为：可承

担各类钢结构工程的施工。 

四、将《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 号）规定的资质换证调整为简单换证，

资质许可机关取消对企业资产、主要人员、技术装备指标的考核，企业按照《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

建设部令第 22 号）确定的审批权限以及建市[2015]20 号文件规定的对应换证类别和等级要求，持旧版建筑业企业资

质证书到资质许可机关直接申请换发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具体换证要求另行通知）。将过渡期调整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2016 年 7 月 1 日起，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失效。 

五、取消《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 号）第二十八条“企业申请资质升级

（含一级升特级）、资质增项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对其既有全部建筑业企业资质要求的资产和主要人员是否满足标准

要求进行检查”的规定；取消第四十二条关于“企业最多只能选择 5 个类别的专业承包资质换证，超过 5 个类别的

其他专业承包资质按资质增项要求提出申请”的规定。 

六、劳务分包（脚手架作业分包和模板作业分包除外）企业资质暂不换证。 

各地要认真组织好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工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适时对本地区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是

否满足资质标准条件进行动态核查。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5 年 10 月 9 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规范使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通知 

建办市函[2016]462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的通知》（建市[2015]20 号）规

定，每套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包括 1 个正本和 1 个副本，每本证书上均印制二维码标识。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对企业跨地区承揽业务监督管理、招标活动中，不得要求企业提供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原件，企

业资质情况可通过扫描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的二维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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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2016 年 5 月 19 日 

 

关于征求《关于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意见的函 

建市综函[2005]3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山东建管局：  

为做好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工作，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在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时有关资料的申报内容，

我们起草了《关于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现将征求意见稿发给你们，并同时在网上公

开征求意见，请于 1 月 20 日前将修改意见返回建设部建筑市场管理司，或发邮件至 w.dh@cein.gov.cn。 

建设部建筑市场管理司 

二○○五年一月七日 

关于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根据《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建设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第 113 号）、《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87 号）、《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 号）、《建设部关于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中

有关资质管理的实施办法》（建市[2003]73 号）、《关于做好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

[2004]159 号）的规定，对于在中国境内新设立的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在适用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时，做如下补充

通知：  

一、关于对中国境外工程承包业绩的核定问题  

外商投资企业在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时，所申报的在中国境外的工程承包业绩，应当同时提供以下两方面证明

材料：  

1、业主提供的证明材料，内容包括：工程项目名称、承包商名称、承包商所完成的工程合同总价、开竣工日期、

竣工验收资料等。  

2、承包商和业主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的主要条款部分，即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能够证明工程项目有关技

术指标的内容。  

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申请资质时，所提供的在中国境外的工程承包业绩不得重复使用。  

承包商所提供的工程承包合同及相关材料，应当真实有效。  

二、关于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有关问题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外商投资企业对于其所聘用的企业经理、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项目经理，应当

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企业经理从事工程管理工作经历证明、最高学历证明。  

2、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从事工程管理工作经历证明、最高学历证明。  

3、项目经理从事工程管理工作经历证明、最高学历证明，以及其作为工程项目建设的主要负责人所承担的工程

项目建设的证明。  

外商投资企业所提供的以上证明材料，应当真实有效。  

三、关于项目经理资格的有关问题  

1、对于已经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外商投资企业，由资质管理部门公布经其审核认可的外籍项目经理名单。名

单内容包括：姓名、国籍、身份证件及号码、受聘企业名称等。  

2、经资质管理部门审核认可的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中的外籍项目经理人数，以《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规

定的最低标准要求的项目经理数量为限。  

3、对于资质管理部门公布的外籍项目经理名单，企业进行调整申请重新认可的，需经有关资质管理部门重新审

核。  

四、关于设备指标要求问题  

外商投资企业申报建筑业企业资质时，通过设备租赁达到资质标准要求的，应当出具设备租赁合同和相关证明。  

五、关于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资质升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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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建设部和外经贸合作部第 113 号令）实施以后，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外商

投资企业，可以按照《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关于做好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建市[2004]159 号）以及有关资质管理规定的内容，申请企业资质升级。外商投资企业申请资质升级时，可以申报

在中国境外的工程承包业绩及补充有关的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情况。  

六、关于过渡期受理时间问题  

在 2005 年 7 月 1 日前，资质管理部门随时受理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的资质申请。  

七、关于申请资料的文字要求  

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时，申请文件应当使用中文，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经公证机关证

明的与原件内容一致的中文译本。  

八、关于本补充通知的适用范围  

以上有关补充条款内容，适用于根据《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申请或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外商投资

企业。 

 

4.8.56）《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旁站监理管理办法》(建市[2002]189 号 2003 年 1 月 1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8602.html  

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旁站监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建市[2002]189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解放军总后营房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管理

的有关总公司： 

  现将《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旁站监理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认真贯

彻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告我部建筑市场管理司。 

  附件：旁站监理记录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二年七月十七日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旁站监理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旁站监理的管理，保证工程质量，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

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旁站监理（以下简称旁站监理），是指监理人员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阶段监理中，对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施工质量实施全过程现场跟班的监督活动。 

  本办法所规定的房屋建筑工程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在基础工程方面包括：土方回填，混凝土灌注桩浇

筑，地下连续墙、土钉墙、后浇带及其他结构混凝土、防水混凝土浇筑，卷材防水层细部构造处理，钢结构安装；在

主体结构工程方面包括：梁柱节点钢筋隐蔽过程，混凝土浇筑，预应力张拉，装配式结构安装，钢结构安装，网架结

构安装，索膜安装。 

  第三条 监理企业在编制监理规划时，应当制定旁站监理方案，明确旁站监理的范围、内容、程序和旁站监

理人员职责等。旁站监理方案应当送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各一份，并抄送工程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

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四条 施工企业根据监理企业制定的旁站监理方案，在需要实施旁站监理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进行施

工前 24 小时，应当书面通知监理企业派驻工地的项目监理机构。项目监理机构应当安排旁站监理人员按照旁站监理

方案实施旁站监理。 

  第五条 旁站监理在总监理工程师的指导下，由现场监理人员负责具体实施。 

  第六条 旁站监理人员的主要职责是： 

  （一）检查施工企业现场质检人员到岗、特殊工种人员持证上岗以及施工机械、建筑材料准备情况； 

  （二）在现场跟班监督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施工执行施工方案以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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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核查进场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的质量检验报告等，并可在现场监督施工企业进

行检验或者委托具有资格的第三方进行复验； 

  （四）做好旁站监理记录和监理日记，保存旁站监理原始资料。  

  第七条 旁站监理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对需要实施旁站监理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在施工现场跟班监

督，及时发现和处理旁站监理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如实准确地做好旁站监理记录。凡旁站监理人员和施工企业现

场质检人员未在旁站监理记录（见附件）上签字的，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 

  第八条 旁站监理人员实施旁站监理时，发现施工企业有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行为的，有权责令施工

企业立即整改；发现其施工活动已经或者可能危及工程质量的，应当及时向监理工程师或者总监理工程师报告，由总

监理工程师下达局部暂停施工指令或者采取其他应急措施。 

  第九条 旁站监理记录是监理工程师或者总监理工程师依法行使有关签字权的重要依据。对于需要旁站监

理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施工，凡没有实施旁站监理或者没有旁站监理记录的，监理工程师或者总监理工程师不得在

相应文件上签字。在工程竣工验收后，监理企业应当将旁站监理记录存档备查。 

  第十条 对于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实施旁站监理的，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

监理取费标准执行；对于超出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建设单位要求监理企业实施旁站监理的，建设单位应当另行支付监

理费用，具体费用标准由建设单位与监理企业在合同中约定。 

  第十一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旁站监理的监督检查，对于不按照本办法实施旁站监理的监理企

业和有关监理人员要进行通报，责令整改，并作为不良记录载入该企业和有关人员的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在资质

年检时应定为不合格，并按照下一个资质等级重新核定其资质等级；对于不按照本办法实施旁站监理而发生工程质

量事故的，除依法对有关责任单位进行处罚外，还要依法追究监理企业和有关监理人员的相应责任。 

  第十二条 其他工程的施工旁站监理，可以参照本办法实施。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旁站监理记录表 

附件： 

旁站监理记录表 

工程名称：               编号： 

日期及气候： 工程地点： 

旁站监理的部位或工序： 

旁站监理开始时间： 旁站监理结束时间： 

施工情况：  

  

监理情况：  

  

发现问题：  

  

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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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施工企业：   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经理部：_____________________ 

质检员（签字）：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监理企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监理机构：___________________ 

旁站监理人员（签字）：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旁站监理（以下简称旁站监理），是指监理人员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阶

段监理中，对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施工质量实施全过程现场跟班的监督活动。  

     本办法所规定的房屋建筑工程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在基础工程方面包括：土方回填，混凝土灌注桩浇

筑，地下连续墙、土钉墙、后浇带及其他结构混凝土、防水混凝土浇筑，卷材防水层细部构造处理，钢结构安装；在

主体结构工程方面包括：梁柱节点钢筋隐蔽过程，混凝土浇筑，预应力张拉，装配式结构安装，钢结构安装，网架结

构安装，索膜安装。  

     第三条 监理企业在编制监理规划时，应当制定旁站监理方案，明确旁站监理的范围、内容、程序和旁站

监理人员职责等。旁站监理方案应当送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各一份，并抄送工程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

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四条 施工企业根据监理企业制定的旁站监理方案，在需要实施旁站监理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进行施

工前 24 小时，应当书面通知监理企业派驻工地的项目监理机构。项目监理机构应当安排旁站监理人员按照旁站监理

方案实施旁站监理。  

     第五条 旁站监理在总监理工程师的指导下，由现场监理人员负责具体实施。  

     第六条 旁站监理人员的主要职责是：  

     （一）检查施工企业现场质检人员到岗、特殊工种人员持证上岗以及施工机械、建筑材料准备情况；  

     （二）在现场跟班监督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施工执行施工方案以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 

     （三）核查进场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的质量检验报告等，并可在现场监督施工企业

进行检验或者委托具有资格的第三方进行复验；  

     （四）做好旁站监理记录和监理日记，保存旁站监理原始资料。  

     第七条 旁站监理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对需要实施旁站监理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在施工现场跟班监

督，及时发现和处理旁站监理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如实准确地做好旁站监理记录。凡旁站监理人员和施工企业现

场质检人员未在旁站监理记录（见附件）上签字的，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  

     第八条 旁站监理人员实施旁站监理时，发现施工企业有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行为的，有权责令施工

企业立即整改；发现其施工活动已经或者可能危及工程质量的，应当及时向监理工程师或者总监理工程师报告，由总

监理工程师下达局部暂停施工指令或者采取其他应急措施。  

     第九条 旁站监理记录是监理工程师或者总监理工程师依法行使有关签字权的重要依据。对于需要旁站监

理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施工，凡没有实施旁站监理或者没有旁站监理记录的，监理工程师或者总监理工程师不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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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文件上签字。在工程竣工验收后，监理企业应当将旁站监理记录存档备查。  

     第十条 对于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实施旁站监理的，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

监理取费标准执行；对于超出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建设单位要求监理企业实施旁站监理的，建设单位应当另行支付监

理费用，具体费用标准由建设单位与监理企业在合同中约定。  

     第十一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旁站监理的监督检查，对于不按照本办法实施旁站监理的监理企

业和有关监理人员要进行通报，责令整改，并作为不良记录载入该企业和有关人员的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在资质

年检时应定为不合格，并按照下一个资质等级重新核定其资质等级；对于不按照本办法实施旁站监理而发生工程质

量事故的，除依法对有关责任单位进行处罚外，还要依法追究监理企业和有关监理人员的相应责任。  

     第十二条 其他工程的施工旁站监理，可以参照本办法实施。 

4.8.57）《关于中央所属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0〕71 号  2000 年 10 月 24 日，

失效）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0/10/content_5113931.htm 

索 引 号：000014349/2000-00059 主题分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含住房）发文机关：国务院办公厅

成文日期：2000 年 10 月 24 日标  题：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中央所属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体制改革

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文字号：国办发〔2000〕71 号发布日期：2016 年 10 月 10 日主 题 词：时  效：根据《国务院

关于宣布失效一批国务院文件的决定》（国发〔2016〕38 号），此文件已宣布失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 

关于中央所属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00〕7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建设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中编办、中央企业工委、人事部、税务总局、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局《关于中央所属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关于中央所属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建设部 国家计委 国家经贸委 财政部 劳动保障部 中编办 

中央企业工委 人事部 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体制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101 号)，

现对中央所属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以下简称勘察设计单位)的体制改革，提出如下具体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勘察设计单位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在国务院批准改革实施方案后，半年内全部由

事业单位改制为科技型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具备条件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或股份有限公司。勘察设计单位要参照国际通行的工程公司、工程咨询设计公司、岩土工程公司和设计事务所等模式

改造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二)勘察设计单位体制改革参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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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企业脱钩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办发〔1998〕27 号)的规定，一律与主管部门解除行政隶属关系。 

已经进入中央管理的企业的 80 个和移交地方管理的 12 个勘察设计单位(名单详见附表六和附表七)，这次改革不

再调整其隶属关系。 

(三)进入中央管理的企业的勘察设计单位，作为该企业的成员单位，应保留其独立法人资格，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 

(四)移交地方管理的勘察设计单位，划归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理，不得再下放。 

二、体制改革方案 

(一)管理体制调整。此次管理体制调整涉及 86 个单位,具体方案为： 

1.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等 10 个勘察设计单位交由中央管理(名单详见附表一)。 

2.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院等 48 个勘察设计单位进入中央管理的企业(名单详见附表二)。 

3.信息产业部电子综合勘察研究院等 4 个勘察设计单位移交地方管理(名单详见附表三)。 

4.水利部所属的水利部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等 6 个勘察设计单位交由相应的流域机构管理(名单详见附表四)。铁

道部所属的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和铁道

部专业设计院等 5 个勘察设计单位的管理体制调整与铁路运输企业的改革一并进行。这 11 个勘察设计单位也要按照

国办发〔1999〕101 号文件要求，在本实施方案发布后，半年内改为企业。 

5.国家有色金属局所属的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等 13 个勘察设计单位(名单详见附表五)管理体制的调整，按照《国

务院关于调整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0〕17 号)执行。 

6.勘察设计单位改为企业后，若需调整隶属关系，可由企业自主协商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二)交由中央管理的勘察设计单位，与原主管部门解除行政隶属关系后，领导干部职务由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央企业工委)管理，原主管部门要将移交单位的领导干部名单、职务资料登记造册，移交中央企业工委。

党的关系原在国家机关的，交由中央企业工委管理；党的关系原在地方的，不作变动。资产与财务管理由财政部负

责。行业管理工作由建设部负责。 

(三)进入中央管理的企业的勘察设计单位，由原主管部门按批准的方案，解除行政隶属关系，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领导干部职务、党的关系、资产及财务关系移交和划转手续。 

(四)移交地方管理的勘察设计单位，与原主管部门解除行政隶属关系后，其领导干部职务及党的关系移交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管理,资产与财务管理由同级财政部门负责。 

(五)勘察设计单位在体制改革过程中需要办理资质调整、变更手续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三、配套政策 

勘察设计单位改为企业后，享受国办发〔1999〕101 号文件及本方案规定的扶持政策。 

(一)离休、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参加地方社会保险统筹。 

1.从 2000 年 10 月 1 日起，改为企业的单位及其职工按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和统筹层次，分别以 2000 年 10

月的单位工资总额和职工个人缴费工资为基数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2000 年 10 月 1 日

前的连续工龄(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不再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 

2.改为企业前已经离退休的人员，原离退休待遇标准不变，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国家规定的事业单位离退休费

标准支付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的调整按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调整办法执行，所需经费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

金中支付。 

3.改为企业前参加工作、改为企业后退休的人员，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按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执

行。为保证退休人员待遇水平平稳衔接，对在 2005 年 10 月 1 日(不含)前退休的人员，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

法计发的基本养老金，如低于按原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金计发办法计发的基本养老金，采用加发补贴的办法解决，所需

费用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中支付，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办理。补贴基数为 2000 年 10 月当地企业基本养老

金平均标准与本人 2000 年 10 月按事业单位办法计算的退休金的差额。补贴基数一次核定后不再变动。其中，2000

年 10 月 1 日至 2001 年 10 月 1 日(不含)前退休的，发给补贴基数的 90%；2002 年 10 月 1 日(不含)前退休的，发给补

贴基数的 70%；2003 年 10 月 1 日(不含)前退休的，发给补贴基数的 50%；2004 年 10 月 1 日(不含)前退休的，发给

补贴基数的 30%；2005 年 10 月 1 日(不含)前退休的，发给补贴基数的 10%；2005 年 10 月 1 日后退休的，不再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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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补贴。核定的补贴标准与个人按企业办法计算的基本养老金之和，不得高于按原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金计发办法

计发的养老金。有条件的单位可建立补充养老保险。 

4.改为企业后参加工作的人员退休，按有关规定执行当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法。 

5.2000 年 10 月 1 日(不含)前，已经参加当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而基本养老金仍按事业单位计发办

法执行的勘察设计单位，按本方案规定调整执行。已经随原行业基本养老保险统筹移交地方管理的勘察设计单位，仍

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6.勘察设计单位要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退休政策办理退休手续。 

7.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按照属地化原则，参加所在统筹地区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执行当地统一政策。离休

人员的医疗保险政策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8.勘察设计单位改为企业后应继续参加失业保险，履行缴费义务，职工失业后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二)国家计委、建设部要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国办发〔1999〕101 号文件精神，尽快制定颁布新的勘察设计

收费标准，此项工作原则上与体制改革工作同步完成。 

(三)勘察设计单位改为企业后，有关税收政策按《关于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体制改革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字

〔2000〕38 号)的规定办理。在改制前属于财政拨款的勘察设计单位，其自用土地的税收政策按照《关于国家经贸委

管理的 10 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转制后税收管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35 号)的规定办理。 

(四)勘察设计单位改为企业时，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企业法人。交由中央管理的勘察设计单位，按规定

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其子公司及直属分支机构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进入中央

管理的企业的勘察设计单位，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有关规定办理登记。移交地方管理的勘察设计单位，到所在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勘察设计单位改为企业后的名称，可用原单位名称(去掉主管部门),或用符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的其他名称。

考虑到原单位名称的品牌和无形资产，改为企业后的 5 年内，在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上可附注原单位名称。 

(五)勘察设计单位改为企业后，工资分配管理按以下原则进行。 

1.凡原实行工效挂钩办法的勘察设计单位，可按国家现行政策规定，继续执行工效挂钩办法。改为企业后，工资

总额增长幅度低于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的，经税务主管机关审核，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其实际发生的企业工资总额可在税前扣除。 

2.可根据有关政策，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在贯彻“两低于”的前提下，实行其他工资分配形式。 

3.有条件的单位，要积极探索适合科技型企业特点的分配制度，进行项目核算分配制、年薪制等改革试点。 

四、组织领导 

(一)勘察设计单位体制改革工作由建设部牵头，会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中编办、中

央企业工委、人事部、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勘察设计单位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并及时协调解决改

革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对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切实做好移交地方管理的勘察设计单位的接收工作，不得将接收单位再

下放，不得随意向这些单位安置人员，确保此项工作按要求如期完成。 

(三)在体制改革期间，勘察设计单位的现有领导班子要保持相对稳定，交接工作尚未完全到位时，日常工作仍以

原主管部门管理为主。 

(四)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认真执行国办发〔1999〕101 号文件和本方案要求，尽职尽责地支持勘察设计

单位的体制改革工作。 

(五)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所属勘察设计单位在此次体制改革工作中，必须严格遵照中办发〔1998〕27 号文件的有关

规定，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六)国务院有关部门原直属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及派出机构等所属的勘察设计单位，参照本方案实施改革，同

时享受国办发〔1999〕101 号文件和本方案的有关政策，具体名单和体制改革方案由建设部会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

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中编办、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负责审核批准。 

(七)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所属勘察设计单位体制改革，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国办发〔1999〕101 号文

件精神和本方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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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勘察设计单位改为企业并与政府部门解除行政隶属关系后，要充分发挥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在行业自律中的作

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行业协会以及勘察设计企业的监督管理。 

 

4.8.58）《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建市〔2016〕93 号 2016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6-06/02/content_5079085.htm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1606/t20160602_227673.html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  

 

           建市〔2016〕93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北京市规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

（局）： 

为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深化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改

革，推广工程总承包制，提升工程建设质量和效益，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大力推进工程总承包 

（一）充分认识推进工程总承包的意义。工程总承包是国际通行的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大力推进工程总承

包，有利于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深度，实现设计、采购、施工等各阶段工作的深度融合，提高工程建设水

平；有利于发挥工程总承包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促进企业做优做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于“一带一路”战

略实施。 

（二）工程总承包的主要模式。工程总承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按照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对工程项目

的设计、采购、施工等实行全过程的承包，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和造价等全面负责的承包方式。工程总承包

一般采用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或者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建设单位也可以根据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按照风险合

理分担原则和承包工作内容采用其他工程总承包模式。 

（三）优先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建设单位在选择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时，应当本着质量可靠、效率优先的原

则，优先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政府投资项目和装配式建筑应当积极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 

二、完善工程总承包管理制度 

（四）工程总承包项目的发包阶段。建设单位可以根据项目特点，在可行性研究、方案设计或者初步设计完成

后，按照确定的建设规模、建设标准、投资限额、工程质量和进度要求等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包。 

（五）建设单位的项目管理。建设单位应当加强工程总承包项目全过程管理，督促工程总承包企业履行合同义

务。建设单位根据自身资源和能力，可以自行对工程总承包项目进行管理，也可以委托项目管理单位，依照合同对工

程总承包项目进行管理。项目管理单位可以是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方案设计或者初步设计单位，也可以是其他工程

设计、施工或者监理等单位，但项目管理单位不得与工程总承包企业具有利害关系。 

（六）工程总承包企业的选择。建设单位可以依法采用招标或者直接发包的方式选择工程总承包企业。工程总承

包评标可以采用综合评估法，评审的主要因素包括工程总承包报价、项目管理组织方案、设计方案、设备采购方案、

施工计划、工程业绩等。工程总承包项目可以采用总价合同或者成本加酬金合同，合同价格应当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

合理确定，合同的制订可以参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工商总局联合印发的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 

（七）工程总承包企业的基本条件。工程总承包企业应当具有与工程规模相适应的工程设计资质或者施工资质，

相应的财务、风险承担能力，同时具有相应的组织机构、项目管理体系、项目管理专业人员和工程业绩。 

（八）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基本要求。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应当取得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或者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担任过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设计项目负责人或者施工项目经理，熟悉工程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同

时具有相应工程业绩。 

（九）工程总承包项目的分包。工程总承包企业可以在其资质证书许可的工程项目范围内自行实施设计和施工，

也可以根据合同约定或者经建设单位同意，直接将工程项目的设计或者施工业务择优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

仅具有设计资质的企业承接工程总承包项目时，应当将工程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业务依法分包给具有相应施工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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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仅具有施工资质的企业承接工程总承包项目时，应当将工程总承包项目中的设计业务依法分包给具有相应

设计资质的企业。 

（十）工程总承包项目严禁转包和违法分包。工程总承包企业应当加强对分包的管理，不得将工程总承包项目转

包，也不得将工程总承包项目中设计和施工业务一并或者分别分包给其他单位。工程总承包企业自行实施设计的，不

得将工程总承包项目工程主体部分的设计业务分包给其他单位。工程总承包企业自行实施施工的，不得将工程总承

包项目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业务分包给其他单位。 

（十一）工程总承包企业的义务和责任。工程总承包企业应当加强对工程总承包项目的管理，根据合同约定和项

目特点，制定项目管理计划和项目实施计划，建立工程管理与协调制度，加强设计、采购与施工的协调，完善和优化

设计，改进施工方案，合理调配设计、采购和施工力量，实现对工程总承包项目的有效控制。工程总承包企业对工程

总承包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全面负责。工程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对建设单位负责，分包企业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

对工程总承包企业负责。工程分包不能免除工程总承包企业的合同义务和法律责任，工程总承包企业和分包企业就

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十二）工程总承包项目的风险管理。工程总承包企业和建设单位应当加强风险管理，公平合理分担风险。工程

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向建设单位出具履约担保，建设单位向工程总承包企业出具支付担保。 

（十三）工程总承包项目的监管手续。按照法规规定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工程总承包项目，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按照单体工程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工程总承包合同及分包合同确定的设

计、施工企业，依法办理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和施工许可等相关手续。相关许可和备案表格，以及需要工程总承

包企业签署意见的相关工程管理技术文件，应当增加工程总承包企业、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等栏目。 

（十四）安全生产许可证和质量保修。工程总承包企业自行实施工程总承包项目施工的，应当依法取得安全生产

许可证；将工程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业务依法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完成的，施工企业应当依法取得安全

生产许可证。工程总承包企业应当组织分包企业配合建设单位完成工程竣工验收，签署工程质量保修书。 

三、提升企业工程总承包能力和水平 

（十五）完善工程总承包企业组织机构。工程总承包企业要根据开展工程总承包业务的实际需要，及时调整和完

善企业组织机构、专业设置和人员结构，形成集设计、采购和施工各阶段项目管理于一体，技术与管理密切结合，具

有工程总承包能力的组织体系。 

（十六）加强工程总承包人才队伍建设。工程总承包企业要高度重视工程总承包的项目经理及从事项目控制、设

计管理、采购管理、施工管理、合同管理、质量安全管理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加强项目管理业务培训，并

在工程总承包项目实践中锻炼人才、培育人才，培养一批符合工程总承包业务需求的专业人才，为开展工程总承包业

务提供人才支撑。 

（十七）加强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体系建设。工程总承包企业要不断建立完善包括技术标准、管理标准、质量管

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在内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标准体系。加强对分包企业的跟踪、评估和管理，

充分利用市场优质资源，保证项目的有效实施。积极推广应用先进实用的项目管理软件，建立与工程总承包管理相适

应的信息网络平台，完善相关数据库，提高数据统计、分析和管控水平。 

四、加强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组织和实施 

（十八）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工作，创新建设工程管理机

制，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加强领导，推进各项制度措施落实，明确管理部门，依据职责加强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的

工程总承包活动的监督管理；加强与发展改革、财政、税务、审计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解决制约工程总承包

项目实施的有关问题。 

（十九）加强示范引导。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引导工程建设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进行建设，从重点

企业入手，培育一批工程总承包骨干企业，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提高工程总承包的供给质量和能力。加大宣传力

度，加强人员培训，及时总结和推广经验，扩大工程总承包的影响力。 

（二十）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充分发挥行业组织桥梁和纽带作用，在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过程中，行业组织要积

极反映企业诉求，协助政府开展相关政策研究，组织开展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人才培训，开展工程总承包企业经验交

流，促进工程总承包发展。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1025.pdf    第 667 / 3277 页 

 

                         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6 年 5 月 20 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 

深化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改革 20 条政策推进工程总承包  

 

  为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深化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改革。 

  工程总承包是国际通行的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大力推进工程总承包，有利于实现设计、采购、施工等各

阶段工作的深度融合，发挥工程总承包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提高工程建设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于“一

带一路”战略实施。 

  《若干意见》围绕进一步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从 4 个方面提出了 20 条政策和制度措施。 

  第一，大力推进工程总承包。工程总承包一般采用“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或者“设计—施工”总承包

模式。建设单位在选择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时，应当本着质量可靠、效率优先的原则，优先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

政府投资项目和装配式建筑应当积极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 

  第二，完善工程总承包管理制度。建设单位可以在可行性研究、方案设计或者初步设计完成后，进行工程总

承包项目发包，依法采用招标或者直接发包的方式选择工程总承包企业。工程总承包企业应当具有与工程规模相适

应的设计资质或者施工资质。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应当取得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或者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担任

过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设计项目负责人或者施工项目经理。工程总承包企业可以在其资质证书许可的工程项目范

围内自行实施设计和施工，也可以根据合同约定或者经建设单位同意，直接将设计或者施工业务择优分包给具有相

应资质的企业。工程总承包企业按照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和造价等全面负责。各级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健全和完善工程总承包项目的各项监管手续，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 

  第三，提升企业工程总承包能力和水平。工程总承包企业要根据业务需要，调整和完善组织机构，形成集设

计、采购和施工管理于一体的组织体系。加强工程总承包项目中的标准、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等管理体系建

设，加强各类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第四，加强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组织和实施。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示范引

导，培育一批工程总承包骨干企业，扩大工程总承包的影响力。行业组织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反映企业诉求，开

展政策研究，组织人才培训，总结交流经验。 

  《若干意见》要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工作，创新建设工程管理机

制，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推进各项制度措施落实，促进工程总承包进一步发展。 

摘自 《中国建设报》 2016.06.02 宗边 

 

4.8.59）《关于建设行业生产操作人员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人教[2002]73 号  2002-03-24）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2986.html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陕西省交通厅，直辖市建委、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及有关部门，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劳动保障局，国务院有关部门：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加快提高建设行业职工队伍素质，根据《劳动法》和《建筑法》的有

关规定，在建设行业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建设行业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工种（职业）范围是：建设行业内各类企、事业单位施工、生产、服

务的技术工种。技术工种（职业）目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类目录》确定。 

  二、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要紧密配合、加强协作，按照建立健全国家职业资格证

书制度的总体要求，结合当地建设行业实际情况，认真做好建设行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各地劳动

保障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建设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工作的指导，切实履行综合管理和监督检查职能，做好统筹规

划、质量督导工作。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的综合管理和指导下，组织实施本地区建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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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并按照统一标准、统一命题、统一考务管理、统一证书的原则及规定的程序开展鉴定

工作。 

  三、建设行业从业人员，经职业技能鉴定合格者，由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共同核发劳

动保障部统一印制的《职业资格证书》，并在《职业资格证书》上加盖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印

章。职业资格证书的填写、编码和打印，按劳动保障部的有关规定执行。职业技能鉴定的收费管理按《财政部国家计

委关于考试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01]4 号）执行。 

  四、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和资格证书的核发，按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对建设行业涉及国家财产和人民

生命安全的关键岗位的持证上岗，按建设部有关规定执行。 

  五、对原《建设职业技能岗位证书》按规定需换发《职业资格证书》的，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过渡期间《建

设职业技能岗位证书》继续有效，待持证者升级或转岗时，按规定进行培训与鉴定，合格后核发《职业资格证书》。 

  六、各地区要按照《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劳动保障部令第 6 号）和《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87 号）对生产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要求，实行就业准入和持证上岗制度。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和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本通知精神，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

施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二○○二年三月二十日 

4.8.60）《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建市[2013]9 号 2013 年 01 月 21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306/t20130618_214031.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306/W020130619094712.doc  

索 引 号：  000013338/2013-00365  主题信息：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生成日期：  2013 年 01 月 21 日 

文件名称：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勘察资质标准》的通知  有 效 期：   

文  号：  建市[2013]9 号  主 题 词：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勘察资质标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北京市规划委，天津、上海市建设交通委，重庆市城乡建设委，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建设局，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有关行业协会： 

  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我部制定了《工程勘察资质标

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原《工程勘察资质分级标准》（建设[2001]22 号）同时废止。执行中有何问题，请

与我部建筑市场监管司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 年 1 月 21 日 

工程勘察资质标准 

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制定本标准。 

一、总 则 

（一）本标准包括工程勘察相应类型、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技术装备配备及规模划分等内容（见附件 1：工

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附件 2：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附件 3：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二）工程勘察范围包括建设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水文地质勘察和工程测量。 

（三）工程勘察资质分为三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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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勘察综合资质 

工程勘察综合资质是指包括全部工程勘察专业资质的工程勘察资质。 

2、工程勘察专业资质 

工程勘察专业资质包括：岩土工程专业资质、水文地质勘察专业资质和工程测量专业资质；其中，岩土工程专业

资质包括：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设计、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等岩土工程（分项）专业资质。 

 

3、工程勘察劳务资质 

工程勘察劳务资质包括：工程钻探和凿井。 

（四）工程勘察综合资质只设甲级。岩土工程、岩土工程设计、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专业资质设甲、乙两

个级别；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测量专业资质设甲、乙、丙三个级别。工程勘察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五）本标准主要对企业资历和信誉、技术条件、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进行考核。其中技术条件中的主要专业技

术人员的考核内容为： 

1、对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的注册执业资格和业绩进行考核。 

2、对非注册的专业技术人员（以下简称非注册人员）的所学专业、技术职称，依据附件 1 专业设置中规定的专

业进行考核。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需考核相应业绩，工程勘察主导专业见附件 1。 

（六）申请两个以上工程勘察专业资质时，应同时满足附件 1 中相应专业的专业设置和注册人员的配置，其相

同专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以其中的高值为准。 

（七）具有岩土工程专业资质，即可承担其资质范围内相应的岩土工程治理业务；具有岩土工程专业甲级资质或

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物探测试检测监测等三类（分项）专业资质中任一项甲级资质，即可承担其资质范围内相应的

岩土工程咨询业务。 

（八）本标准中所称主要专业技术人员，年龄限 60 周岁及以下。 

 

二、标 准 

（一）工程勘察综合资质 

1-1 资历和信誉 

（1）符合企业法人条件，具有 10 年及以上工程勘察资历。 

（2）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3）社会信誉良好，近 3 年未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 

（4）近 5 年内独立完成过的工程勘察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物探测试检测监测甲级项目

各不少于 5 项，水文地质勘察或工程测量甲级项目不少于 5 项，且质量合格。 

1-2 技术条件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

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 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

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 2 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3）在“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

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 2 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中，每个主导专业至少有 1 人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

主持过相应类型的工程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 2 项,其他非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相应类型的工程勘察

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 3 项，其中甲级项目不少于 1 项。 

1-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完善的技术装备，满足“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及室内试验场所，主要固定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 3000 平方米。 

（3）有完善的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和档案管理制度，通过 IS0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二）工程勘察专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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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级 

1-1 资历和信誉 

（1）符合企业法人条件，具有 5 年及以上工程勘察资历。 

（2）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 300 万元人民币。 

（3）社会信誉良好，近 3 年未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 

（4）近 5 年内独立完成过的工程勘察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 

岩土工程专业资质：岩土工程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 3 项或乙级项目不少于 5 项、岩土工程设计甲级项目不少于 2

项或乙级项目不少于 4 项、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甲级项目不少于 2 项或乙级项目不少于 4 项，且质量合格。 

岩土工程（分项）专业资质、水文地质勘察专业资质、工程测量专业资质：完成过所申请工程勘察专业类型甲级

项目不少于 3 项或乙级项目不少于 5 项，且质量合格。 

1-2 技术条件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

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 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

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 2 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3）在“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

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 2 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

级以上项目不少于 2 项，其中，每个主导专业至少有 1 名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

类型甲级项目不少于 2 项。 

1-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完善的技术装备，满足“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及室内试验场所。 

（3）有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2、乙级 

2-1 资历和信誉 

（1）符合企业法人条件。 

（2）社会信誉良好，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 150 万元人民币。 

2-2 技术条件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

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 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

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乙级项目不少于 2 项或甲级项目不少于 1 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3）在“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

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 2 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

级项目不少于 2 项或甲级项目不少于 1 项。 

2-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与工程勘察项目相应的能满足要求的技术装备，满足“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有较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3、丙级 

3-1 资历和信誉 

（1）符合企业法人条件。 

（2）社会信誉良好，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 8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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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技术条件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

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专以上学历、10 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

本专业工程勘察类型的项目不少于 2 项，其中，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 1 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

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在“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

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的项目不少于 2 项。 

3-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与工程勘察项目相应的能满足要求的技术装备，满足“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有较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三）工程勘察劳务资质 

1、工程钻探 

1-1 资历和信誉 

（1）符合企业法人条件。 

（2）社会信誉良好，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 50 万元人民币。 

1-2 技术条件 

（1）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管理工作经历，并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高级工以上职

业资格。 

（2）具有经考核或培训合格的钻工、描述员、测量员、安全员等技术工人，工种齐全且不少于 12 人。  

1-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满足“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健全。 

2、凿井 

2-1 资历和信誉 

（1）符合企业法人条件。 

（2）社会信誉良好，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 50 万元人民币。 

2-2 技术条件 

（1）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管理工作经历，并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高级工以上职

业资格。 

（2）具有经考核或培训合格的钻工、电焊工、电工、安全员等技术工人，工种齐全且不少于 13 人。  

2-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满足“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健全。 

 

三、承担业务范围 

（一）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 

承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测量业务（海洋工程勘察除外），其规模不受限制（岩

土工程勘察丙级项目除外）。 

（二）工程勘察专业资质 

1、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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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勘察业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2、乙级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乙级及以下规模的工程勘察业务。 

3、丙级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丙级规模的工程勘察业务。 

（三）工程勘察劳务资质 

承担相应的工程钻探、凿井等工程勘察劳务业务。 

 

四、附 则 

（一）本标准中对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的其它考核要求：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中的非注册人员，须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

从事工程勘察实践 8 年以上；表中要求专业技术人员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从其规定。 

（二）海洋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另行制定。 

（三）本标准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四）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附件 1：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附件 2：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 

附件 3：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附件 1：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专业设置 

 

工程       工程勘察 

勘察         类型 

资质        与等级 

注册 
专业 

非注册专业 

计 

土
木
︵
岩
土
︶ 

⑴
岩
土
工
程
勘
察 

⑵
岩
土
工
程
设
计 

⑶
水
文
地
质 

⑷
工
程
测
量 

⑸
工
程
物
探 

 
(6) 
岩 
土 
测 
试 
检 
测 

⑺
岩
土
监
测 

⑻
室
内
试
验 

甲级 8（2） 3 3 8（5） 8（5） 2 2 3 3 

岩土工程 
甲级 5（2） 3   2   2   2 2 2 2   2 

乙级 2 3   2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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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 

（分项） 

岩土工程勘察 

甲级 3 3    1 1 1 1   2 

乙级 2 3              1     

丙级  5

（1） 

          
 

  

岩土工程设计 
甲级 5（2）  2 2      

乙级 2  2 1      

岩土工程 

物探测试检测监测 

甲级 2             2   2   2   2  

乙级 1             1   1   1   1  

 

水文地质勘察 

甲级     7（3）      2    

乙级     5（2）      1    

丙级       5（1）        

 

工程测量  

甲级      8（3）     

乙级      6（2）     

丙级      5（1）     

注：1．主导专业规定如下：岩土工程为（1）、（2）、（5）、（6）、（7），其中岩土工程勘察为（1），岩土工程设计

为（2），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为（5）、（6）、（7）；水文地质勘察为（3）；工程测量为（4）。各专业资质

中的主导专业均为综合资质的主导专业。 

   2．注册专业中的专业人员配备数量后括号中的数字，为可由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替代的最高数值；非注册

专业中的专业人员配备数量后括号中的数字，为对其中具有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数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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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 

 

工程勘察资质类型与等级 主要技术装备 

综合资质 甲级 

1. 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1）高压固结仪10台(2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20台(4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3台，渗

透仪2台，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2）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2. 原位测试设备任选3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3. 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5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

地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4. 全站仪10台（其中1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2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4台）,S3级精度以上水准仪6

台（其中S1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5mm+1ppm精度及以上GNSS接收机6台套。 

专业资质 岩土工程 

甲级 

1. 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1）高压固结仪5台(1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20台(4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渗透

仪、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2）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2. 原位测试设备任选3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3. 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5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

地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4.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3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2台。 

乙级 

1. 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1）高压固结仪3台(6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10台(2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渗透

仪、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2）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2. 原位测试设备任选2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3. 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3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

地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4.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1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1台。 

注：上述第1、2、3款要求的技术装备可由依法约定的协作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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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 
 

工程勘察资质类型与等级 主要技术装备 

岩土工程

（分项） 

专业资质 

岩土工程勘察 

甲级 

1. 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1）高压固结仪5台(1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20台(4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渗透

仪、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2）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2. 原位测试设备任选3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3. 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3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

地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4.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3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2台。 

乙级 

1. 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1）高压固结仪3台(6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10台(2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渗透

仪、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2）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2. 原位测试设备任选2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3. 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3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

地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4.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1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1台。 

注：上述第1、2、3款要求的技术装备可由依法约定的协作单位提供。 

丙级 

1. 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1）高压固结仪3台(6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10台(2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渗透

仪、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2）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2. 原位测试设备任选2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3. 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3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

地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4.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各1台。 

注：上述第1、2、3款要求的技术装备可由依法约定的协作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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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 

工程勘察资质类型与等级 主要技术装备 

岩土工程

（分项） 

专业资质 

岩土工程设计 
甲级 正版岩土工程设计软件不少于3种。 

乙级 正版岩土工程设计软件不少于1种。 

岩土工程 

物探测试检测监测 

甲级 

1. 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6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

地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载荷试验设备各1套。 

2. 全站仪5台（其中1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2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3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3

台（其中S1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 

乙级 

1. 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5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

地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载荷试验设备各1套。 

2. 全站仪3台（其中2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2台。 

专业资质 

水文地质 

甲级 
1. 电法仪、抽水试验设备各3套。 

2.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2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1台。 

乙级 
1. 电法仪、抽水试验设备各2套。 

2.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1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1台。 

丙级 
1. 电法仪、抽水试验设备各1套。 

2.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各1台。 

工程测量 

甲级 
全站仪 10 台（其中 1 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 1 台，2 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 4 台），S3 级精度及以上水准

仪 6 台（其中 S1 精度及以上不少于 1 台），5mm+1ppm 精度及以上 GNSS 接收机 6 台套。 

乙级 
全站仪 5 台（其中 1 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 1 台，2 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 2 台），S3 级精度及以上水准

仪 3 台，5mm+1ppm 精度及以上 GNSS接收机 4 台套。 

丙级 
全站仪 3 台（其中 2 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 1 台），S3 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 2 台，5mm+1ppm 精度及以上

GNSS 接收机 3 台套。 

劳务资质 
     工程钻探 钻机 6 台（标准贯入、动力触探设备相应配套）。 

     凿井 水文钻机 5 台、抽水试验设备不少于 3 套（空压机、深井泵等）。 

 
注：申请两个以上资质时，相同技术装备数量取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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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甲级 乙级 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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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岩
土
工
程 

岩
土
工
程
勘
察 

1、国家重点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  

2、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岩土工程勘察等级

为甲级的工程。 

3、下列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 

（1）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地基基础设

计等级为甲级的工程项目； 

（2）需要采取特别处理措施的极软弱的或非均质地层，极不

稳定的地基；建于严重不良的特殊性岩土上的大、中型项目； 

（3）有强烈地下水运动干扰、有特殊要求或安全等级为一级

的深基坑开挖工程，有特殊工艺要求的超精密设备基础工程，

大型深埋过江（河）地下管线、涵洞等深埋处理工程，核废料

深埋处理工程，高度≥100m 的高耸构筑物基础，房屋建筑和市

政工程中边坡高度≥15m的岩质边坡工程和高度≥10m 的土质

边坡工程、其他工程中高度≥30m 的岩质边坡工程和高度≥15m

的土质边坡工程，特大桥、大桥、大型立交桥（含跨海大

桥），大型竖井、巷道、平洞、隧道，地铁、城市轻轨和城市

隧道，大型地下洞室、地下储库工程，超重型设备，大型基础

托换、基础补强工程，Ⅰ级垃圾填埋场，一、二级工业废渣堆

场； 

（4）大深沉井、沉箱，安全等级为一级的桩基、墩基，特大

型、大型桥梁基础，架空索道基础； 

（5）其他工程设计规模为特大型、大型的建设项目。 

1、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乙级的工程项目。 

2、下列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 

（1）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乙级的工程项

目； 

（2）中型深埋过江（河）地下管线、涵洞

等深埋处理工程，高度<100m 的高耸构筑物

基础，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中边坡高度

<15m 的岩质边坡工程和高度<10m 的土质边

坡工程、其他工程中边坡高度<30m的岩质

边坡工程和高度<15m 的土质边坡工程，中

桥、中型立交桥，中型竖井、巷道、平

洞、隧道，中型地下洞室、地下储库工

程，中型基础托换、基础补强工程，Ⅱ级

垃圾填埋场，三级工业废渣堆场； 

（3）中型沉井、沉箱，安全等级为二级的

桩基、墩基，中型桥梁基础； 

（4）其他工程设计规模为中型的建设项

目。 

1、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021）岩土工程勘察等

级为丙级的工程。 

2、下列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勘

察： 

（1）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GB 50007）地基基础设

计等级为丙级的工程项目； 

（2）小桥、涵洞，安全等级为

三级的桩基、墩基、Ⅲ级垃圾

填埋场，四、五级工业废渣堆

场； 

（3）其他工程设计规模为小型
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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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甲级 乙级 丙级 

1 

岩
土
工
程 

岩
土
工
程
设
计 

1、国家重点项目的岩土工程设计。 

2、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的基坑工程，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

的边坡工程。 

3、一般土层处理后地基承载力达到 300kPa 及以上的地基处理

设计，特殊性岩土作为中型及以上建筑物的地基持力层的地基

处理设计。 

4、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的治理设计。 

5、复杂程度按有关规范规程划分为中等以上或复杂工程项目的

岩土工程设计。 

6、建（构）筑物纠偏设计及基础托换设计，建（构）筑物沉降

控制设计。 

7、填海工程的岩土工程设计。 

8、其他勘察等级为甲、乙级工程的岩土工程设计。 

1、安全等级为三级的基坑工程，安全等级为三

级的边坡工程。 

2、一般土层处理后地基承载力 300kPa 以下的

地基处理设计，特殊性岩土作为小型建筑物地

基持力层的地基处理设计。 

3、复杂程度按有关规范规程划分为简单工程项
目的岩土工程设计。 

4、其他勘察等级为丙级工程的岩土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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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甲级 乙级 丙级 

1 

岩
土
工
程 

岩
土
工
程
物
探
测
试
检
测
监
测 

1、国家重点项目和有特殊要求的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

监测。 

2、大型跨江、跨海桥梁桥址的工程物探，桥桩基测试、检测，

岩溶地区、水域工程物探，复杂地质和地形条件下探查地下目

的物的深度和精度要求较高的工程物探。 

3、地铁、轻轨、隧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和高速公路工程的

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 

4、安全等级为一级的基坑工程、边坡工程的监测。 

5、建筑物纠偏、加固工程中的岩土工程监测，重特大抢险工

程的岩土工程监测。 

6、一般土层处理后，地基承载力达到 300kPa 及以上的地基

处理监测，单桩最大加载在 10000kN 及以上的桩基检测。 

7、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岩土工程勘察等级

为甲级的工程项目涉及的波速测试、地脉动测试。 

8、块体基础振动测试。 

1、安全等级为二、三级的基坑工程、边坡工程的监测。 

2、一般土层处理后，地基承载力 300kPa 以下的地基

处理检测，单桩最大加载在 10000kN以下的桩基检测。 

3、独立的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项目，无特殊要

求的岩土工程监测项目。 

4、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岩土工程勘

察等级为乙级及以下的工程项目涉及的波速测试、地

脉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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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甲级 乙级 丙级 

2 

水
文
地
质
勘
察 

1、国家重点项目、国外投资或中外合资项目的水源勘察和评价。 

2、大、中城市规划和大型企业选址的供水水源可行性研究及水

资源评价。 

3、供水量 10000m
3
/d 及以上的水源工程勘察和评价。 

4、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水资源勘察和评价。 

5、干旱地区、贫水地区、未开发地区水资源评价。 

6、设计规模为大型的建设项目水文地质勘察。 

7、按照《建筑与市政降水工程技术规范》（JGJ/T 111）复杂程
度为复杂的降水工程或同等复杂的止水工程。 

1、小城市规划和中、小型企业选址

的供水水源可行性研究及水资源评

价。 

2、供水量 2000m
3
/d－10000m

3
/d 的

水源勘察及评价。 

3、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复杂的水资源

勘察和评价。 

4、设计规模为中型的建设项目水文
地质勘察。 

5、按照《建筑与市政降水工程技术
规范》（JGJ/T 111）复杂程度为中
等及以下的降水工程或同等复杂的
止水工程。 

1、水文地质条件简单，供水量 2000m
3
/d

及以下的水源勘察和评价。 

2、设计规模为小型的建设项目的水文
地质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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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甲级 乙级 丙级 

3 

工
程
测
量 

1、国家重点项目的首级控制测量、变形与形变及监测。 

2、三等及以上 GNSS 控制测量，四等及以上导线测量，二等

及以上水准测量。 

3、大、中城市规划定测量线、拨地。 

4、20km
2
及以上的大比例尺地形图地形测量。 

5、国家大型、重点、特殊项目精密工程测量。 

6、20km 及以上的线路工程测量。 

7、总长度 20km 及以上综合地下管线测量。 

8、以下工程的变形与形变测量：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的

建筑变形，重要古建筑变形，大型市政桥梁变形，重要管线

变形，场地滑坡变形。 

9、大中型、重点、特殊水利水电工程测量。 

10、地铁、轻轨隧道工程测量。 

 

1、四等 GNSS 控制测量，一、二级导线测

量，三、四等水准测量。 

2、小城镇规划定测量线、拨地。 

3、10－20 km
2
的大比例尺地形图地形测

量。 

4、一般工程的精密工程测量。 

5、5－20 km的线路工程测量。 

6、总长度 20 km 以下综合地下管线测量。 

7、以下工程的变形与形变测量：地基基础

设计等级为乙、丙级的建筑变形，地表、

道路沉降，中小型市政桥梁变形，一般管

线变形。 

8、小型水利水电工程测量。 

1、一级、二级 GNSS 控制测量，三

级导线测量，五等水准测量。 

2、10 km
2
及以下大比例尺地形图地

形测量。 

3、5 km 及以下线路工程测量。 

4、长度不超过 5 km 的单一地下管

线测量。 

5、水域测量或水利、水电局部工程

测量。 

6、其它小型工程或面积较小的施工

放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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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1）《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实施办法》 建市[2013]86 号 2013 年 06 月 07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306/t20130619_214032.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306/W020130619101210.rar  

索 引 号：  000013338/2013-00366  主题信息：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生成日期：  2013 年 06 月 07 日 

文件名称：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实施办法》的通知  有 效 期：   

文  号：  建市[2013]86 号  主 题 词：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北京市规划委，天津、上海市建设交通委，重庆市城乡建设委，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建设局，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有关行业协会： 

  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0 号）、《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

见》（建市[2007]202 号）和《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建市[2013]9 号），我部组织制定了《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实施办

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与我部建筑市场监管司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2013 年 6 月 7 日 

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实施办法 

 

为实施《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建市[2013]9 号，以下简称新《标准》），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资质申请条件和审批程序 

（一）建设工程勘察资质申请条件和审批程序按照《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0 号)和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建市[2007]202 号）有关规定执行。 

（二）申请工程勘察综合资质，须具有岩土工程专业甲级资质，及水文地质勘察专业甲级资质或工程测量专业

甲级资质。 

工程勘察综合资质涵盖所有专业类别，取得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的企业，不需单独申请工程勘察专业资质。 

岩土工程专业资质涵盖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设计、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三类岩土工程（分项）专业

资质，取得岩土工程专业资质的企业，不需单独申请同级别及以下级别岩土工程（分项）专业资质。 

二、新《标准》有关内容解释 

（三）主要专业技术人员 

新《标准》中所称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是指下列人员： 

1.注册人员 

注册人员是指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考试或考核认定，取得执业资格证书，并按照规定注册，取得注册证书

和执业印章的人员。包括：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2.非注册人员 

非注册人员是指按照“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要求，不考核其是否具备注册执业资格的人员。

注册人员作为非注册人员申报时，可提供注册证书认定其专业，其学历水平、职称等级、从业经历、个人业绩等条

件仍需按新《标准》有关要求考核。 

（四）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 

新《标准》中所称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是指企业中对工程勘察业务在技术上负总责的人员。 

（五）专业技术负责人 

新《标准》中所称专业技术负责人，是指企业中对某一工程勘察项目中的某个专业在技术上负总责的人员。 

（六）学历 

新《标准》中所称学历，是指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高等教育学历。 

（七）专业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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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标准》中所称专业技术职称，是指经国务院人事主管部门授权的部门、行业、中央企业颁发的，或者省

级人事主管部门颁发（或授权颁发）的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称。 

2.具有教学、研究系列职称的人员从事工程勘察时，讲师、助理研究员可按工程系列中级职称考核；副教授、

教授、副研究员、研究员可按工程系列高级职称考核。 

（八）专业设置 

1.新《标准》“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的专业设置，是指为完成工程勘察项目所设置的专业技

术岗位（以下简称“岗位”）。 

2.非注册人员的学历专业、职称证书专业范围应满足岗位要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作为有效专业人员认

定： 

（1）学历专业与岗位要求的专业不一致，职称证书专业范围与岗位要求的专业一致，个人资历和业绩符合资

质标准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资历和业绩要求的； 

（2）学历专业与岗位要求的专业一致，职称证书专业范围空缺或与岗位要求的专业不一致，个人资历和业绩

符合资质标准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资历和业绩要求的； 

（3）学历专业、职称证书专业范围均与岗位要求的专业不一致，但取得高等院校一年以上本专业学习结业证

书，从事工程勘察 10 年以上，个人资历和业绩符合资质标准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资历和业绩要求的。 

（九）企业业绩 

1.新《标准》中要求的企业业绩应为独立完成的非涉密工程勘察项目业绩。 

2.申请工程勘察综合资质、专业甲级资质的，须考核企业业绩；申请工程勘察乙级、丙级资质的，不考核企业

业绩。 

（十）个人业绩 

1.新《标准》中要求的个人业绩应为近 5 年完成的非涉密工程勘察项目业绩。 

2.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个人业绩应为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项目业绩；申请综合资质或两个及以上工

程勘察专业资质时，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业绩可为其中某一工程勘察类型项目业绩。 

3.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业绩，应为该专业独立项目业绩。如，申请工程勘察综合资质时，工程物探专业技术人

员业绩应为工程物探项目业绩。 

4.申请工程勘察综合资质、岩土工程专业资质时，注册人员业绩总和应涵盖所有岩土工程（分项）专业资质业

绩类型。 

（十一）申请工程勘察资质时，每个专业技术人员只可作为 1 个专业技术岗位人员申报。 

（十二）新《标准》及本《实施办法》中所称近 5 年，是指自申报年度起逆推 5 年。如：申报年度为 2013 年，

则近 5 年业绩年限从 2008 年 1 月 1 日算起。 

（十三）新《标准》中所称主要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

和技术工人，年龄限 60 周岁及以下。 

（十四）具有工程勘察综合资质、专业资质企业从事工程钻探、凿井业务时，须取得相应工程勘察劳务资质。 

（十五）工程勘察项目中的工程钻探、凿井业务需要分包时，应由承揽该工程勘察项目的工程勘察综合资质、

专业资质企业与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勘察劳务企业依法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工程勘察综合资质、专业资质企业对整

个工程勘察项目负总责。 

（十六）工程勘察企业从事地基与基础施工业务时，需取得相应施工资质。 

三、申报有关要求 

（十七）企业不具有工程勘察资质，申请勘察资质的，按首次申请要求提交材料（材料要求见《工程勘察资质

申报材料清单》，下同）。 

（十八）下列情形按增项要求提交材料： 

1．具有工程勘察专业资质，申请增加其他工程勘察专业资质的。 

2.具有岩土工程（分项）专业乙级资质，申请岩土工程专业乙级资质的。 

（十九）下列情形按升级要求提交材料： 

1.申请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的。 

2.具有工程勘察丙、乙级资质，申请对应的乙、甲级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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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三项岩土工程（分项）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申请岩土工程专业甲级资质的。 

（二十）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申请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有关要求另行规定。 

（二十一）企业在本省级行政区域内因企业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本省级区域内）等发生

变化需变更资质证书内容的，按简单变更要求提交材料。 

简单变更办理程序和时限要求按照《关于建设部批准的建设工程企业办理资质证书变更和增补有关事项的通知》

（建市函[2005]375 号）相关规定执行。 

（二十二）企业若发生合并、分立、改制、重组事项，须重新核定其工程勘察资质，按重新核定要求提交材料。

其中，企业发生吸收合并、整体改制的按《工程勘察资质申报材料清单》中相应申请事项提交材料。 

（二十三）企业工商注册地从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变更至另一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按跨省变更要求提交材料。 

甲级资质企业申请跨省变更的，应由迁入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乙级及以下资质、劳务资质企业申请跨省变更的，由迁入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 

（二十四）申报材料说明及要求 

1．《工程勘察资质申请表》一式二份，附件材料一份。 

2．附件材料采用 A4 纸装订成册，并有目录和分类编号；技术人员证明材料应按人整理并依照申请表所列技术

人员顺序装订。需要核实原件的，由资质受理部门进行审查核实，并在初审部门审查意见表中由核验人签字。其中，

资质证书正、副本须全部复印，不得有缺页；复印件应加盖企业公章；材料中要求加盖公章或印鉴的，复印无效。 

3．企业申请工程勘察资质，要如实填报《工程勘察资质申请表》，企业法定代表人须在申请表上签名，对其真

实性负责。申报材料要清楚、齐全，出现数据不全、字迹潦草、印鉴不清、难以辨认的，资质受理部门应当告知申

请人补正。 

4．社保证明是指社会统筹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出具的基本养老保险对账单或加盖社会统筹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公

章的单位缴费明细，以及企业缴费凭证（社保缴费发票或银行转账凭证、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税收通用缴款书或完税

证明）；社保证明应体现以下内容：缴纳保险单位名称、人员姓名、社会保障号（或身份证号）、险种、缴费期限、

缴费基数等；个人缴纳社保不予认可。 

5．如实行资质电子申报，具体申报要求，另行制定。 

四、过渡期有关规定 

（二十五）自新《标准》颁布之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过渡期。 

（二十六）各地区、各部门按原《工程勘察资质分级标准》（建设〔2001〕22 号，以下简称原《标准》）已经受

理的申请材料报送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7 月 15 日。 

（二十七）过渡期内，首次申请、升级、增项工程勘察资质的，按新《标准》执行。持旧版《工程勘察资质证

书》的企业，在满足原《标准》的条件下，资质证书继续有效，其承接业务范围以原《标准》规定的业务范围为准，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旧版《工程勘察资质证书》作废。 

（二十八）过渡期内，企业需延续工程勘察资质，或因合并、分立、改制、重组、跨省变更等原因需重新核定

资质的，符合原《标准》要求的颁发旧版《工程勘察资质证书》，有效期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符合新《标准》要

求的颁发新版《工程勘察资质证书》，证书有效期为 5 年。 

（二十九）持旧版《工程勘察资质证书》的企业须于 2015 年 1 月 31 日以前，按新《标准》提出资质换证申请，

并按《工程勘察资质标准申报材料清单》中延续要求提交材料。 

 

附件：1.《工程勘察资质申报材料清单》 

      2.《工程勘察资质申请表》 

      3.《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4.《工程勘察企业业绩基本情况表》 

 

 

为实施《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建市[2013]9 号，以下简称新《标准》），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资质申请条件和审批程序 

（一）建设工程勘察资质申请条件和审批程序按照《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0 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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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建市[2007]202 号）有关规定执行。 

（二）申请工程勘察综合资质，须具有岩土工程专业甲级资质，及水文地质勘察专业甲级资质或工程测量专业

甲级资质。 

工程勘察综合资质涵盖所有专业类别，取得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的企业，不需单独申请工程勘察专业资质。 

岩土工程专业资质涵盖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设计、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三类岩土工程（分项）专业

资质，取得岩土工程专业资质的企业，不需单独申请同级别及以下级别岩土工程（分项）专业资质。 

 

4.8.62）《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 号）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411/t20141106_219511.html 

http://www.mohurd.gov.cn/wbdt/xzzx/zzfjbz/index.html  

http://www.mohurd.gov.cn/wbdt/xzzx/zzfjbz/w02015090220803047648395468.pdf 

 

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通知 

建市[2014]159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总后基建营

房部工程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我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了《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本标准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原建设部印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 号）同

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11月 6 日 

 

 

4.8.63）《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 号 2015 年 01 月 31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502/t20150206_220282.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15-00007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2015 年 01月 31

日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

建市[2015]20 号主 题 词：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局），总后

基建营房部工程管理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

号），我部组织制定了《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

题，请与我部建筑市场监管司联系。 

  

                            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5 年 1 月 31 日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 

  

  

  为规范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依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以下简称《规

定》）和《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 号，以下简称《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资质申请和许可程序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411/t20141106_219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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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应依法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公司法人《营业执照》。 

  （二）企业申请住房城乡建设部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应按照《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申请程序提出申请。

军队所属企业可由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管理局向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申请。 

  （三）企业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按照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程序提出申请。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

在其门户网站公布有关审批程序。 

  （四）企业申请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按照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程序提出申请。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在其门户网站公布有关审

批程序。 

  （五）企业首次申请或增项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其资质按照最低等级资质核定。 

  企业可以申请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施工劳务资质三个序列的各类别资质，申请资质数量不受限制。 

  （六）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含一级升特级）、资质增项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核查其申请之日起前一年至

资质许可决定作出前有无《规定》第二十三条所列违法违规行为，并将核查结果作为资质许可的依据。 

  （七）企业申请资质升级不受年限限制。 

  （八）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在其门户网站公布企业资质许可结果。 

  （九）资质许可机关对建筑业企业的所有申请、审查等书面材料应当至少保存 5 年。 

  （十）《标准》中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包含的建筑物纠偏和平移、结构补强、特殊设备起重吊装、特种

防雷等工程内容，可由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企业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负责人个人业绩情况，批准

相应的资质内容。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特殊情况，需要增加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的，可参照“特种

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的条件提出申请，报住房城乡建设部批准后，由提出申请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予

以颁布，并限在本省级行政区域内实施。 

  已取得工程设计综合资质、行业甲级资质，但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可以直接申请相应类别施工

总承包一级资质，企业完成的相应规模工程总承包业绩可以作为其工程业绩申报。工程设计资质与施工总承包资质

类别对照表见附件 4-1。 

  其它工程设计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按照首次申请的要求办理。 

  （十一）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涉及公路、水运、水利、通

信、铁路、民航等方面资质除外）、现场管理人员、技术工人、企业资产的审核，由企业工商注册地省级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其中通过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建筑企业（以下简称“中央建筑企业”）直接申

报的，由中央建筑企业审核；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中央建筑企业将审核结果与企业申报材料一并上报，

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审核结果与企业基本信息一并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公示，并组织抽查。 

  （十二）企业发生合并、分立、改制、重组以及跨省变更等事项，企业性质由内资变为外商投资或由外商

投资变为内资的，承继原资质的企业应当同时申请重新核定，并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设工程企业发生重组、

合并、分立等情况资质核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2014]79 号）有关规定办理。 

  二、申报材料有关要求 

  （十三）企业首次申请资质，申请资质升级、增项、延续、简单变更、遗失补办证书，以及发生合并、分

立、改制、重组、跨省变更等事项后申请资质的，分别按照以下有关要求和《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清单》（附

件 2）要求，提交相应材料： 

  1.不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按照首次申请要求提交材料。 

  2.已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同类别高一等级资质的，以及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行业甲级资

质的企业直接申请一级施工总承包资质的，按照升级要求提交材料。 

  3.已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增加其他类别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按照增项要求提交材料。 

  4.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的企业，申请延续证书有效期的，按照延续要求提交材料。 

  5.企业发生合并、分立、改制、重组、跨省变更等事项，企业性质由内资变为外商投资或由外商投资变为

内资的，按《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设工程企业发生重组、合并、分立等情况资质核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

[2014]79 号）中所列情形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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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企业因企业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本省级区域内）等发生变化需变更资质证书内容

的，按简单变更要求提交材料。 

  7.企业遗失资质证书，需补办资质证书，按照遗失补办要求提交材料。 

  （十四）企业应提交《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附件 1-1）一式一份，附件材料一套。其中涉及公路、水

运、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等方面专业资质的，每涉及一个方面专业，须另增加《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一份、

附件材料一套。 

  （十五）资质受理机关负责核对企业提供的材料原件，核对后退还企业。资质受理机关受理后，申报材料

不得修改更换。 

  （十六）资质许可机关对企业申报材料存疑的，企业应当提供相关材料原件和证明材料，必要时须配合相

关部门进行实地核查。 

  （十七）附件材料应按“综合资料、人员资料、工程业绩资料”的顺序装订，规格为 A4(210mm×297mm)型

纸，并有标明页码的总目录及申报说明，采用软封面封底，逐页编写页码。 

  （十八）企业的申报材料必须使用中文，材料原文是其它文字的，须同时附翻译准确的中文译本。申报材

料必须数据齐全、填表规范、印鉴齐全、字迹清晰，附件材料必须清晰、可辨。 

  （十九）实行电子化申报资质的具体要求另行制定。 

  三、资质证书 

  （二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统一印制。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

本规格为 297mm×420mm（A3）；副本规格为 210mm×297mm(A4)。资质证书增加二维码标识，公众可通过二维码查询

企业资质情况。资质证书实行全国统一编码，由资质证书管理系统自动生成，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码规则见

附件 5。 

  （二十一）每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包括 1 个正本和 1个副本。同一资质许可机关许可的资质打印在一套

资质证书上；不同资质许可机关做出许可决定后，分别打印资质证书。各级资质许可机关不得增加证书副本数量。 

  （二十二）企业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本省级区域内）等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向资质

许可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二十三）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应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补办。 

  （二十四）企业因变更、升级、注销等原因需要换发或交回资质证书的，企业应将资质证书交原资质许可

机关收回并销毁。 

  （二十五）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证书有效期是指自企业取得本套证书的首个建筑业企业资

质时起算，期间企业除延续、重新核定外，证书有效期不变；重新核定资质的，有效期自核定之日起重新计算（按

简化审批手续办理的除外）。 

  （二十六）资质证书的延续 

  1.企业应于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3 个月前，按原资质申报途径申请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企业净资产和主

要人员满足现有资质标准要求的，经资质许可机关核准，更换有效期 5 年的资质证书，有效期自批准延续之日起计

算。 

  2.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3 个月内申请资质延续的，资质受理部门应受理其申请；资质证书有效期

届满之日至批准延续之日内，企业不得承接相应资质范围内的工程。 

  3.企业不再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资质许可机关不批准其相应资质延续，企业可在资质许可结果公布后 3

个月内申请重新核定低于原资质等级的同类别资质。超过 3 个月仍未提出申请，从最低等级资质申请。 

  4.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企业仍未提出延续申请的，其资质证书自动失效。如需继续开展建筑施工活动，

企业应从最低等级资质重新申请。 

  四、监督管理 

  （二十七）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对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建立信用档案，

制定动态监管办法，按照企业诚信情况实行差别化管理，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建筑业企业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对企业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后，资产和主要

人员是否满足资质标准条件和市场行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核查。 

  （二十八）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含一级升特级）、资质增项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对其既有全部建筑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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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要求的资产和主要人员是否满足标准要求进行检查。 

  （二十九）企业应当接受资质许可机关，以及企业注册所在地、承接工程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三十）对于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查处，

将违法事实、处罚结果或处理建议告知资质许可机关，并逐级上报至住房城乡建设部，同时将处罚结果记入建筑业

企业信用档案，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平台公布。企业工商注册地不在本省区域的，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通过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告知该企业的资质许可机关。 

  （三十一）对住房城乡建设部许可资质的建筑业企业，需处以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等

行政处罚的，省级及以下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在违法事实查实认定后 30 个工

作日内，应通过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将违法事实、处理建议报送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依法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三十二）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及时将有关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布，并报上一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备案。 

  五、有关说明和指标解释 

  （三十三）对于原《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 号，以下简称原标准）中被取消的土石方、

混凝土预制构件、电梯安装、金属门窗、预应力、无损检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等 7 个专业承包资质，在相应专业

工程承发包过程中，不再作资质要求。施工总承包企业进行专业工程分包时，应将上述专业工程分包给具有一定技

术实力和管理能力且取得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 

  拆除作业按工程性质由具有相应资质类别的企业承担。 

  专业承包资质修订情况对照表见附件 4-3。 

  （三十四）对于原标准中并入了相应施工总承包资质的高耸构筑物、电信、水工建筑物基础处理、堤防、

水工大坝、水工隧洞、火电设备安装、炉窑、冶炼机电设备安装、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管道、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等 12 个专业承包资质，在相应工程承发包过程中，可按工程性质和规模由具有相应类别和等级的施工总承包资

质的企业承担。其中，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由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资质的企业承担；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中车站建筑由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资质的企业承担。 

  （三十五）涉及公路、水运、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等方面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资质情况如下： 

  1.涉及公路方面的资质：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

资质、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2.涉及水运方面的资质：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港口与海岸工程专业承包资质、航道工程专业

承包资质、通航建筑物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港航设备安装及水上交管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3.涉及水利方面的资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河

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4.涉及通信方面的资质：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 

  5.涉及铁路方面的资质：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铁路电务工程专业承包资质、铁路铺轨架梁工程专业

承包资质、铁路电气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6.涉及民航方面的资质：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民航空管工程及机场弱电系统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机场目视助航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7.涉及多个专业资质：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资质、隧道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核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海洋石油

工程专业承包资质、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资质、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三十六）中央建筑企业是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主业为建筑业或下属一层级企业中建

筑业企业数量较多的企业，具体名单见附件 4-2。 

  中央建筑企业下属一层级企业是指中央建筑企业全资或绝对控股的建筑业企业。 

  （三十七）企业资产 

  1.企业净资产以企业申请资质前一年度或当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中净资产指标为准考核。首次申请资质的，

以企业《营业执照》所载注册资本为准考核；申请多项资质的，企业净资产不累加计算考核，按企业所申请资质和

已拥有资质标准要求的净资产指标最高值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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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厂房包括企业自有或租赁的厂房。 

  （三十八）企业主要人员 

  1.企业主要人员包括：注册执业人员、技术职称人员（包括技术负责人）、现场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等 4 类

人员。 

  2.《标准》中所称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是指设区的市级及以上人事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评审的工程

系列专业技术职称。 

  3.现场管理人员是指与企业依法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由企业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并按规定取得省

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颁发的相应岗位证书的人员，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或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可的行

业协会颁发的相应岗位证书的人员。 

  相应岗位证书包括：岗位培训考核合格证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 

  4.技术工人是指与企业依法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由企业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并取得住房城乡建设

部、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认可的机构或建筑业企业颁发的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或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 

  企业以其全资或控股的劳务企业技术工人作为企业主要人员申请施工总承包资质的，技术工人社会保险应

由其全资或绝对控股的劳务企业缴纳。 

  5.企业主要人员应满足 60 周岁及以下且由企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要求。 

  6.企业主要人员在两家及以上企业受聘或注册的，不作为资质标准要求的有效人员考核。 

  7.技术负责人的资历、专业职称、业绩等方面按企业所申请资质的相应标准要求进行考核。企业应按所申

请资质类别明确对应的 1 名专业技术负责人。 

  8.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的“相关专业”按职称证书的岗位专业或毕业证书中所学专业进行考核。 

  其中，结构专业包括：土木工程、工民建、结构、建筑施工、建筑工程等专业。 

  9.企业申请某一类别资质，企业主要人员中每类人员数量、专业、工种均应满足《标准》要求。一个人同

时具有注册证书、技术职称、岗位证书、技术工人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两个及以上的，只能作为一

人考核；但一个人同时拥有注册证书和技术职称的，可同时作为注册人员和技术职称人员考核。 

  10.企业申请多个类别资质，企业主要人员中每类人员数量、专业、工种等应分别满足《标准》要求，每

类人员数量不累加考核。如：企业同时申请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企业只要拥有 150 名中

级工以上技术工人即可分别满足两个类别的技术工人指标要求。 

  一个人具有两个及以上技术职称（注册资格）或专业工种的，可分别考核。如：一个人同时具有建筑工程

职称证书和道路工程毕业证书，可分别作为企业申请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要求的职称人员考核。 

  11.社会保险证明是指社会统筹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出具的基本养老保险对账单或加盖社会统筹保险基金管

理部门公章的单位缴费明细，以及企业缴费凭证（社会保险缴费发票或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明）；社会保险证明应至

少体现以下内容：缴纳保险单位名称、人员姓名、社会保障号（或身份证号）、险种、缴费期限等。社会保险证明

中缴费单位应与申报单位一致，上级公司、子公司、事业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其他单位缴纳或个人缴纳社会

保险均不予认定，分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可以予以认定。 

  12.《标准》中要求×××专业、×××专业注册建造师合计不少于××人，不要求所列专业必须齐全。 

  13.《标准》中对职称人员专业作了限定，且要求专业齐全的，是指申报人员应由具有相应专业的技术职

称人员组成，且每个专业至少有 1人。如：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标准中要求“建筑工程相关专业中级以上

职称人员不少于 30 人，且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等专业齐全”，是指 30 人应当由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

等 4 个专业中级以上有职称人员组成，且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各专业至少有 1 人，其他专业人员不予认可。 

  14.《标准》未对技术职称人员专业作限定，但要求部分专业齐全的，是指要求齐全的专业至少有 1 人，

其余申报人员专业不作限定。如：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标准中要求“工程序列中级以上职称和注册

建造师合计不少于 15 人，且结构、材料或化工等专业齐全”，是指具有工程序列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或注册建造

师数量或两者之和的数量为 15 人，但其中至少应有 1 名结构专业、1 名材料或化工专业人员，其他人员专业不作

要求。 

  15.《标准》中对技术职称人员专业作了限定，且未要求专业齐全的，是指相应专业的申报人员数量达到

标准要求即可，每一类专业人员数量不作要求。如：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标准中要求“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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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不少于 60 人”，指具有水利水电工程相关专业人员总数满足 60 人即可，每个专业人数不限，

也不要求所有专业齐全。 

  16.《标准》中现场管理人员岗位证书齐全是指企业申报人员中所要求岗位证书人员至少有 1 人，其他岗

位证书人员数量不作要求。如：机场场道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标准中要求“持有岗位证书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不少于

30 人，且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资料员等人员齐全”，是指持有岗位证书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 30 人中

至少有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资料员各 1 人，其余人员可以是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资

料员、劳务员、造价员、测量员、试验员、标准员、机械员等任意一种人员。 

  17.《标准》中未对技术工人的工种作出要求的，不对技术工人的工种进行考核。 

  18.《标准》中技术负责人（或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的业绩是指作为施工项目经理或项目技术负责人主

持完成的工程项目。其中，《标准》中考核指标为累计指标的，技术负责人（或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的业绩不做

累计考核。如：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标准中要求“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3 类工程施工，工程质量合格。（1）

累计修建三级以上公路路基 200 公里以上……”，企业申请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时，技术负责人（或注册

建造师）提供的主持完成的个人业绩应当是三级以上公路的路基工程项目即可，长度不作考核。  

  （三十九）技术装备 

  《标准》中明确要求的设备应为企业自有设备，以企业设备购置发票为准进行考核；其中，申请港口与航

道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应提供设备主要性能指标证明、所属权证明和检验合格证明。 

  （四十）企业工程业绩和承包范围 

  1.一项单位工程业绩同时满足多项技术指标的，只作为一项指标考核。《标准》中分别考核累计和单项技

术指标的，同一工程业绩可同时考核，但铁路方面资质除外。 

  2.业绩中要求的“×类中的×类”必须分别满足，不能相互替代。如：建筑工程一级资质标准，要求企业

完成“4 类中的 2 类以上工程”，是指企业完成的工程中，高度、层数、单体面积、跨度等 4 类考核指标中至少应满

足 2 类，否则即为业绩不达标。 

  3.企业申请多个类别资质的，工程业绩应当分别满足各类别资质标准条件。 

  4.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作为施工总承包业绩考核。 

  5.企业以施工总承包方式承接的工程，不论该工程是否实行分包，均可作为其施工总承包业绩考核。 

  6.申请专业承包资质的，以企业依法单独承接的专业工程业绩考核。 

  7.施工总承包工程范围包括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配套工程不得单独作为企业申报施工总承包资质工程业

绩考核。 

  8.《标准》中要求的“近 5 年”或“近 10 年”，是指自申请资质年度起逆推 5 年或 10 年期间竣工的工程

业绩。如：申报年度为 2015 年，“近 5 年”的业绩是指 2010 年 1 月 1 日之后竣工（交工）验收合格的项目。超过

时限的代表工程业绩不予认可。 

  9.超越本企业资质承包工程范围的代表工程业绩不予认可。企业以境外承包工程作为代表工程业绩申报的，

不考核其是否超越资质承包工程范围。 

  10.企业申报的工程业绩中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时存在非本企业注册建造师、不具备注册建造师资格、

超越注册建造师执业范围执业、或违反有关规定同时在两个及以上项目担任项目负责人的，企业该项工程业绩不予

认可。 

  11.保密工程不得作为企业代表工程业绩申报。 

  12.单项合同额是指一个承包合同所载合同价。 

  13.建筑工程高度应为从标高正负零算起至檐口的高度。 

  14.建筑工程层数是指正负零到檐口之间的楼层数，其中，设备层不计算在内，跃层按单层计算。 

  15.群体建筑（无论基础是否相连）不作为单体建筑面积业绩考核。 

  16.轻钢、网架结构跨度业绩不作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跨度业绩考核。 

  17.企业因负有工程质量、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被降级、吊销资质，或因工程业绩弄虚作假申报资质被通报

批评或撤销资质的，其相应工程业绩不得作为代表工程业绩申报。 

  六、过渡期 

  （四十一）自《规定》施行之日至 2016 年 12月 31 日为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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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按原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应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按照《规定》和《标准》及

本实施意见的要求换发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以下简称换证）。对企业资产、主要人员、技术装备符合《标准》

要求的，资质许可机关颁发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旧版建筑

业企业资质证书自行失效。 

  对企业资产、主要人员、技术装备不满足《标准》要求的，资质许可机关不批准其相应资质换证，企业可

在换证结果公布后 3 个月内提出低于原资质等级的同类别资质换证。超过 3 个月仍未提出申请，从最低等级资质申

请。 

  企业应按照《规定》的许可程序一次性提出全部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申请，并按照《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

材料清单》中换证要求提交相应材料。 

  企业最多只能选择 5 个类别的专业承包资质换证，超过 5个类别的其他专业承包资质按资质增项要求提出

申请。 

  （四十三）按原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含一级升特级）、资质增项的，既有全

部建筑业企业资质应当按第四十二条规定同时申请资质换证。 

  （四十四）按原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原则上可申请《标准》中同类别同等级资质换证，其中： 

  1.按原标准取得预拌商品混凝土、园林古建筑、机电设备安装、机场空管工程及航站楼弱电系统、附着升

降脚手架、送变电工程等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标准》中名称变更后的相应专业承包资质换证。 

  2.按原标准取得建筑防水、防腐保温、建筑智能化、电子、港口装卸设备安装、通航设备安装、水上交通

管制工程等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标准》中合并后的专业承包资质换证。 

  3.按原标准取得高耸构筑物、电信工程、水工建筑物基础处理、堤防、水工大坝、水工隧洞、火电设备安

装、炉窑、冶炼机电设备安装、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管道工程等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标准》中 1 项

低于原资质等级并入的相应类别施工总承包资质换证；其中，按原标准取得堤防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也可申请

不高于原资质等级的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换证。 

  4.按原标准取得轨道交通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申请一级及以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换

证。 

  5.按原标准取得建筑防水、防腐保温、建筑智能化、电子、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等三级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

可申请《标准》中相应二级专业承包资质换证；按原标准取得建筑防水工程二级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防水

防腐保温工程一级专业承包资质换证。 

  6.按原标准取得公路交通工程、水上交通管制工程等不分等级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标准》中相

应一级专业承包资质换证。 

  7.按原标准取得模板作业分包、脚手架作业分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标准》中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

换证。 

  （四十五）过渡期内，按原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原则上按照《标准》对应的资质类别及等级的

承包工程范围承接工程，其中： 

  1.按原标准取得被合并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按照《标准》中合并后的专业承包资质承包范围承接工程。 

  2.按原标准取得被并入相应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专业承包资质企业，仍可在其专业承包资质许可范围内承接

工程。 

  3.按原标准取得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仍可在其专业承包资质许可范围内承接相应工程。 

   

  4.按原标准取得建筑防水工程二级、三级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分别按《标准》中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一级、

二级专业承包资质承包范围承接工程。 

  5.按原标准取得劳务分包资质的企业，按《标准》中施工劳务资质承包范围承接劳务作业，不再划分类别

和等级。按原标准取得模板作业分包、脚手架作业分包资质的企业，在承接业务时只能签订劳务分包合同。 

  （四十六）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实施建筑业企业资质动态监管时，对按原标准取得

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按《规定》和原标准进行动态监管；对按《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按《规定》

和《标准》进行动态监管。 

  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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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七）企业申请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仍按《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建市[2007]72 号）和

《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实施办法》（建市[2010]210号）有关规定执行，其中，《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

标准》承包范围第 4 条改为“取得特级资质的企业，限承担施工单项合同额 6000 万元以上的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中“房屋建筑”改为“建筑”，“冶炼”改为“冶金”。 

  （四十八）企业申请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仍按《关于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管

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城[2007]250号）有关规定执行。 

  （四十九）本实施意见自 2015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007 年 10月 18日原建设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

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建市[2007]241号）同时废止。 

    

附件：1-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 

   1-2.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变更、遗失补办申请审核表 

   2.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清单 

   3.技术负责人（或注册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4-1.工程设计资质与施工总承包资质类别对照表 

   4-2.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建筑企业名单 

   4-3.专业承包资质修订情况对照表 

   5.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码规则       

 

 

4.8.64）《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实施办法》（建市[2010]210 号）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705/t20170502_231688.html 

关于印发《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实施办法》的通知建市[2010]210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建设交通委），北京市规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

院有关部门建设司（局），总后营房部工程局，有关中央企业：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9 号）、《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建市[2007]72

号）和《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建市[2007]241 号），我部组织制定了《施工总承

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如有问题请与我部建筑市场监管司联系。 

 

                                          中华人民共

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0 年 11 月 30 日 

  

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实施办法 

  一、资质申请及审核 

  （一）《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建市[2007]72 号，以下简称新《特级标准》）实施前取得特级资质

的企业（以下简称原特级企业），以及符合新《特级标准》条件的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企业可按新《特级标准》申

请特级资质。 

  （二）原特级企业应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提出特级资质申请；经审核未达到新《特级标准》要求的，

2012 年 3 月 13 日前保留其原特级资质。 

  原特级企业 2012 年 3 月 13 日之前未提出特级资质申请的，2012 年 3 月 13 日后其特级资质自动失效，我

部将注销其特级资质并予以公布。 

  （三）申请多类特级资质的，其企业“注册资本金”、“净资产”、“银行授信额度”、“科技进步水平”中的

各项指标及企业应具有的一级注册建造师总数不需叠加计算；每增加一类特级资质申请，企业建筑业营业税增加

5000 万元；企业代表工程业绩应分别满足各类资质标准要求；相关的行业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标准要求的设计专业

技术人员和个人代表工程业绩应分别满足相应设计资质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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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自《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实施之日起，原特级企业因

企业分立而申请资质的，应按照当时有效的资质标准对原特级企业的全部资质进行重新核定。 

  （五）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的许可实行实地核查制度。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实地核查，其中涉及

铁路、交通和水利的，由其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实地核查。 

  二、指标说明 

  （一）资信能力 

  1、企业注册资本金指企业工商注册的实收资本，以企业工商营业执照为准。 

  2、企业净资产以企业申请资质前一年度或当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3、企业近 3 年上缴建筑业营业税以企业提供的建筑业营业税票为准；以境外工程项目申报的，可按结算

当期（日）汇率，将境外工程项目的结算收入折算成国内工程结算收入，再按国内税率计算建筑业营业税。企业应

同时提供境外工程结算资料、工程所在地国家（地区）的当期（日）汇率及工程所在地使领馆经商处的相关证明或

合同及业主证明。资料为外文的，应附中文译稿。 

  4、企业银行授信额度以企业与银行签订的年度授信协议书为准。多家银行的年度授信额度不能累加计算，

以其中的最高额度为准。 

  （二）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1、企业经理工作经历以企业提供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中企业经理简历为准。 

  2、技术负责人从事工程技术管理经历以企业填报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中企业技术负责人简历为

准。 

  职务、职称及注册资格以企业提供的任职文件、职称证书、身份证、养老保险证明和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

执业资格证书为准。 

  个人业绩证明以任命文件、施工或设计工程项目合同、图纸及竣工证明资料为准。 

  3、财务负责人指主管财务工作的负责人，可为企业总会计师、副总会计师或财务主管。以企业提供的任

职文件、职称证书、身份证、养老保险证明和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考试合格证书为准。 

  4、企业具有与申报类别相对应专业的注册建造师数量不得少于该类别总承包一级资质标准对注册建造师

数量的要求，且企业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 50 人以上。 

  以企业提供的一级注册建造师身份证、养老保险证明和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执业资格证书为准。 

  5、工程设计人员 

  （1）新《特级标准》中的“本类别相关的行业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标准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应满足《施工

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类别对应工程设计资质所需设计类型对照表》（见附件 1）中的“设计行业”甲级资质或“设计

专业”各专业甲级资质标准所要求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要求。 

  （2）企业申请特级资质及工程设计资质，需要办理注册执业人员变更的，应提供原注册企业和申请资质

企业以及原省级执业注册管理部门出具已申请变更的证明材料；已取得执业资格尚未注册的人员，应提供执业资格

证书复印件及省级执业注册管理部门出具的已申请初始注册的证明材料；调入本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及注册执业人

员均需提供原聘用单位解聘证明，离退休人员应提供离退休证明。 

  （3）工程设计人员按照《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0 号）、《工程设计资质标

准》（建市[2007]86 号）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建市[2007]202 号）等文件中的相关要求考

核。 

  （三）科技进步水平 

  1、企业技术中心是指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含分中心）或省部级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含分中心）为符合《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科学技

术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3 号）规定的认定标准，并经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含分中心）。 

  省部级企业技术中心为省级相关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制定相应政策和程序认

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以企业提供的批准文件或认定证书为准。 

  2、科技活动经费包括科技开发经费（一般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各类试验

费、技术资料购置费、研究机构人员工资以及科技研究有关的其他经费或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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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建设经费、科技培训经费和科技开发奖励经费。企业近 3 年科技活动经费每年不低于 800 万元，以企业财务报

表中“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栏目或科技经费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3、国家级工法指根据《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建质[2005]145 号），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定和公布的

与工程建设相关的工法，工法不受企业资质申报专业的限制。工法的第一或第二完成者为资质申报企业。以企业提

供的国家级工法批准文件或证书为准。 

  4、专利指与工程建设相关的专利。专利的所有权人应与申报企业名称一致。共有的专利权人予以认可。

经受让获得的专利，受让满 2 年后予以认可。以企业提供的专利批准文件或证书为准；受让专利的，以企业提供的

受让专利转让确认书、专利证书、专利转让备案等为准。 

  5、科技进步奖以企业提供的国家级科技进步奖项批准文件或获奖证书为准。 

  6、主持编制过国家或行业标准以企业提供的主持编制工程建设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发布通知（或发布令）、

封面、目次、前言和引言等资料为准。 

  7、信息化考评按《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信息化考评表》（见附件 2）执行。企业的信息化以应用

为主、功能为辅进行考评，不限定任何软件和实现形式。偏远地区、境外工程和 3000 万元以下的工程，可不纳入

信息化考评范围。 

  三、资质证书及承包范围 

  （一）对工程设计人员符合本《实施办法》要求，且其他条件符合新《特级标准》的企业，经核定后颁发

新版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证书，并注明施工总承包业务范围，同时颁发相应的工程设计甲级资质证书。 

  符合前款的企业取得房屋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等类别中任意 1 类施工总

承包特级资质和其中 2 类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即可承接房屋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

电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取得房屋建筑、矿山、冶炼、石油化工、电力等类别中

任意 1 类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和其中 2 类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即可承接房屋建筑、矿山、冶炼、石油化工、电力

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 

  （二）工程设计人员暂不满足本《实施办法》要求，但其他条件符合新《特级标准》要求的原特级企业，

经核定后颁发新版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证书，并注明施工总承包业务范围。 

  符合前款的企业满足本类别对应设计行业中相关设计专业甲级资质标准中要求的设计技术人员，颁发相应

的工程设计专业甲级资质证书。 

  （三）申请特级资质企业经审核后达到标准要求的，其设计注册执业人员尚未办结注册手续的，应在公告

后 3 个月内办结相关手续，企业在提交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执业证书后，方可领取新版特级资质证书和相应的工程

设计甲级资质证书；3 个月内未完成上述注册执业人员注册手续的，不颁发相应的工程设计甲级资质证书，并重新

公告。 

  四、材料清单及填报要求 

  （一）综合资料卷 

  1、目录；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含年检记录）； 

  3、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4、企业章程复印件； 

  5、企业近 3 年建筑业行业统计报表复印件； 

  6、企业近 3 年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含报表附注）； 

  7、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8、近 3 年企业与银行签订的年度授信协议书复印件； 

  9、近 3 年上缴的建筑业营业税税票复印件，以境外工程项目申报的，应提供工程所在地使领馆经商处的

相关证明或合同及业主证明的复印件； 

  10、省部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含分中心）认证的证书或有效核准文件复印件； 

  11、国家级工法的批准文件或证书复印件； 

  12、专利的批准文件或证书复印件。受让专利的，应提供受让专利转让确认书、专利证书、专利转让备案

等受让文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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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批准文件或获奖证书复印件； 

  14、主持编制的工程建设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发布通知（或发布令）、封面、目次、前言或引言等资料复印

件。 

  （二）人员资料卷 

  1、目录； 

  2、一级注册建造师的身份证、养老保险证明复印件和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3、企业技术负责人的任职文件、职称证书、身份证、养老保险证明和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执业资格证书

复印件。能够证明本人主持完成的代表工程业绩证明资料复印件，包括：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或总设计师等

任命文件，施工或设计工程项目合同、图纸及竣工证明资料； 

  4、财务负责人的任职文件、职称证书、身份证、养老保险证明和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考试合格

证书复印件； 

  5、工程设计专业技术人员中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养老保险证明复印件，以及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执

业资格证书复印件或未完成注册变更手续的原注册企业、申请资质企业及原省级执业注册管理部门出具的已申请变

更的证明材料，或已取得执业资格尚未注册人员的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及省级执业注册管理部门出具的已申请初始

注册的证明材料； 

  非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学历证、职称证书和养老保险证明复印件；主导专业人员的《专业技术人员基

本情况及业绩表》； 

  调入本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及注册执业人员的原聘用单位解聘证明； 

  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证明。 

  （三）工程业绩卷 

  1、目录； 

  2、工程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3、工程合同复印件； 

  4、工程竣工报告或有关部门出具的工程质量鉴定书复印件（需包含参与验收的单位及人员、验收的内容、

验收的结论、验收的时间等内容）；境外工程需出具符合国际惯例的工程竣工文件复印件； 

  5、涉及到单体（单项、单位）、跨度、长度、高度、结构类型等指标，应提供能反映该项技术指标的图纸； 

  6、涉及到单项合同额、造价等指标的，应提供工程结算单。 

  （四）企业信息化资料卷 

  企业信息化基本情况介绍材料。 

  凡过去文件规定与本《实施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实施办法》为准。 

1、  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类别对应工程设计资质所需设计类型对照表 

2、  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信息化考评表 

 

4.8.65）《注册建造师执业管理办法》（试行） 建市[2008]48 号 

注册建造师执业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注册建造师执业行为，提高工程项目管理水平，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

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建造师从事建设工程施工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注册建造师的执业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信

息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对全国相关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建造师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交通、水利、通信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本行政区域内相关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注册建造师应当在其注册证书所注明的专业范围内从事建设工程施工管理活动，具体执业按照本办法

附件《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范围》执行。未列入或新增工程范围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规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coc.gov.cn/NewsCenter/Show?tid=16&xxid=3720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697 页 共 3277 页 

定。 

第五条 大中型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必须由本专业注册建造师担任。一级注册建造师可担任大、中、小型工程

施工项目负责人，二级注册建造师可以承担中、小型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 

各专业大、中、小型工程分类标准按《关于印发<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准>（试行）的通知》（建市[2007]171

号）执行。 

第六条  一级注册建造师可在全国范围内以一级注册建造师名义执业。 

通过二级建造师资格考核认定，或参加全国统考取得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并经注册人员，可在全国范围内以二

级注册建造师名义执业。 

工程所在地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不得增设或者变相设置跨地区承揽工程项目执业准入条件。 

第七条  担任施工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组织施工，保证工程

施工符合国家有关质量、安全、环保、节能等有关规定。 

第八条  担任施工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应当按照国家劳动用工有关规定，规范项目劳动用工管理，切实

保障劳务人员合法权益。 

第九条  注册建造师不得同时担任两个及以上建设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同一工程相邻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 

（二）合同约定的工程验收合格的；  

（三）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超过 120 天（含），经建设单位同意的。 

第十条  注册建造师担任施工项目负责人期间原则上不得更换。如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书面交接手

续后更换施工项目负责人： 

（一）发包方与注册建造师受聘企业已解除承包合同的； 

（二）发包方同意更换项目负责人的； 

（三）因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必须更换项目负责人的。 

建设工程合同履行期间变更项目负责人的，企业应当于项目负责人变更 5 个工作日内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

关部门及时进行网上变更。 

第十一条  注册建造师担任施工项目负责人，在其承建的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或移交项目手续办结前，除第

十条规定的情形外，不得变更注册至另一企业。 

第十二条 担任建设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应当按《关于印发＜注册建造师施工管理签章文件目录

＞（试行）的通知》（建市[2008]42 号）和配套表格要求，在建设工程施工管理相关文件上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

签章文件作为工程竣工备案的依据。 

省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担任施工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签章文件补充目

录。 

第十三条  担任建设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对其签署的工程管理文件承担相应责任。注册建造师

签章完整的工程施工管理文件方为有效。 

注册建造师有权拒绝在不合格或者有弄虚作假内容的建设工程施工管理文件上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 

第十四条  担任建设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在执业过程中，应当及时、独立完成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文件签章，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在文件上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 

担任工程项目技术、质量、安全等岗位的注册建造师，是否在有关文件上签章，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规定。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合同包含多个专业工程的，担任施工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负责该工程施工管理文件

签章。 

专业工程独立发包时，注册建造师执业范围涵盖该专业工程的，可担任该专业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 

分包工程施工管理文件应当由分包企业注册建造师签章。分包企业签署质量合格的文件上，必须由担任总包项

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签章。 

第十六条  因续期注册、企业名称变更或印章污损遗失不能及时盖章的，经注册建造师聘用企业出具书面证明

后，可先在规定文件上签字后补盖执业印章，完成签章手续。 

第十七条  修改注册建造师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的工程施工管理文件，应当征得所在企业同意后，由注册建造

师本人进行修改；注册建造师本人不能进行修改的，应当由企业指定同等资格条件的注册建造师修改，并由其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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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盖执业印章。 

第十八条   注册建造师应当通过企业按规定及时申请办理变更注册、续期注册等相关手续。多专业注册的注

册建造师，其中一个专业注册期满仍需以该专业继续执业和以其他专业执业的，应当及时办理续期注册。 

注册建造师变更聘用企业的，应当在与新聘用企业签订聘用合同后的 1个月内，通过新聘用企业申请办理变更

手续。 

因变更注册申报不及时影响注册建造师执业、导致工程项目出现损失的，由注册建造师所在聘用企业承担责任，

并作为不良行为记入企业信用档案。 

第十九条  聘用企业与注册建造师解除劳动关系的，应当及时申请办理注销注册或变更注册。聘用企业与注册

建造师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无故不办理注销注册或变更注册的，注册建造师可向省级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注销注册证

书和执业印章。 

注册建造师要求注销注册或变更注册的，应当提供与原聘用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材料。建设主管部门

经向原聘用企业核实，聘用企业在 7 日内没有提供书面反对意见和相关证明材料的，应予办理注销注册或变更注

册。 

第二十条  监督管理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人员出示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二）要求被检查人员所在聘用企业提供有关人员签署的文件及相关业务文档； 

（三）就有关问题询问签署文件的人员； 

（四）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本规定及工程标准规范的行为； 

（五）提出依法处理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一条 监督管理部门在对注册建造师执业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谋取任何利益。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由本人保管，任何单位（发证机关除外）和个人不得扣押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

或执业印章。 

第二十二条  注册建造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按设计图纸施工； 

（二）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 

（三）使用不合格设备、建筑构配件； 

（四）违反工程质量、安全、环保和用工方面的规定； 

（五）在执业过程中，索贿、行贿、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费用外的其他不法利益； 

（六）签署弄虚作假或在不合格文件上签章的； 

（七）以他人名义或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执业活动； 

（八）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企业受聘并执业； 

（九）超出执业范围和聘用企业业务范围从事执业活动； 

（十）未变更注册单位，而在另一家企业从事执业活动； 

（十一）所负责工程未办理竣工验收或移交手续前，变更注册 

到另一企业； 

（十二）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格证书、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十三）不履行注册建造师义务和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三条  建设工程发生质量、安全、环境事故时，担任该施工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应当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事故处理程序及时向企业报告，并保护事故现场，不得隐瞒。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可向注册建造师注册所在地或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注册建造师的违法、违规行为，并提交相应材料。 

第二十五条 注册建造师违法从事相关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有关部

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告知注册机关；依法应当撤销注册的，应当将违法事实、处理建议及有

关材料报注册机关，注册机关或有关部门应当在 7 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并告知行为发生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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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或有关部门。 

注册建造师异地执业的，工程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处理建议转交注册建造师注册所在地省

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注册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 14 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并告知工程所

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对注册建造师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通过中国建造师网(www.coc.gov.cn)向社会公告。不良行为处罚、信息登录、

使用、保管、时效和撤消权限等另行规定。 

第二十六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建立并完善全国网络信息平台，省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注

册建造师本地执业状态信息收集、整理，通过中国建造师网（www.coc.gov.cn）向社会实时发布。 

注册建造师执业状态信息包括工程基本情况、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内容。注册建造师应当在开工前、竣工验

收、工程款结算后 3 日内按照《注册建造师信用档案管理办法》要求，通过中国建造师网向注册机关提供真实、准

确、完整的注册建造师信用档案信息。信息报送应当及时、全面和真实，并作为延续注册的依据。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统一的诚信标准和管理办法，负责对本地区、本部门

担任工程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诚信行为进行检查、记录，同时将不良行为记录信息按照管理权限及时采集信息

并报送上级建设主管部门。 

第二十七条  注册建造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经有关监督部门确认后由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记

入注册建造师执业信用档案： 

（一） 第二十二条所列行为； 

（二）未履行注册建造师职责造成质量、安全、环境事故的； 

（三）泄露商业秘密的； 

（四）无正当理由拒绝或未及时签字盖章的； 

（五）未按要求提供注册建造师信用档案信息的； 

（六）未履行注册建造师职责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七）未履行注册建造师职责导致项目未能及时交付使用的； 

（八）不配合办理交接手续的； 

（九）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监督检查的。 

第二十八条  小型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任职条件和小型工程管理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4.8.66）《一级建造师注册实施办法》建市[2007]101 号 

http://www.coc.gov.cn/NewsCenter/Show?tid=16&xxid=3006  

关于印发《一级建造师注册实施办法》的通知  

建市[2007]101 号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山东省建管局，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建设司，总后基

建营房部，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 

  根据《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3 号），我部制定了《一级建造师注册实施办法》，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有何问题，请与我部建筑市场管理司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七年四月十日  一级建造师注册实施办法  一、注册管理体制 

  第一条 为规范一级建造师注册管理工作，依据《行政许可法》、《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3

号）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级建造师注册管理适用本实施办法。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称建设部）为一级建造师注册机关，负责一级建造师注册审批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一级建造

师注册申请受理、初审工作。 

  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部门负责全国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通信与广

电、民航专业一级建造师注册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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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注册申报程序 

  第四条 申请人申请注册前，应当受聘于一个具有建设工程施工或勘察、设计、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

询资质的企业，与聘用企业依法签订聘用劳动合同。申请人向聘用企业如实提供有关申请材料并对内容真实性负责，

通过聘用企业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级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注册申请。   

  第五条 注册申请实行网上和书面相结合的申报方式。申请人应当在中国建造师网（网址：www.coc.gov.cn）

上进行填报，网上申报成功后自动生成打印所需申请表。  

  第六条 注册申请包括初始注册、延续注册、变更注册、增项注册、注销注册和重新注册。注册建造师因

遗失或污损注册证书、执业印章的，可申请补办或更换。 

  第七条 初始注册 

  申请人自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 3 年内可申请初始注册。逾期未申请者应当提供相应专业继续教育证明，其

学习内容应当符合建设部关于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的规定。 

  申请初始注册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一级建造师初始注册申请表》（附表 1-1）；  

  （二）资格证书、学历证书和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申请人与聘用企业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或申请人所在企业出具的劳动、人事、工资关系证明； 

  （四）逾期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供达到继续教育要求证明材料复印件。 

  申报材料由申请表和（二）、（三）、（四）部分合订后的材料附件组成。 

  聘用企业将《企业一级建造师初始注册申请汇总表》（附表 1-2）和申请人的申请表、材料附件报省级建设

主管部门。其中，申请建筑、市政、矿业、机电专业注册的，应当提交申请表一式二份和材料附件一式一份；申请

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通信与广电、民航专业注册的，应当提交申请表一式三份和材料附件一式二

份；申请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通信与广电、民航专业增项注册的，每增加一个专业应当增加申请

表一式一份和材料附件一式一份。 

  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将《省级建设主管部门一级建造师初始注册初审意见表》（附表 1-3）、《省级建设主管部

门一级建造师初始注册初审汇总表(企业申请人)》（附表 1-4）、《省级建设主管部门一级建造师初始注册初审汇总表

(专业)》（附表 1-5）和申请人的申请表、材料附件报建设部。其中，申请建筑、市政、矿业、机电专业注册的，应

当提交申请表一式一份；申请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通信与广电、民航专业注册的，应当提交申请

表一式二份和材料附件一式一份；申请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通信与广电、民航专业增项注册的，

每增加一个专业应当增加申请表一式一份和材料附件一式一份。材料报送按《省级建设主管部门一级建造师注册申

请材料报送目录》（附表 1-6）要求办理。 

  涉及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通信与广电、民航专业申请注册的，建设部将申请人的申请表

一式一份和材料附件一式一份送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 

  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填写《国务院有关部门一级建造师初始注册审核意

见表》（附表 1-7），连同按企业申请人汇总后生成的《国务院有关部门一级建造师初始注册审核汇总表》（附表 1-8）

移送建设部。 

  第八条 延续注册 

  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注册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按照《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七条、第

八条的规定申请延续注册。延续注册的有效期为 3 年。 

  申请延续注册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一级注册建造师延续注册申请表》（附表 2-1）；  

  （二）原注册证书； 

  （三）申请人与聘用企业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或申请人聘用企业出具的劳动、人事、工资关系证明； 

  （四）申请人注册有效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证明材料复印件。 

  申报程序和材料份数按初始注册要求办理。 

  第九条 变更注册 

  在注册有效期内，发生下列情形的，应当及时申请变更注册。变更注册后，有效期执行原注册证书的有效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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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业企业变更的； 

  2、所在聘用企业名称变更的； 

  3、注册建造师姓名变更的。 

  申请变更注册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一级注册建造师变更注册申请表》（附表 3-1）； 

  （二）注册证书原件和执业印章； 

  （三）执业企业变更的，应当提供申请人与新聘用企业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或申请人聘用企业出具的劳

动、人事、工资关系证明，以及工作调动证明复印件（与原聘用企业解除聘用合同或聘用合同到期的证明文件、退

休人员的退休证明）； 

  （四）申请人所在聘用企业名称发生变更的，应当提供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企业所在

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函复印件。 

  （五）注册建造师姓名变更的，应当提供变更后的身份证明原件或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 

  第十条 增项注册 

  注册建造师取得相应专业资格证书可申请增项注册。取得增项专业资格证书超过 3 年未注册的，应当提供

该专业最近一个注册有效期继续教育学习证明。准予增项注册后，原专业注册有效截止日期保持不变。 

  申请增项注册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一级注册建造师增项注册申请表》（附表 4-1）； 

  （二）增项专业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复印件； 

  （三）注册证书原件和执业印章； 

  （四）增项专业达到继续教育要求证明材料复印件。 

  申报程序和材料份数按初始注册要求办理。 

  第十一条 注销注册 

  注册建造师有《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十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由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申请人或其聘用的企业，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一级注册建造师注销注册申请表》（附表 5-1）； 

  （二）注册证书原件和执业印章； 

  （三）符合《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十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证明复印件。 

  注册建造师本人和聘用企业应当及时向省级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注销注册申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注册

机关举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告知注册机关。 

  第十二条  重新注册 

  建造师注销注册或者不予注册的，在重新具备注册条件后，可申请重新注册，重新注册按初始注册要求办

理。 

  申请重新注册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一级建造师重新注册申请表》（附表 6-1）； 

  （二）资格证书、学历证书和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申请人与聘用企业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或聘用企业出具的劳动、人事、工资关系证明； 

  （四）达到继续教育要求证明材料复印件。 

  申报程序和材料份数按初始注册要求办理。 

  第十三条  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补办 

  注册建造师因遗失注册证书、执业印章的，应当向省级建设主管部门申请补办，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一级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补办或污损更换申请表》（附表 7-1） 

  （二）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省级以上报纸刊登的遗失声明原件。 

  第十四条 注册证书、执业印章污损更换 

  注册证书、执业印章污损的，可向省级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更换，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一级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补办或污损更换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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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污损的注册证书原件、执业印章。 

  第十五条  取得一级建造师资格证书的人员，可对应下述专业申请注册：建筑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

民航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矿业工程、机电工程。 

  资格证书所注专业为房屋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的，按建筑工程专业申请注册；资格证书所注专业为矿

山工程的按矿业工程专业申请注册；资格证书所注专业为冶炼工程的，可选矿业工程或机电工程之中的一个专业申

请注册；资格证书所注专业为电力工程、石油化工工程、机电安装工程的，按机电工程专业申请注册。  

  三、受理和初审 

  第十六条 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参照《建设部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工作规程》（建法〔2004〕111 号）规定，

进行一级建造师注册申请的受理、初审工作，注册申请受理和初审工作不得由同一人办理，确保程序合法，行为规

范。 

  第十七条 省级建设主管部门按照初始注册、延续注册、变更注册、增项注册、重新注册、遗失补办、污

损更换和注销注册有关规定，对注册申请人材料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错误的，应当允许

申请人当场更正。 

  申请注册材料齐全、符合规定的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申请人

的注册申请，并向申请人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申请材料不符合本规定或材料不齐全，应当当场或者在 5 日内向申请人出具《行政许可补正有关材料通知

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齐、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注册

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或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申请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企业注册的； 

  （三）未达到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要求的； 

  （四）受到刑事处罚，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五）因执业活动受到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5 年的； 

  （六）因前项规定以外的原因受到刑事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七）被吊销注册证书，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2 年的； 

  （八）在申请注册之日前 3 年内担任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期间，所负责项目发生过重大质量和安全事故的； 

  （九）申请人的聘用企业不符合注册企业要求的； 

  （十）年龄超过 65 周岁的；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 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认真核对资格证书、学历证书、身份证明、

继续教育证明和聘用合同原件与复印件是否一致，按规定填写初审意见。 

  第十九条 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初始注册、重新注册、增项注册，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 日内对

申请人注册条件和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并作出书面初审意见；对申请延续注册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 日内

对申请人注册条件和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并作出书面初审意见。初审意见为不同意的需说明理由。 

  第二十条 军队系统取得一级建造师资格证书人员申请注册，由总后基建营房部负责受理和初审，其材料

报送程序和初审要求，比照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职责范围执行。 

  四、审核与审批 

  第二十一条 对申请初始注册、重新注册、增项注册的，建设部收到初审意见后，20 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

书面决定，审批结果向社会公告。建设部审批时不再组织专家复审，仅对申请人重复注册、举报情况进行核实。国

务院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专业部门，应当自收到全部注册申请材料之日起，在 10 日内审核完毕，

作出书面审核意见汇总后移送建设部。建设部应将审核意见结果汇总后向社会公示 10 日，公示无异议的，准予注

册。 

  第二十二条 对申请变更注册、注销注册，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补办或污损更换的，建设部委托省级

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理，5 日内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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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执业企业、企业名称和注册建造师姓名变更，审查合格的，在注册证书变更注册记

录栏进行登记。跨省变更的，由注册建造师提出变更申请，通过原聘用企业报原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同意后，由调入

地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审查办理。办结 10 日内将《省级建设主管部门一级注册建造师变更注册审批汇总表》（附表 3-

3）报建设部备案。 

  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注销注册办理，销毁收回的注册证书、执业印章，办结 10 日内将《省级建设主管

部门一级注册建造师注销注册汇总表》（附表 5-2）报建设部备案，建设部在中国建造师网上公告注册证书和执业印

章注销情况。 

  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补办或污损更换，销毁更换收回的注册证书、执业印章，

办结 10 日内将《省级建设主管部门一级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执业印章补发或更换汇总表》（附表 7-2）报建设部

备案。建设部在中国建造师网上公告注册证书、执业印章补办或更换情况。 

  第二十三条 对申请延续注册的，建设部收到初审意见后，10 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审批结果向

社会公告。建设部审批时不再组织专家进行复审，仅对申请人重复注册、举报情况进行核实。国务院铁路、交通、

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专业部门应自收到全部注册申报材料之日起，5 日内审核完毕，作出书面审核意见汇总后

移送建设部。建设部将审核结果汇总后向社会公示 10 日，公示无异议的，准予注册。审批日期为注册证书签发日

期，注册证书自签发之日起有效期 3 年，执业印章与注册证书有效期相同。 

  第二十四条 建设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日内，向准予注册的申请人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注

册证书》，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在注册证书照片上加盖骑缝钢印；经审批同意延续注册、增项注册、注销注册的，

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在注册证书内页加贴建设部统一印制的防伪贴，并加盖骑缝印章。 

  经审批同意初始注册、延续注册、增项注册、重新注册的，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注册证书、执业印章统

一编号后发放，办结 10 日内将《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发放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执业印章汇总表》（附表 1-9）报建

设部备案。 

  五、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第二十五条  注册证书 

  注册证书采用墨绿纸制材料，形状为长方形，长 124mm，宽 87mm，由建设部统一印制。 

  （一）注册证书采用两种编号体系。注册编号由一个汉字和 12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证书编号为全国注册

证书印制流水号；  

  （二）注册编号规则适用于一级注册建造师和二级注册建造师的注册编号。注册编号的汉字和各组数字的

含义为： 

  1、编号首位汉字表示现注册省份简称，如：北京为“京”。总后基建营房部简称“军”； 

  2、第 2 位表示注册建造师级别，一级为 1，二级为 2； 

  3、第 3、4 位表示初始注册时受聘企业所在地省级行政区划代码，如北京为“11”、湖北为“42”等。总

后基建营房部代码为 99； 

  4、第 5、6 位表示取得资格证书年份，如 2005 年取得资格证书的，表示为“05”； 

  5、第 7、8 位表示初始注册年份，如 2007 年初始注册的，表示为“07”； 

  6、第 9-13 位表示初始注册时，申请人在注册申请地省级注册流水号，如第 1 个表示为“00001”。 

  例如：京 111050700001，表示该注册建造师的现注册地是北京，级别是一级，首次注册地是北京，资格证

书为 2005 年取得，首次注册年份为 2007 年，首次注册时流水号是 00001。 

  （三）注册编号首位汉字代表当期注册地，其它数字编号一经注册不得改变。延续注册、变更注册和重新

注册的，编号首位汉字随注册省份改变而改变，数字编号仍沿用初始注册时编号。 

  （四）注册证书的注册编号与执业印章的注册编号相同。 

  第二十六条  执业印章 

  （一）、执业印章式样 

  执业印章式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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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印章形式为同心双椭圆。规格分别为：外圆长轴 50mm、短轴 36mm，内圆长轴 36mm、短轴 22mm，

印模颜色为深蓝色。 

  2、执业印章按样章的规格、形式制作，并依次标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印章”，宋体、字高 4mm； 

  （2）印章持有人姓名，中隶书、字高 4mm； 

  （3）注册编号与印章校验码，宋体、字高 3.5mm； 

  （4）注册专业，宋体、字高 3mm； 

  （5）执业印章有效期截止日期，宋体、字高 2.5mm； 

  （6）聘用企业名称，宋体、字高 4mm。 

  3、“京 111050700001（02）”中,“京 111050700001”为注册编号，02 为印章校验码。 

  4、样章中“2010.09.07”表示印章有效截止日期是 2010 年 9 月 7 日。 

  （二）执业印章校验码 

  印章校验码由 2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表示印章遗失作废后补办印章的累计次数。初始注册时校验码为 00，

第 1 次补办为 01，最多次数为 99。 

  （三）注册专业简称 

  建筑工程专业简称“建筑”，公路工程专业简称“公路”，铁路工程专业简称“铁路”，民航工程专业简称

“民航”，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简称“港航”，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简称“水利”，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简称“市政”，通

信广电工程专业简称“通信”，矿业工程专业简称“矿业”，机电工程专业简称“机电”。各专业简称之间由一个空

格“ ”连接，表示有多个注册专业，如“建筑 公路”表示建筑工程专业、公路工程专业。 

  （四）无论申请人注册一个专业还是多个专业，只能核发一本注册证书和一枚执业印章。 

  （五）注册多个专业，由于专业增项注册、延续注册、注销注册导致专业之间注册有效截止日期不同的，

执业印章有效截止日期为注册有效期最早截止专业的日期。 

  六、其他 

  第二十七条 一级建造师注册后，在领取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时，应当同时向申请地省级建设主管部门交

回原建筑业企业一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证书销毁并报建设部备案。 

  第二十八条 建设部不收取一级建造师注册费和注册证书费。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在注册工作中发生的相关

费用，请商同级有关主管部门解决。印章制作费标准请省级建设主管部门报省级物价管理部门核定。 

  第二十九条  二级建造师注册管理 

  二级建造师申请注册，由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受理和审批，具体审批程序由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参照本实施办法制定。对批准注册的，核发由建设部统一样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和执业印

章，并在核发证书后 30 日内报建设部备案。 

  第三十条  本实施办法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一级建造师初始注册申请表 

   ·一级注册建造师延续注册申请表 

   ·一级注册建造师变更注册申请表 

   ·一级注册建造师增项注册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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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注册建造师注销注册申请表 

   ·一级建造师重新注册申请表 

   ·一级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补办或污损更换申请表  

 

 

4.8.67）《＜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建标〔2002〕187 号 

http://www.gxzj.com.cn/news.aspx?id=5597  

关于印发《＜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建标〔2002〕187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国务院有关部门：  

为了贯彻《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75 号），加强对造价工程师注册工作的管理，推进造价工

程师注册制度的健康发展，我部制订了《＜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75 号），加强对造价工程师注册工作的管理，推进造价工程

师注册制度的健康发展。结合造价工程师注册工作的具体情况，提出实施意见，如下：  

一、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  

（一）初始注册的条件  

1、经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统一考试合格，且无《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第六条中所列情形的人员；  

2、在下述单位从事工程造价工作的人员：  

（1）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咨询单位；  

（2）工程建设领域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工程造价（定额）管理、招标代理、工程监理等单位；  

（3）教育岗位直接从事工程造价理论研究或教学工作。  

（二）初始注册程序及要求  

1、每年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统一考试成绩公布后第 3 个月，由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发布注册通知。

申请人应到相应的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申办注册手续；  

2、申请人应在发布注册通知后 15 日内，将《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申请表》、本人考试合格证书及应提交的申

报材料一并报所在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  

3、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应在 40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并签署意见后，报中国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进行复审；  

4、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在 40 个工作日内，对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报送的申请材料进行复审，复审合格

后报建设部审核；  

5、建设部审核合格后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无异议者，由各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到中国建设工

程造价管理协会领取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  

6、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在领取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后，应按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关于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

执业专用章制作等有关问题通知的函》（建标造函[2001]50 号）的有关要求，将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和造价工程师

执业专用章及时发给注册人员。  

（三）初始注册申报材料的要求  

1、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申请表（一式两份）；  

2、造价工程师考试合格证书或考试合格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原件由注册机构审核加盖“已申请注册”专用

章后退还本人）；  

3、学历证明和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在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注册的人员，应提交其所在单位工程造价咨询资质证书复印件，其中在专营工程造价

咨询、会计师及评估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注册的人员，尚应提交本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才交流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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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代理合同、单位聘用合同及交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凭证；  

5、从事工程造价工作年限证明；  

6、申请人应根据所在工程造价业务岗位提供以下相应的工作业绩证明：  

（1）近两年已完成编制或审核的单项或单位工程的估算、概算、预算、标底、结算等成果文件及相应的委托

书或合同书一份；  

（2）近两年参加编制或审核的全国统一定额或地区统一定额等计价依据的工作报告两份；  

（3）近两年发表的工程造价理论研究的报告两份。  

（四）未按规定进行初始注册，其全国造价工程师考试合格成绩可保留，但每年必须参加造价工程师的继续教

育并达到要求，以便再次申请初始注册。  

二、造价工程师续期注册  

（一）续期注册的条件  

1、注册有效期满要求继续执业、且无《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中规定情形的人员；  

2、在注册期内参加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年检合格的人员。  

（二）续期注册的办理程序：  

1、申请人向聘用单位提出续期注册申请；  

2、聘用单位审核同意后，将续期注册申请表、注册证书、执业期间工作业绩证明、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证书

及聘用合同一并报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  

3、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初审合格的人员，准予续期注册；并在注册证书中续期注册

栏内签署意见；  

4、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应当在准予续期注册后三十日内，按规定格式填写《造价工程师续期注册情况统计表》、

《造价工程师未通过续期注册人员统计表》和相应的软盘，并报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备案。  

（三）未按规定进行续期注册或经续期注册不合格的人员，由建设部注销其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并予以公告。  

三、造价工程师变更注册  

（一）变更注册的办理程序：  

1、申请人在变更工作单位后两个月内，需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2、若变更工作单位属于原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所辖范围的，应到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办理变更注册，省级、

部门注册机构对予以注册变更的，应在其注册证书的变更注册栏内签署意见；申请人的注册证书、执业证章编号不

变；  

3、若变更工作单位跨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进行变更时，申请人应按以下规定办理变更：  

（1）申请人需持变更申请表、原聘用单位解聘证明或到期合同、现聘用单位聘用合同向原注册机构提出申请；  

（2）原注册机构审核后，收回其原执业专用章，并出具同意注册变更的意见；申请人的注册证书、执业证章

编号需重新更换。  

（3）新注册机构对申请人变更资料审核后，出具同意变更意见并连同原注册机构的有关材料及原注册证书，

一并报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审核；  

（4）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审核同意后，为准予跨注册机构的变更注册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并在其注册

证书的变更注册栏内签署意见；  

（二）各省级、部门注册机构在每个季度的第一周将申请变更注册人员资料汇总，并报建设部备案。  

四、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  

（一）造价工程师应当按规定自觉接受继续教育，不断提高专业理论和执业水平。造价工程师每年参加继续教

育的时间累计不得少于 40 学时；  

（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另行制定。  

五、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年检  

（一）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实行年检制度。凡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的造价工程师应接受年检。  

（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年检应报送下列材料：  

1、《造价工程师上年度从事工程造价业务情况汇总表》；  

2、造价工程师上年度完成的三个典型业务报告封面复印件（反映本人执业单位和执业专用章使用情况）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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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工程造价业务报告；  

3、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证书复印件（反映本人上年度继续教育情况）。  

（三）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造价工程师，不予通过年检：  

1、无工作业绩证明的；  

2、调离工程造价业务岗位的；  

3、同时在两个以上单位执业的；  

4、未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或继续教育不合格的；  

5、在工程造价业务活动中有过失，造成重大损失，并受到行政处罚的。  

（四）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年检由省级、部门注册机构根据本实施意见，在每年第一季度进行；  

（五）年检合格的，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应在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上加盖“年检合格专用章”；  

（六）造价工程师未通过年检的，限期整改，整改期间必须参加 40 小时的培训，并不得执行工程造价咨询业

务。  

（七）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应在每年四月三十日前，按规定格式填写《造价工程师年检情况统计表》、《造价工

程师未通过年检人员统计表》和输入相应的软盘，并报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备案。  

（八）年检不合格的，由建设部注销其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并予以公告。  

六、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执业专用章的管理  

（一）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由建设部统一印制，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由各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按照建设部标

准定额司的有关要求制作；  

（二）注册证书及执业专用章有效期为四年，在发新注册证书及执业专用章的同时，由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将

注册证书及专用章收回；  

（三）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执业专用章如有丢失，本人应登报声明，并到有关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备案，及

时办理补办手续；  

（四）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是造价工程师从事业务活动的有效证明；省级或部门注册

机构在领取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后，应及时发至本人保管。  

（五）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不得伪造、涂改、转借、抵押和损毁。  

（六）未通过续期注册或连续两年年检不合格的造价工程师的注册证书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由省级或部门

注册机构收回。  

七、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的使用  

（一）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分 A 或 B 两类。A 类为在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单位的注册人员使用；B 类为

除 A 类以外，其他符合注册条件的人员使用；  

（二）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工程投资估算、概预算、招标标底，投标报价、工程结算和工程造价鉴定文件）应

加盖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  

八、本实施意见自二○○二年九月一日起执行，此前制定的各项规定，如有与实施意见有抵触者，以本实施意

见为准。  

九、本实施意见由建设部标准定额司负责解释。 

 

 

 

 

4.8.68）《关于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行为的通知》（建房[2016]223 号） 

http://hdzjw.bjhd.gov.cn/bszn/qygl/201208/t20120828_442686.htm  

http://jst.jl.gov.cn/zwgk/xmsp/200809/t20080919_446197.html  

http://www.mohurd.gov.cn/wbdt//bsdtqyfdcys/200611/t20061122_234602.html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 

建房[2016]223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房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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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净化房地产市场环境，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现

就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积极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规范经营 

  各级房地产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对稳定房地产市场的

重大意义，通过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强监管创新，加快构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依法保护

合法经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正当利益，严肃查处房地产开发企业违法违规等不正当经营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的房地

产市场环境。 

  房地产开发企业要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恪守对消费者在商品和服务质量方面的承诺；要发布真实房源信

息和广告，严格执行商品房销售的有关规定，实行明码标价制度，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接受政府和公众监督，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向消费者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赢得市场。 

  二、依法查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正当经营行为 

  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了追求不正当利益，存在违法违规等不正当经营行为，其中包括： 

  （一）发布虚假房源信息和广告； 

  （二）通过捏造或者散布涨价信息等方式恶意炒作、哄抬房价； 

  （三）未取得预售许可证销售商品房； 

  （四）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以认购、预订、排号、发卡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定金、预订

款等费用，借机抬高价格； 

  （五）捂盘惜售或者变相囤积房源； 

  （六）商品房销售不予明码标价，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房屋或者收取未标明的费用； 

  （七）以捆绑搭售或者附加条件等限定方式，迫使购房人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价格； 

  （八）将已作为商品房销售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销售给他人； 

  （九）其他不正当经营行为。 

  对存在上述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各级房地产主管部门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依法严肃查处。不正当经

营行为应当由其他部门处理的，及时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此基础上，各级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视情节轻重，对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以下措施： 

  （一）书面警示； 

  （二）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 

  （三）公开通报企业不正当经营行为； 

  （四）列入严重违法失信房地产开发企业名单； 

  （五）由资质许可机关在资质审查中重点审核。 

  各地要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抓好落实，并结合实际制定相关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 年 10月 10日 

 

4.8.69）《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弄虚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建市[2011]200 号 2011-12-8）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112/t20111221_208038.html  

关于印发《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弄虚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建交委），北京市规委，山东省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

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局），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管理局： 

  为加强建筑市场的准入清出管理，严肃查处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我部制定了《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弄虚作假行为处理办

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弄虚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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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弄虚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和维护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建筑市场秩序，加强建筑市场的准入清出管理，严肃查处建

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资质申报，是指工程勘察资质、工程设计资质、建筑业企业资质、工程监理企业

资质、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资质的首次申请、升级、增项、延续（就位）等。 

   第三条 企业申报资质，必须按照规定如实提供有关申报材料，凡与实际情况不符，有伪造、虚报相关数

据或证明材料行为的，可认定为弄虚作假。 

   第四条 对涉嫌在企业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行为的核查、认定和处理，应当坚持实事求是、责任追究与教

育防范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按照行政审批权限，对涉嫌在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企业进

行核查处理，不在行政审批权限范围内的，应当及时将相关情况逐级上报至有权限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研究处

理。涉嫌在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的企业应配合接受核查，并在规定时限内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部门在资质审查中发现弄虚作假行为的，应将有关情况告知同级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并配合核查。 

   第六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可委托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涉嫌在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的企业进行

核查。受委托部门应在规定时限内将核查的有关情况、原始材料和处理建议上报。 

   第七条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每半年将资质申报中对弄虚作假行为的处理结果汇总上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备案。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举报企业在申报资质中弄虚作假的行为。对能提

供基本事实线索或相关证明材料的举报，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予受理，并为举报单位或个人保密。 

   第九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之间应当建立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行为的协查机制。协助核查的主管部

门应当予以配合，并在规定时限内书面反馈核查情况。 

   第十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涉嫌申报资质中弄虚作假企业的核查，可要求

被核查企业提供相关材料；核查期间，暂不予做出该申报行政许可决定，核查时间不计入审批时限。 

  第十一条 因涉嫌在资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被核查的企业，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核查。 

  第十二条 对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的企业，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行政审批权限依法给予警告，并作

如下处理： 

   （一）企业新申请资质时弄虚作假的，不批准其资质申请，企业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项资质； 

   （二）企业在资质升级、增项申请中弄虚作假的，不批准其资质申请，企业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项资

质升级、增项； 

   （三）企业在资质延续申请中弄虚作假的，不予延续；企业按低一等级资质或缩小原资质范围重新申请核

定资质，并一年内不得申请该项资质升级、增项。 

   第十三条 对弄虚作假取得资质的企业，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撤销其相应资质，且

自撤销资质之日起三年内不得申请该项资质。 

   第十四条 被核查企业拒绝配合调查，或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供相应反映真实情况说明材料的，不批准其资

质申报。 

   第十五条 受住房城乡建设部委托进行核查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逾期未上报核查结果的，住房

城乡建设部给予通报批评，且不批准被核查企业的资质申请。 

   第十六条 对参与企业资质申报弄虚作假或为企业提供虚假证明的有关单位或个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或抄报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第十七条 对参与企业资质申报弄虚作假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由其上级行政机

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企业资质申报中的弄虚作假行为作为企业或个人不良行为在全国诚

信信息平台予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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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对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招标代理企业资质申报中弄虚作

假行为的处理办法》（建市[2002]40 号）同时废止。        

 

 

4.8.70）《工程监理企业资质标准》 

http://www.mohurd.gov.cn/wbdt/xzzx/zzfjbz/200706/t20070601_160453.html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标准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分为综合资质、专业资质和事务所三个序列。综合资质只设甲级。专业资质原则上分为

甲、乙、丙三个级别，并按照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划分为 14 个专业工程类别（附表 2）；除房屋建筑、水利水电、

公路和市政公用四个专业工程类别设丙级资质外，其它专业工程类别不设丙级资质。事务所不分等级。 

  一、资质标准 

  （一）综合资质标准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不少于 600 万元。 

  2、企业技术负责人应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 15 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或者具有工程类高级

职称。 

  3、具有 5 个以上工程类别的专业甲级工程监理资质。 

  4、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少于 60 人，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5 人，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

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其它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合计不少于 15 人次。 

  5、企业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6、企业具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7、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企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 

  8、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9、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

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二）专业资质标准 

  1、甲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不少于 300 万元。 

  （2）企业技术负责人应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 15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或者具有工程类高

级职称。 

  （3）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

其它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合计不少于 25 人次；其中，相应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少于《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

人数配备表》（附表 1）中要求配备的人数，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2 人。 

  （4）企业近 2 年内独立监理过 3 个以上相应专业的二级工程项目，但是，具有甲级设计资质或一级及以

上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申请本专业工程类别甲级资质的除外。 

  （5）企业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6）企业具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7）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企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 

  （8）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9）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

生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2、乙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 万元。 

  （2）企业技术负责人应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 10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 

  （3）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

其它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合计不少于 15 人次。其中，相应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少于《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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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配备表》（附表 1）中要求配备的人数，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1 人。 

  （4）有较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5）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6）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企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 

  （7）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8）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

生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3、丙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不少于 50 万元。 

  （2）企业技术负责人应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８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 

  （3）相应专业的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少于《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配备表》（附表 1）中要求配备的

人数。 

  （4）有必要的质量管理体系、档案管理和规章制度。 

  （5）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三）事务所资质标准 

  1、取得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具有书面合作协议书。 

  2、合伙人中有不少于 3 名注册监理工程师，合伙人均有 5 年以上从事建设工程监理的工作经历。 

  3、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4、有必要的质量管理体系、档案管理和规章制度。 

  5、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二、业务范围 

  （一）综合资质 

  可以承担所有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以及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相关服

务。 

  （二）专业甲级资质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附表 2)，以及相应类别建设程的项目管理、技

术咨询等相关服务。 

  （三）专业乙级资质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二级(含二级)以下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附表 2)，以及相应类别和级

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相关服务。 

  （四）专业丙级资质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三级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附表 2)，以及相应类别和级别建设工程的

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相关服务。 

  （五）事务所资质 

可承担三级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附表 2)，以及相应类别和级别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相

关服务。但是，国家规定必须实行强制监理的建设工程监理业务除外。 

附表 1 

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配备表 

（单位：人） 

序号 工程类别 甲级 乙级 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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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屋建筑工程 15 10 5 

2 冶炼工程 15 10   

3 矿山工程 20 12   

4 化工石油工程 15 10   

5 水利水电工程 20 12 5 

6 电力工程 15 10   

7 农林工程 15 10   

8 铁路工程 23 14   

9 公路工程 20 12 5 

10 港口与航道工程 20 12   

11 航天航空工程 20 12   

12 通信工程 20 12   

13 市政公用工程 15 10 5 

14 机电安装工程 15 10   

注：表中各专业资质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配备是指企业取得本专业工程类别注册的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 

  

附表 2 

专业工程类别和等级表 

  

序号 工程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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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房屋 

建筑 

工程 

一般公共建筑 

28 层以上；36 米跨度以上

（轻钢结构除外）；单项工

程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 

14—28 层；24—36 米跨度

（轻钢结构除外）；单项工

程建筑面积 1 万—3 万平方

米 

14 层以下；24 米跨度

以下（轻钢结构除

外）；单项工程建筑面

积 1 万平方米以下 

高耸构筑工程 高度 120 米以上 高度 70—120 米 高度 70 米以下 

住宅工程 

小区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

以上；单项工程 28 层以上 

建筑面积 6 万—12 万平方

米；单项工程 14—28 层 

建筑面积 6 万平方米以

下；单项工程 14 层以

下 

二 

冶炼 

工程 

钢铁冶炼、连

铸工程 

年产 100 万吨以上；单座高

炉炉容 1250 立方米以上；

单座公称容量转炉 100 吨以

上；电炉 50 吨以上；连铸

年产 100 万吨以上或板坯连

铸单机 1450 毫米以上 

年产 100 万吨以下；单座高

炉炉容 1250 立方米以下；

单座公称容量转炉 100 吨以

下；电炉 50 吨以下；连铸

年产 100 万吨以下或板坯连

铸单机 1450 毫米以下 

  

轧钢工程 

热轧年产 100 万吨以上，装

备连续、半连续轧机；冷轧

带板年产 100 万吨以上，冷

轧线材年产 30 万吨以上或

装备连续、半连续轧机。 

热轧年产 100 万吨以下，装

备连续、半连续轧机；冷轧

带板年产 100 万吨以下，冷

轧线材年产 30 万吨以下或

装备连续、半连续轧机 

  

冶炼辅助工程 

炼焦工程年产 50 万吨以上

或炭化室高度 4．3 米以

上；单台烧结机 100 平方米

炼焦工程年产 50 万吨以下

或炭化室高度 4．3 米以

下；单台烧结机 1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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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小时制氧 300 立方米

以上 

以下：小时制氧 300 立方米

以下 

有色冶炼工程 

有色冶炼年产 10 万吨以

上；有色金属加工年产 5 万

吨以上；氧化铝工程 40 万

吨以上 

有色冶炼年产 10 万吨以

下；有色金属加工年产 5 万

吨以下；氧化铝工程 40 万

吨以下 

  

建材工程 

水泥日产 2000 吨以上；浮

化玻璃日熔量 400 吨以上；

池窑拉丝玻璃纤维、特种纤

维；特种陶瓷生产线工程 

水泥日产 2000 吨以下：浮

化玻璃日熔量 400 吨以下；

普通玻璃生产线；组合炉拉

丝玻璃纤维；非金属材料、

玻璃钢、耐火材料、建筑及

卫生陶瓷厂工程 

  

三 

矿山 

工程 

煤矿工程 

年产 120 万吨以上的井工矿

工程；年产 120 万吨以上的

洗选煤工程；深度 800 米以

上的立井井筒工程；年产

400 万吨以上的露天矿山工

程 

年产 120 万吨以下的井工矿

工程；年产 120 万吨以下的

洗选煤工程；深度 800 米以

下的立井井筒工程：年产

400 万吨以下的露天矿山工

程 

  

冶金矿山工程 

年产 100 万吨以上的黑色矿

山采选工程；年产 100 万吨

以上的有色砂矿采、选工

年产 100 万吨以下的黑色矿

山采选工程；年产 100 万吨

以下的有色砂矿采、选工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715 页 共 3277 页 

程；年产 60 万吨以上的有

色脉矿采、选工程 

程；年产 60 万吨以下的有

色脉矿采、选工程 

化工矿山工程 

年产 60 万吨以上的磷矿、

硫铁矿工程 

年产 60 万吨以下的磷矿、

硫铁矿工程 

  

铀矿工程 

年产 10 万吨以上的铀矿；

年产 200 吨以上的铀选冶 

年产 10 万吨以下的铀矿；

年产 200 吨以下的铀选冶 

  

建材类非金属

矿工程 

年产 70 万吨以上的石灰石

矿；年产 30 万吨以上的石

膏矿、石英砂岩矿 

年产 70 万吨以下的石灰石

矿；年产 30 万吨以下的石

膏矿、石英砂岩矿 

  

四 

化工 

石油 

工程 

油田工程 

原油处理能力 150 万吨／年

以上、天然气处理能力 150

万方／天以上、产能 50 万

吨以上及配套设施 

原油处理能力 150 万吨／年

以下、天然气处理能力 150

万方／天以下、产能 50 万

吨以下及配套设施 

  

油气储运工程 

压力容器 8MPa 以上；油气

储罐 10 万立方米／台以

上；长输管道 120 千米以上 

压力容器 8MPa 以下；油气

储罐 10 万立方米／台以

下；长输管道 120 千米以下 

  

炼油化工工程 

原油处理能力在 500 万吨／

年以上的一次加工及相应二

次加工装置和后加工装置 

原油处理能力在 500 万吨／

年以下的一次加工及相应二

次加工装置和后加工装置 

  

基本原材料工

程 

年产 30 万吨以上的乙烯工

程；年产 4 万吨以上的合成

年产 30 万吨以下的乙烯工

程；年产 4 万吨以下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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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合成树脂及塑料和化

纤工程 

橡胶、合成树脂及塑料和化

纤工程 

化肥工程 

年产 20 万吨以上合成氨及

相应后加工装置；年产 24

万吨以上磷氨工程 

年产 20 万吨以下合成氨及

相应后加工装置；年产 24

万吨以下磷氨工程 

  

酸碱工程 

年产硫酸 16 万吨以上；年

产烧碱 8 万吨以上；年产纯

碱 40 万吨以上 

年产硫酸 16 万吨以下；年

产烧碱 8 万吨以下；年产纯

碱 40 万吨以下 

  

轮胎工程 年产 30 万套以上 年产 30 万套以下   

核化工及加工

工程 

年产 1000 吨以上的铀转换

化工工程；年产 100 吨以上

的铀浓缩工程；总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乏燃料后处理工

程；年产 200 吨以上的燃料

元件加工工程；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的核技术及

同位素应用工程 

年产 1000 吨以下的铀转换

化工工程；年产 100 吨以下

的铀浓缩工程；总投资 10

亿元以下的乏燃料后处理工

程；年产 200 吨以下的燃料

元件加工工程；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下的核技术及

同位素应用工程 

  

医药及其它化

工工程 

总投资 1 亿元以上 总投资 1 亿元以下   

五 水库工程 总库容 1 亿立方米以上 总库容 1 千万—1 亿立方米 

总库容 1 千万立方米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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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 

水电 

工程 

水力发电站工

程 

总装机容量 300MW 以上 

总装机容量 50MW—

300MW 

总装机容量 50MW 以

下 

其它水利工程 

引调水堤防等级 1 级；灌溉

排涝流量 5 立方米／秒以

上；河道整治面积 30 万亩

以上；城市防洪城市人口 50

万人以上；围垦面积 5 万亩

以上；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面

积 1000 平方公里以上 

引调水堤防等级 2、3 级；

灌溉排涝流量 0．5—5 立方

米／秒；河道整治面积 3 万

—30 万亩；城市防洪城市

人口 20 万—50 万人；围垦

面积 0．5 万—5 万亩；水

土保持综合治理面积 100—

1000 平方公里 

引调水堤防等级 4、5

级；灌溉排涝流量 0．5

立方米／秒以下；河道

整治面积 3 万亩以下；

城市防洪城市人口 20

万人以下；围垦面积

0．5 万亩以下；水土保

持综合治理面积 100 平

方公里以下 

六 

电力 

工程 

火力发电站工

程 

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以上 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以下   

输变电工程 330 千伏以上 330 千伏以下   

核电工程 核电站；核反应堆工程     

七 

农林 

工程 

林业局（场）

总体工程 

面积 35 万公顷以上 面积 35 万公顷以下   

林产工业工程 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 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下   

农业综合开发

工程 

总投资 3000 万元以上 总投资 3000 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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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工程 

2 万亩以上或总投资 1500

万元以上； 

2 万亩以下或总投资 1500

万元以下 

  

兽医／畜牧工

程 

总投资 1500 万元以上 总投资 1500 万元以下   

渔业工程 

渔港工程总投资 3000 万元

以上；水产养殖等其他工程

总投资 1500 万元以上 

渔港工程总投资 3000 万元

以下；水产养殖等其他工程

总投资 1500 万元以下 

  

设施农业工程 

设施园艺工程 1 公顷以上；

农产品加工等其他工程总投

资 1500 万元以上 

设施园艺工程 1 公顷以下；

农产品加工等其他工程总投

资 1500 万元以下 

  

核设施退役及

放射性三废处

理处置工程 

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 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下   

八 

铁路 

工程 

铁路综合工程 

新建、改建一级干线；单线

铁路 40 千米以上；双线 30

千米以上及枢纽 

单线铁路 40 千米以下；双

线 30 千米以下；二级干线

及站线；专用线、专用铁路 

  

铁路桥梁工程 桥长 500 米以上 桥长 500 米以下   

铁路隧道工程 

单线 3000 米以上；双线

1500 米以上 

单线 3000 米以下；双线

1500 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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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通信、信

号、电力电气

化工程 

新建、改建铁路（含枢纽、

配、变电所、分区亭）单双

线 200 千米及以上 

新建、改建铁路（不含枢

纽、配、变电所、分区亭）

单双线 200 千米及以下 

  

九 

公路 

工程 

公路工程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路基工程及一级公

路 

一级公路路基工程及二

级以下各级公路 

公路桥梁工程 

独立大桥工程；特大桥总长

1000 米以上或单跨跨径

150 米以上 

大桥、中桥桥梁总长 30—

1000 米或单跨跨径 20—

150 米 

小桥总长 30 米以下或

单跨跨径 20 米以下；

涵洞工程 

公路隧道工程 隧道长度 1000 米以上 隧道长度 500—1000 米 隧道长度 500 米以下 

其它工程 

通讯、监控、收费等机电工

程，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

施、环保工程和沿线附属设

施 

一级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环

保工程和沿线附属设施 

二级及以下公路交通安

全设施、环保工程和沿

线附属设施 

十 

港口与

航道工

程 

港口工程 

集装箱、件杂、多用途等沿

海港口工程 20000 吨级以

上；散货、原油沿海港口工

程 30000 吨级以上；1000

吨级以上内河港口工程 

集装箱、件杂、多用途等沿

海港口工程 20000 吨级以

下；散货、原油沿海港口工

程 30000 吨级以下；1000

吨级以下内河港口工程 

  

通航建筑与整

治工程 

1000 吨级以上 1000 吨级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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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工程 

通航 30000 吨级以上船舶沿

海复杂航道；通航 1000 吨

级以上船舶的内河航运工程

项目 

通航 30000 吨级以下船舶沿

海航道；通航 1000 吨级以

下船舶的内河航运工程项目 

  

修造船水工工

程 

10000 吨位以上的船坞工

程；船体重量 5000 吨位以

上的船台、滑道工程 

10000 吨位以下的船坞工

程；船体重量 5000 吨位以

下的船台、滑道工程 

  

防波堤、导流

堤等水工工程 

最大水深 6 米以上 最大水深 6 米以下   

其它水运工程

项目 

建安工程费 6000 万元以上

的沿海水运工程项目；建安

工程费 4000 万元以上的内

河水运工程项目 

建安工程费 6000 万元以下

的沿海水运工程项目；建安

工程费 4000 万元以下的内

河水运工程项目 

  

十一 

航天航

空工程 

民用机场工程 

飞行区指标为 4E 及以上及

其配套工程 

飞行区指标为 4D 及以下及

其配套工程 

  

航空飞行器 

航空飞行器（综合）工程总

投资 1 亿元以上；航空飞行

器（单项）工程总投资

3000 万元以上 

航空飞行器（综合）工程总

投资 1 亿元以下；航空飞行

器（单项）工程总投资

3000 万元以下 

  

航天空间飞行

器 

工程总投资 3000 万元以

上；面积 3000 平方米以

上：跨度 18 米以上 

工程总投资 3000 万元以

下；面积 3000 平方米以

下；跨度 18 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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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通信工

程 

有线、无线传

输通信工程，

卫星、综合布

线 

省际通信、信息网络工程 省内通信、信息网络工程   

邮政、电信、

广播枢纽及交

换工程 

省会城市邮政、电信枢纽 地市级城市邮政、电信枢纽   

发射台工程 

总发射功率 500 千瓦以上短

波或 600 千瓦以上中波发射

台；高度 200 米以上广播电

视发射塔 

总发射功率 500 千瓦以下短

波或 600 千瓦以下中波发射

台；高度 200 米以下广播电

视发射塔 

  

十三 

市政公

用工程 

城市道路工程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城市

互通式立交桥及单孔跨径

100 米以上桥梁；长度

1000 米以上的隧道工程 

城市次干路工程，城市分离

式立交桥及单孔跨径 100 米

以下的桥梁；长度 1000 米

以下的隧道工程 

城市支路工程、过街天

桥及地下通道工程。 

给水排水工程 

10 万吨／日以上的给水厂；

5 万吨／日以上污水处理工

程；3 立方米／秒以上的给

水、污水泵站；15 立方米／

秒以上的雨泵站；直径 2．5

米以上的给排水管道 

2 万—10 万吨／日的给水

厂；1 万—5 万吨／日污水

处理工程；1—3 立方米／

秒的给水、污水泵站；5—

15 立方米／秒的雨泵站；

直径 1—2．5 米的给水管

2 万吨／日以下的给水

厂；1 万吨／日以下污

水处理工程；1 立方米

／秒以下的给水、污水

泵站；5 立方米／秒以

下的雨泵站；直径 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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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直径 1．5—2．5 米的

排水管道 

以下的给水管道；直径

1．5 米以下的排水管道 

燃气热力工程 

总储存容积 1000 立方米以

上液化气贮罐场（站）；供

气规模 15 万立方米／日以

上的燃气工程；中压以上的

燃气管道、调压站；供热面

积 150 万平方米以上的热力

工程 

总储存容积 1000 立方米以

下的液化气贮罐场（站）；

供气规模 15 万立方米／日

以下的燃气工程；中压以下

的燃气管道、调压站；供热

面积 50 万—150 万平方米

的热力工程 

供热面积 50 万平方米

以下的热力工程 

垃圾处理工程 

1200 吨／日以上的垃圾焚

烧和填埋工程。 

500—1200 吨／日的垃圾焚

烧及填埋工程 

500 吨／日以下的垃圾

焚烧及填埋工程 

地铁轻轨工程 各类地铁轻轨工程。     

风景园林工程 总投资 3000 万元以上 

总投资 1000 万—3000 万

元 

总投资 1000 万元以下 

十四 

机电安

装工程 

机械工程 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 总投资 5000 万以下   

电子工程 

总投资 1 亿元以上；含有净

化级别 6 级以上的工程 

总投资 1 亿元以下；含有净

化级别 6 级以下的工程 

  

轻纺工程 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 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下   

兵器工程 

建安工程费 3000 万元以上

的坦克装甲车辆、炸药、弹

箭工程；建安工程费 2000

建安工程费 3000 万元以下

的坦克装甲车辆、炸药、弹

箭工程；建安工程费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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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上的枪炮、光电工

程；建安工程费 1000 万元

以上的防化民爆工程 

万元以下的枪炮、光电工

程；建安工程费 1000 万元

以下的防化民爆工程 

船舶工程 

船舶制造工程总投资 1 亿元

以上；船舶科研、机械、修

理工程总投资 5000 万元以

上 

船舶制造工程总投资 1 亿元

以下；船舶科研、机械、修

理工程总投资 5000 万元以

下 

  

其它工程 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 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下   

  说明 

  1、表中的“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2、未列入本表中的其他专业工程，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在相应的工程类别中划分等级。 

  3、房屋建筑工程包括结合城市建设与民用建筑修建的附建人防工程。 

 

 

4.8.71）《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实施办法》和《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实施办法》 (  发改办价格[2005]2597

号 2005 年 11 月 28 日) 

http://www.ndrc.gov.cn/fzgggz/jggl/zcfg/200606/t20060602_71752.html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实施办法》和《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实施办法》

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2005]259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物价局： 

    为贯彻《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第 412 号令)，

依法做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和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以下简称“双认定”)管理工作，根据《价格评估人

员执业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33 号令)和《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32 号令)，我们制定了《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实施办法》和《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

们，请按照执行。为确保“双认定”工作的顺利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对“双认定”工作的组织领导。“双认定”工作对于规范价格评估人员和机构的执业行为，促进价

格评估行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各地要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和要求，依法推进“双认定”工作的有

序开展。要充分认识到我国价格评估“双认定”工作涉及行业复杂、人员众多的现状，切实加强领导，做好组织协

调，细化操作方案，有步骤、按计划开展工作。要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36 号公告》精神，明确内部职责分工，

简化办事程序，确保“双认定”工作高效、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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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认真做好“双认定”的相关准备工作。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确定专门的“双

认定”工作主管机构和承办机构，明确联系方式，填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工作机构登记表》(见附件

三)，并于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和价格认证中心)。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有

关行政许可的法律、政策资料要在受理窗口公示。各地要在二○○六年一月一日前将“双认定”公示材料(见附件

四、五)在认定受理窗口和网上公示，方便申请人查阅。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实

施行政许可办公制度的暂行规定(试行)〉的通知》(发改办厅[2004]1094 号)的要求，及时准备行政许可需要的各种表

格的格式文本。《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和《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证书》正本、副本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印

制。 

    三、做好“双认定”材料受理审查工作。初审机关应于二○○六年一月一日前建立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和

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受理窗口，认定受理窗口应确定专门的人员、办公地点，配备专门的咨询电话，开通电子邮

箱和网址。初审机构要严格把关，认真审查申请人申请材料。对初审合格的申请材料，初审机构提出初审意见，填

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人员行政许可初审程序单》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可

初审程序单》。对于初审不合格的申请材料，填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人员行政许可初审不合格情况

说明书》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可初审不合格情况说明书》。同时按照统一要求，填写《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人员行政许可初审名册》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可初审名

册》。 

    四、做好“双认定”材料的上报和审批工作。审批机构要确定专人接收初审机构上报材料，填写《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人员行政许可接收初审材料回执》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可接收初

审材料回执》，并保留存根。审查机构要确定两名以上审查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实行主办与协办相结合。审

批人员必须严肃认真，依法审查，严格把关。审查完毕，审查人员应按要求填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

人员行政许可审查程序单》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可审查程序单》。 

    各地对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情况请及时反馈给国家发展改革委。“双认定”工作其他具体事宜由国家发展

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另行通知。 

  

    附件：一、《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实施办法》 

          二、《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实施办法》 

          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工作机构登记表》（略） 

          四、《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公示材料(范本)》（略） 

          五、《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公示材料(范本)》（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主题词:价格  评估  办法  通知 

  

  

  

附件一： 

 

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实施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价格评估人员是指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利用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对涉及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各种

有形财产和无形资产及有偿服务的价格进行测算、评估，在具有证明效力或咨询效力的意见或价格评估报告等文件

上签字，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价格评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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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涉及以下价格评估业务的人员，需要对其执业资格进行认定管理：一是在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处置及实物

抵税事务中的价格评估；二是在生产经营、合同签订、抵押质押、理赔索赔、物品拍卖、资产评估、财产分割、工

程审价、清产核资、经济纠纷、法律诉讼、司法公证中涉及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价格评估。 

    第三条  具有《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证书》，并经过国家发展改革委注册的价格评估人员，不需经过价格评

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机关认定，可视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 

    第四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要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评

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第五条  在国家有关部门取得价格评估相关专业资格的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受理和初审，其中，受理和初审等具体程序，由各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价

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有关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六条  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取得价格评估相关专业资格的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

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其中具体初审和审批工作程序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有关规定，制定专门

实施办法。 

    第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按照《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管理办法》的规

定，明确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的职能分工，设立对外窗口，制作规范统一的公示材料，指定专职人员开展工

作。 

    第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为申请人提供咨询服务的内容包括： 

    提供有关申请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宣传、告知材料； 

    指导申请人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

定申请)》； 

    对申请人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当场不能解答的，应当填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人员行政许

可咨询登记单》，并及时答复申请人。 

    第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初审受理工作包括： 

    负责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人员行政许可受理工作登记本》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登记； 

    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齐全的，接收材料，出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人员行政许可接收材料凭

证》； 

    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在五个工作日内退回申请人材料，并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出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人员行政许可补正申请材料通知书》； 

    根据申请人申请材料的内容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填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人员行政许可受理

通知书》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人员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 

    第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初审时要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

条件，即申请人需同时具备《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的两项条件。 

    初审机构有对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申请人，不予审查通过： 

    （一）受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认定之日止不满五年的； 

    （二）在价格评估或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处分，自处罚、处分决定之日起至申请

认定之日止不满两年的； 

    （三）申请材料不符合《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 

    （四）经核实材料不真实的。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颁发的价格评估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可以作为

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的条件，具体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二条  对于取得国家行业协会颁发的价格评估相关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制

定专门的考核办法予以考核。对于取得省级行业协会颁发的价格评估相关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制定专门的考核办法予以考核。 

    第十三条  需要到现场进行审查的，初审人员可向初审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到现场审查有关申请材

料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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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初审情况，提出初审意见，填写《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申请)》。对初审合格的人员做好《中华

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制作、照片粘贴和基本信息填写工作。 

    第十五条  初审完成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及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上报有关材

料，内容包括： 

    （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人员行政许可初审名册》(文字版及电子版)；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申请)》； 

    （三）申请人的申请材料(文字版及电子版)； 

    （四）初审合格人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初审不合格人员的《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人员行政许可初审不合格情况说明书》。 

    第十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的审批工作。审批工作主要包括： 

    （一）审查初审机构初审程序的合法性； 

    （二）审查申请人申请材料的完备性； 

    （三）审查申请人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第十七条  审批机关需要实地核查的，实地核查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法定审查与决定期限内，并出具《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人员行政许可延期通知书》，同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以及所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十八条  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审批机关应当自收到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初审机关初审意见

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认定的决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审批机关在二十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审批决定的，经审批机关领导批准，可申请延长十

个工作日，并出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人员行政许可延期通知书》，同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书面告知

申请人： 

    （一）因申请人的原因需要延长审查期限才能判定有关事实的； 

    （二）涉及重大或者复杂的事项，需要进行实地核查或专家评审的： 

    （三）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审批机关无法正常办公的。 

    第十九条  审批机关应根据审批结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价

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申请)》填写审批意见。对申请人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构要指定专人负责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上加盖行政许可专用印章，并在十个工作日内负责向申请人送达。对申请人不

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关签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准予价格评估人员行政许可决定书》，并按要求在十个

工作日内负责向申请人送达。 

    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准予价格评估人员行

政许可决定书》的送达方式包括：直接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 

    第二十一条  供公众查阅的监督检查记录内容、途径、方式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进行公示，公众可以按

照有关档案管理的要求查阅行政许可监督检查记录。 

    第二十二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实施对价格评估人员的监督检查工作。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被许可人不

按要求履行义务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依法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其履行义务。 

    第二十三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对群众举报的方式和途径进行公示，设立投诉举报电话，接受投诉举报，

并根据投诉举报线索进行调查，作出处理。投诉举报事项涉及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机关有关办理人员的，由

上级机关和同级纪检监察部门负责调查处理。 

    第二十四条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的价格评估人员只能在证书注明的价格评

估机构执业。 

    第二十五条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的价格评估人员只能从事其执业范围规定

的业务，不能超出认定的执业范围执业。 

    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的内容变更、遗失补办，由价格评估人员执业

资格认定机关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办理。 

    第二十七条  未经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审批机关认定，擅自从事涉及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估价业务

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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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条  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的审批工作经费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初审机构

的初审经费由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二○○六年一月一日起执行。 

  

附件二： 

 

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实施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价格评估机构是指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利用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对涉及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各种

有形财产和无形资产及有偿服务的价格进行测算、评估，发表具有证明效力或咨询效力的意见或出具价格评估报告，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价格评估机构。 

    对于涉及以下价格评估业务的机构，需要对其资质进行认定管理：一是在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处置及实物

抵税事务中的价格评估；二是在生产经营、合同签订、抵押质押、理赔索赔、物品拍卖、资产评估、财产分割、工

程审价、清产核资、经济纠纷、法律诉讼、司法公证中，涉及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价格评估。 

    第三条  根据执业范围的不同，价格评估机构分为专业类、综合类和涉诉讼类。专业类价格评估机构是指从

事单一业务范围的价格评估机构；综合类价格评估机构是指同时从事两种或两种以上业务范围的价格评估机构；涉

诉讼类价格评估机构是指涉诉涉讼中，从事当事人委托的涉诉涉讼财物价格评估业务的价格评估机构。符合涉诉讼

类条件的专业和综合类价格评估机构可同时取得相应涉诉讼类价格评估机构资质。 

    第四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涉及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要严格按照国

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价格评估机构按资质等级在其所在行政区内接受委托从事价格评估工作，不能跨地区接受委托。甲

级价格评估机构可在全国范围内接受委托从事价格评估工作；乙级价格评估机构可在评估标的所在地的省级(指省、

自治区、直辖市，下同)行政区域范围内接受委托从事价格评估工作；丙级价格评估机构可在评估标的所在地的市

(地)、县范围内接受委托从事价格评估工作。 

    第六条  甲级、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由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受理和初审，其中受理和初审等具

体程序，可由各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有关规定，

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七条  各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的规定，明确价格评估机构

资质认定的职能分工，设立对外窗口，制作规范统一的公示材料，指定专职人员开展工作。 

    第八条  各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为申请人提供咨询服务的内容包括： 

    提供有关申请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的宣传、告知材料； 

    指导申请人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申

请)》； 

    对申请人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当场不能解答的，应当填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

可咨询登记单》，并及时答复申请人。 

    第九条  各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初审受理工作包括： 

    （一）负责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可受理工作登记本》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进行

登记； 

    （二）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齐全的，接收材料，出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可接收

材料凭证》； 

    （三）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在五个工作日内退回申请人材料，并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

部内容，出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可补正申请材料通知书》； 

    （四）根据审查申请人申请材料的内容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填写发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机

构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728 页 共 3277 页 

    第十条  各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于申请认定丙级资质的价格评估机构，审查以下内容： 

    （一）经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

的价格评估专业人员不少于五名； 

    （二）经济、会计及相关工程技术等专业的中、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低于企业实有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 

    （三）注册资金不低于二十万元人民币； 

    （四）申请人填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

定申请)》； 

    （五）企业达到工商注册条件的证明； 

    （六）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或技术职称证明材料； 

    （七）价格评估机构组织章程和有关制度； 

    （八）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申请书。 

    第十一条  丙级专业类价格评估机构，需要具有与其业务范围相应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

业资格证书》的专业性的价格评估人员不少于三名。 

    第十二条  丙级综合类价格评估机构，需要具有与其业务范围相应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

业资格证书》的各类专业价格评估人员分别均不少于二名。 

    第十三条  丙级涉诉讼类价格评估机构，除需具备丙级专业类或综合类价格评估机构人员要求外，还必须具

有不少于二名注册价格鉴证师。 

    第十四条  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由各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初审和审批。省级人民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可以按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有关规定，专门制定初审和审批的实施

办法。 

    第十五条  各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于申请认定乙级资质的价格评估机构，审查以下内容： 

    （一）经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

的价格评估专业人员不少于七名； 

    （二）经济、会计及相关工程技术等专业的中、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低于企业实有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 

    （三）注册资金不低于五十万元人民币； 

    （四）取得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证书已满一年； 

    （五）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申请)》； 

    （六）企业达到工商注册条件的证明； 

    （七）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或技术职称证明材料； 

    （八）价格评估机构组织章程和有关制度； 

    （九）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申请书； 

    （十）随机抽查五个价格评估典型实例材料。 

    第十六条  乙级专业类价格评估机构，需要具有与其业务范围相应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

业资格证书》的专业性价格评估人员不少于五名。 

    第十七条  乙级综合类价格评估机构，需要具有与其业务范围相应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

业资格证书》的各类专业价格评估人员分别均不少于三名。 

    第十八条  乙级涉诉讼类价格评估机构，除需具备乙级专业类或综合类价格评估机构人员要求外，还必须具

有不少于三名注册价格鉴证师。 

    第十九条  各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于申请认定甲级资质的价格评估机构，审查以下内容： 

    （一）经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

的价格评估专业人员不少于十名； 

    （二）具有经济、会计及相关工程技术专业的中、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低于企业实有总人数的百分之六

十，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低于企业实有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 

    （三）注册资金不低于一百万元人民币； 

    （四）取得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证书已满二年； 

    （五）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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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企业达到工商注册条件的证明； 

    （七）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或技术职称证明材料； 

    （八）价格评估机构组织章程和有关制度； 

    （九）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申请书： 

    （十）随机抽查五个价格评估典型实例材料。 

    第二十条  甲级专业类价格评估机构，需要具有与其业务范围相应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

业资格证书》的专业性价格评估人员不少于七名。 

    第二十一条  甲级综合类价格评估机构，需要具有与其业务范围相应的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

员执业资格证书》的各类专业价格评估人员分别均不少于四名。 

    第二十二条  甲级涉诉讼类价格评估机构，除需具备甲级专业类或综合类价格评估机构人员要求外，还必须

具有不少于五名注册价格鉴证师。 

    第二十三条  需要到现场进行审查的，初审人员可向初审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到现场审查有关申请材

料的真实性。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九条规定的价格评估典型实例材料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价格评估报告中的财务会计资料及其他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二）价格评估报告中的估价标的权属证明文件合法有效； 

    （三）对涉及估价标的的各类财物、负债的清查、核实必须全面、准确； 

    （四）与估价标的有关的重大事项已充分揭示； 

    （五）价格评估报告所评估标的的范围与经济行为所涉及的财产一致； 

    （六）价格评估报告中所采用的估价方法恰当，选用的参数数据、资料可靠； 

    （七）价格评估报告书以价格评估机构的名义出具，价格评估机构对价格评估报告书所陈述的所有内容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甲级、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初审情况，提出初审意见，

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申请)》。 

    第二十六条  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甲级、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材料时，应

核对下列事项： 

    （一）具有工商注册企业法人资格是指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包括合伙制企业)资格； 

    （二）具有相应的组织章程和必要的管理制度是指重要的，保证评估机构能公平、公正履行职责的有关制

度规定； 

    （三）企业实有总人数是指与申请机构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总人数； 

    （四）有经济、会计及相关工程技术等专业的中、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是按照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主管

部门的有关规定，取得国家承认的有关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 

    第二十七条  甲、乙级价格评估机构初审完成后，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上报下述

材料： 

    （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可初审名册》(文字版及电子版)；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申请)》； 

    （三）申请人的申请材料(文字版及电子版)； 

    （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可初审不合格情况说明书》。 

    第二十八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甲、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的审批工作。审批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审查初审机构初审程序的合法性； 

    （二）审查申请人申请材料的完备性： 

    （三）审查申请人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第二十九条  审批机关需要实地核查的，实地核查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法定审查与决定期限内，并出具《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可延期通知书》，同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以及所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三十条  甲级和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审批机关应当自收到初审机关初审意见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

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资质认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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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下列情形之一，审批机关在二十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审批决定的，经审批机关领导批准，可申请延长十

个工作日，同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并出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可延期通

知书》： 

    （一）因申请人的原因需要延长审查期限才能判定有关事实的； 

    （二）涉及重大或者复杂事项，需要进行实地核查或专家评审的； 

    （三）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审批机关无法正常办公的。 

    第三十一条  审批机关审查完毕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价格

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申请)》上填写审批意见。对申请人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构要指定专人负责制作《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证书》，在十个工作日内负责向申请人送达；对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关签发《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准予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可决定书》，在十个工作日内负责向申请人送达。 

    第三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证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准予价格评估机构行政

许可决定书》的送达方式包括：直接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 

    第三十三条  对于申请人在本办法实施前，已经被国家或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甲级、乙级价格评估

机构并取得有关资质，申请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的，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按规定认定其为相应等级的价格评估机构。 

    第三十四条  供公众查阅的监督记录内容、途径、方式由价格主管部门进行公示，公众可以按照有关档案管

理的要求查阅行政许可监督检查记录。 

    第三十五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实施对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的监督工作。发现被许可人不按要求履行

义务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依法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其履行义务。 

    第三十六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对群众举报的方式和途径进行公示，设立投诉举报电话，接受投诉举报，

并根据投诉举报线索进行调查，作出处理。投诉举报事项涉及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机关有关办理人员的，由上级

机关和同级纪检监察部门负责调查处理。 

    第三十七条  甲级、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的监督工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

认定的监督工作由机构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证书》的内容变更、遗失补办，由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

机关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办理。 

    第三十九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结合价格评估行政许可工作加强价格评估收费管理。 

    第四十条  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的价格评估机构所需条件参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相关条件

执行。 

    第四十一条  甲级、乙级价格评估机构的资质认定经费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丙级价

格评估机构的认定经费，以及甲级、乙级价格评估机构的初审经费由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申

请。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二○○六年一月一日起执行。 

 

 

4.8.72）《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2011 年 07 月 22 日 建质[2011]111 号 )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107/t20110727_203843.html 

http://www.dalian-jw.gov.cn/portal/dept/news/0a260d09995e25dbeb5811a9de7bb397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2/content_2101197.htm  

索 引 号：000013338/2011-00351 主题信息：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

日期：2011 年 07 月 22 日文件名称：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的通知

有 效 期：2011 年 07 月 22 日生效 文  号：建质[2011]111 号主 题 词：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

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建交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中央管理的建筑施工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 号），切实加强建筑施工企

业及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理工作，我部制定了《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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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理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的通知》（国发[2010]23 号）要求和有关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主管质量安全和生产工作

的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 

  本办法所称的项目负责人，是指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本办法所称的施工现场，是指进行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作业活动的场所。 

  第三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建立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制度，并严格考核。 

  施工现场带班制度应明确其工作内容、职责权限和考核奖惩等要求。 

  第四条 施工现场带班包括企业负责人带班检查和项目负责人带班生产。 

  企业负责人带班检查是指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带队实施对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生产状况及项目负责人带

班生产情况的检查。 

  项目负责人带班生产是指项目负责人在施工现场组织协调工程项目的质量安全生产活动。 

  第五条 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是落实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制度的第一责任人，对落

实带班制度全面负责。 

  第六条 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要定期带班检查，每月检查时间不少于其工作日的 25%。 

  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带班检查时，应认真做好检查记录，并分别在企业和工程项目存档备查。 

  第七条 工程项目进行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时，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应到施工

现场进行带班检查。对于有分公司（非独立法人）的企业集团，集团负责人因故不能到现场的，可书面委托工程所

在地的分公司负责人对施工现场进行带班检查。  

  本条所称“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详见《关于印发<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

全管理办法>的通知》（建质[2009]87 号）的规定。 

  第八条 工程项目出现险情或发现重大隐患时，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应到施工现场带班检查，督促工程项

目进行整改，及时消除险情和隐患。   

  第九条 项目负责人是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应对工程项目落实带班制度负责。 

  项目负责人在同一时期只能承担一个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 

  第十条 项目负责人带班生产时，要全面掌握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生产状况，加强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的

控制，及时消除隐患。要认真做好带班生产记录并签字存档备查。 

  第十一条 项目负责人每月带班生产时间不得少于本月施工时间的 80%。因其他事务需离开施工现场时，

应向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请假，经批准后方可离开。离开期间应委托项目相关负责人负责其外出时的日常工作。  

  第十二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制度的

落实情况的检查。对未执行带班制度的企业和人员，按有关规定处理；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要给予企业规定上限

的经济处罚，并依法从重追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三条 工程项目的建设、监理等相关责任主体的施工现场带班要求应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四条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依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4.8.73）《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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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 工程质量安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防震抗灾、消

防设施) 

5.1 工程质量 

见上面违反强制条文的工程质量问题。从 2013 年 04 月 3 日永丰县城建档案室公示的建设单位的《工程竣工验

收报告》及 2013 年 10 月 23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公示的工程文件可以看出，与实际不相符，把不合格工程验收成

“合格”工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五十五条 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的，工程质量由工程总承包

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应当对分包工程的质量与分包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分包单位

应当接受总承包单位的质量管理。第七十九条 负责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施工条

件的建筑工程颁发施工许可证的，负责工程质量监督检查或者竣工验收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不合格的建筑工程出

具质量合格文件或者按合格工程验收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由该部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5.1.1 强制性条文 

5.1.1.1《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 

3.0.3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应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1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本标准和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2 建筑工程施工应符合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要求. 

     3 参加工程施工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规定的资格. 

     4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自行检查评定的基础上进行. 

     5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相单位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验收文件. 

     6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检测. 

     7 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8 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重要部分工程应进行抽样检测. 

     9 承担见证取样检测及有关结构安全检测的单位应具有相应的资质. 

     10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并应共同确认. 

(一)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本标准和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二) 建筑工程施工应符合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要求. 

【实施与检查的控制】 

 实施措施要做的三点: 

 1 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落实质量责任制,按图施工是施工企业的重要原则,必须先做好自身的工作,尽

到自己的责任. 

 2 制订有修改设计文件的制度和程序,施工中不得随意改变设计文件.如必须改时,应按程序由原设计单位进行

修改,并出正式手续. 

 3 在制订施工组织设计时,必须首先阅读工程勘察报告,根据其对施工现场提供的地质评价和建议,对工程现场

环境有全面了解,进行施工现场的总平面设计,制订地基开挖措施等有关技术措施,以保证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 

(三) 参加工程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规定的资格. 

(四) 工程质量的验收均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查评定的基础上进行. 

(五)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并形成验收文件. 

(六)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相关资料,应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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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八) 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重要分部工程应进行抽样检测. 

(九) 承担见证取样检测及有关结构安全检测的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 

(十)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并应共同确认. 

5.0.4 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位(子单位)工程所含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 质量控制资料完整. 

    3 单位(子单位)工程所含分部工程有关安全和功能的检测资料应完整. 

    4 主要功能项目的抽查结果应符合相关专业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 

    5 观感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 

6.0.4 建设单位收到工程验收报告后,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含分包单位)、设计、监理等单位(项

目)负责人进行单位(子单位)工程验收. 

6.0.7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将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文件,报建设行政管理部

门备案. 

5.1.1.2《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2002 

5.1.1 当钢筋的品种、级别或规格需作变更时,应办理设计变更文件. 

7.2.1 水泥进场时应对其品种、级别、包装或散装仓号、出厂日期等进行检查,并应对其强度、安定性及其他必

要的性能指标进行复验,其质量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GB 175 等的规定. 

7.4.1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必须符合设计要求.用于检查结构构件混土强度的试件,应在混凝土的浇筑地点随机抽

取.取样与试件留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5.1.1.3《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2000 

7.1.4 进行抗渗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尚应增加抗渗性能试验. 

《普通混凝土用砂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JGJ 52-1992 

3.0.7 对重要工程混凝土使用砂,应采用化学法和砂浆长度法进行骨料的碱活性检验. 

5.1.1.4《普通混凝土用碎石和卵石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JGJ 53-1992 

3.0.7 对重要工程混凝土所使用碎石或卵石应进行碱活性检验. 

5.1.1.5《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2002 

4.0.1 水泥进场使用前,应分批对其强度,安定性进行复验.检验批应以同一生厂家,同一编号为一批. 

     不同品种的水泥,不得混合使用. 

5.2.1 砖和砂浆的强度等级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实施与检查的控制】 

        检查: 

            1 砖强度试验报告单 

            2 砂浆试验报告单 

            3 砂浆强度试验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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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标准定额 

5.1.2.1《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GB50327-2001 

7.1.2 顶棚抹灰层与基层之间及各抹灰层之间必须粘结牢固,无脱层,空鼓. 

7.1.3 不同材料基体交接处表面的抹灰应采取防止开裂的加强措施. 

7.2.1 抹灰用的水泥宜为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其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32.5. 

7.2.3 水泥应有产品合格证书 

7.2.4 抹灰用砂子宜选用中砂,砂子使用前应筛,不得含有杂物. 

7.2.5 抹灰用石灰膏的熟化期不应少于 15d.罩面用磨细石灰粉的熟期不应小于 3d. 

5.1.1.2《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2002 

3.0.6 屋面工程所采用的防水,保温隔热材料应有产品合格证和性能检测报告,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现

行国家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条文说明】 

3.0.4 屋面工程各道工序之间,常常因上道工序存在问题未解决,而被下道工序所覆盖,给屋面防水留下质量隐患.

因此,必须强调按工序,层次进行检查验收.即在操作人员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工序间的交接检和专职质量人员的

检查,检查结果应有完整的记录,然后经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进行检查验收后,方可进行下一工序的施工,以达到消除

质量隐患的目的. 

5.1.1.3《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2004 

3.0.2 屋面工程应根据工程特点,地区自然条件等,按照屋面防水等级的设防要求,进行防水构造设计,重要部位应

有详图;对屋面保温层的厚度,应通过计算确定. 

3.0.3 屋面工程施工前应通过图纸会审,掌握施工图中的细部构造及有关技术要求;施工单位应编制屋面工程的

施工方案或技术措施. 

3.0.4 在屋面工程施工中,应进行过程控制和质量检查,并有完整的检查记录. 

3.0.5 屋面防水工程应由相应资质的专业队伍进行施工,作业人员应持有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上岗证. 

3.0.6 屋面工程所采用的防水,保温隔热材料应有产品合格证书和性能检测报告,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

现行国家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材料进场后,应按规定抽样复验,提出试验报告,严禁在工程中使用不合格的材料. 

3.0.7 当下道工序或相邻工程施工时,对屋面已完成的部分应采取保护措施. 

3.0.8 伸出屋面的管道、设备或预埋件等,就在防水层施工前安设完毕.屋面防水层完工后,不得在其上凿孔、打洞

或重物冲击. 

3.0.9 屋面工程完工后,应按本规范的有关规定对细部构造,接缝,保护层等进行外观检验,并应进行淋水或蓄水检

验. 

4.1.4 屋面防水设计采用多种材料复合时,耐老化,耐穿刺的防水层应放在最上面,相邻材料之间应具相容性. 

4.1.5 不同地区采暖居住建筑和需要满足夏季隔热要求的建筑,其屋盖系统的最小传热阻应按现行《民用建筑热

工设计规范》GB 50176、《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 26 和《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JGJ 134 确定. 

4.1.6 屋面防水层细部构造,如天沟、檐沟、阴阳角、水落口、变形缝等部位应设置附加层. 

5.3.3 屋面设施的防水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施基座与结构层相连时,防水层应包裹设施基座的上部,并在地脚螺栓周围做密封处理. 

    2 在防水层上放置设施时,设施下部的防水层应做卷材增强层,必要时应在其上浇筑细石混凝土,其厚度不

应小于 50mm. 

    3 需要经常维护的设施周围和屋面出入口至设施之间的人行道应铺设刚性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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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天沟、檐沟防水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天沟、檐沟应增铺附加层.当采用沥青防水卷材时,应增铺一层卷材;当采用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或合

成高分子防水卷材时,宜设置防水涂膜附加层. 

     2 天沟、檐沟与层面交接处的附加层宜空铺,空铺宽度不应小于 200mm(图 5.4.1-1) 

     3 天沟、檐沟卷材收头应固定密封. 

     4 高低跨内排水天沟与立墙交接处,应采取能适应变形的密封处理(图 5.4.1 1-2) 

5.4.5 水落口防水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落口宜采用金属或塑料制品 

     2 水落口埋设标高,应考虑水落口设防时增加的附加层和柔性密封层的厚度及排水坡度加大的尺寸 

     3 水落口周围直径 500mm 范围内坡度不应小于 5%,并应用的防水涂料涂封,其厚度不应小于 2mm.水落口

与基层接触处,应留宽 20mm,深 20mm 凹槽，嵌填密封材料(图 5.4.5-1 和图 5.4.5-2) 

 

【条文说明】 

1.0.2 屋面工程应遵循“材料是基础,设计是前提,施工是关键,管理是保证”的综合治理的原则. 

3.0.4 屋面工程各道工序之间,常常因上道工序存在的问题未解决,而被下道工序所覆盖,给屋面防水留下质量隐

患.在屋面工程施工中,必须按工序,层次进行检查验收,不能全部做完后才进行一次性的检查验收.即在操作人员自检

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工序间的交接检查和专职质量人员检查,检查结果应有完整的记录,如发现上道工序质量不合格,

必须进行返工或修补,直至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 

3.0.6 屋面工程所采用的防水,保温隔热材料,除有产品合格证和性能检测报告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外,还应有当地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定检测单位对该产品本年度抽样检验认证的试验报告,其质量必须符合国家产品标准和设计要

求. 

材料进入现场后,施工单位应按规定进行抽样复验,并提出试验报告.抽样数量,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国家

产品标准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抽样复验不合格的材料不得用在工程上. 

3.0.7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 规定,分部工程施工应按工序或分项工程进行验

收,构成分项工程的各检验批应符合相应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屋面工程是一个分部工程,包括屋面找平层,屋面保温层,屋面防水层和细部构造等分项工程,施工单位应建立各

道工序的自检,交接检和专职人员检查的“三检”制度,并有完整的检查记录.每道工序完成后,应经建设(监理)单位检

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 

4.1.6 天沟,檐沟,阴阳角,水落口,变形缝等部位,由于构件断面的变化和屋面变形,致使防水层拉伸而断裂,对这些

部位应做防水增强处理. 

4.1.7 我国建筑防水材料发展的方向是:全面提高我国防水材料质量的整体水平,大力发展弹性体(SBS)、塑性体

(APP)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积极推进高分子防水卷材,适当发展防水涂料,努力开发密封材料、聚合物乳离水砂浆和止

水堵漏材料,限制发展和使用石油沥青纸胎油毡和沥青复合胎柔性防水卷材,淘汰焦油类防水卷料材. 

 

5.1.1.4《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GB/T 50362-2005 

8.0.5 申请住宅性能预审时应提交以下资料： 

1 规划设计说明； 

2 项目位置图； 

3 规划方案图； 

4 规划分析图（包括规划结构、交通、公建、绿化等分析图）； 

5 环境设计示意图； 

6 管线综合规划图； 

7 竖向设计图； 

8 规划经济技术指标、用地平衡表、配套公建设施一览表； 

9 住宅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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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技术实施方案； 

11 新技术应用一览表。 

8.0.6 进行中间检查时，应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1 施工组织与现场文明施工情况； 

2 施工质量保证体系及其执行情况； 

3 建筑材料和部品的质量合格证或试验报告； 

4 工程施工质量； 

5 其它有关的施工技术资料。 

8.0.7 终审时应提供以下资料备查： 

1 项目全套竣工验收资料和一套完整的竣工图纸；  

2 项目规划设计图纸； 

3 推广应用新技术的覆盖面和效果（重点是结构体系、建筑节能、节水措施、一次装修到位情况和智能化技术

应用等）； 

4 有关的性能检测报告或相应的构造做法清单。 

8.0.8 住宅性能的终审一般由 2 组专家进行，其中一组负责评审适用性能、环境性能和经济性能，专家人数不

少于 5 人；另一组负责评审安全性能和耐久性能，专家人数不少于 4 人。专家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设计文件和检

测报告、现场检查等程序，对照本标准分别打分。 

3.1.1  住宅适用性能的评定应包括单元平面、住宅套型、建筑装修、隔声性能、设备设施和无障碍设施 6 个评

定项目，满分为 300 分。 

3.1.2  住宅适用性能的评定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A。 

5.2 安全监管 

未见任何勘察检测报告证明工程安全几级。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专家论证，并让业主公开听证。      

 

 

5.2.2 强制性条文 

 5.2.2.1《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1999 

4.2.1 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安全鉴定,应按承载能力、构造以及不适于继续承载的位移(或变形)和裂缝等四个检查项

目,分别评定每一受检构件的等级,并取其中最较低一级作为该构件的安全性等级. 

4.2.2.当砌体结构的安全性按承载能力评定时,应分别评定每一验算项目的等级,然后取其中最低一级作为该构件

承载能力的安全性等级. 

4.2.5 当混凝土结构构件出现表 4.2.5 所列的受力裂缝时,应视为不适于继续承载的裂缝,并应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定

为 cu 级或 du级. 

混凝土构件不适于继续承载的裂缝宽度的评定 

检查项目 环境 构件类型  cu 级或 du 级 

受力主筋处的

弯曲 (含一般弯剪 )

裂缝和轴拉裂缝宽

度(mm) 

正常湿度环境 钢筋混凝土 主要构件 >0.50 

一般构件 >0.70 

预应力混凝土 主要构件 >0.20(0.30) 

一般构件 >0.30(0.50) 

高湿度环境 钢筋混凝土 任何构件 >0.40 

预应力混凝土 >0.10(0.20) 

剪切裂缝(mm) 任何湿度环境 钢筋混凝土或预应力混凝土 出现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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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当砌体结构的承重构件出现以下列受力裂缝时,应视为不适于继续承载的裂缝,并应根据其严重程度评为 Cu 级

Du 级: 

    1 桁架,主梁支座下的墙,柱的端部或中部,出现沿块材断裂(贯通)的竖向裂缝. 

    2 空旷房屋承重外墙的变截面处,出现水平裂缝或斜向裂缝. 

    3 砌体过梁的跨中或支座出现裂缝;或虽未出现肉眼可见的裂缝,但发现其跨度范围内有集中荷载. 

    4 筒拱,双曲筒拱,扁壳等的拱面,壳面,出现沿拱顶母线或对角线的裂缝. 

    5 拱,壳支座附近或支承的墙体上出现沿块材断裂的斜裂缝. 

    6 其他明显的受压,受弯或受剪裂缝. 

4.4.6 当砌体结构、件出现下列非受力裂缝时,应视为不适于继续承载的裂缝,并应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评为 Cu 级 Du

级: 

    1 纵横墙连接处出现通长的坚向裂缝. 

    2 墙身裂缝严重,且最大裂缝宽度已大于 5mm. 

    3 柱已出现宽度大于 1.5mm 的裂缝,或有断裂、错位迹象 

    4 其他显著影响结构整体性的裂缝. 

   注:非受力裂缝指由温度,收缩,变形或地基不均匀沉降等引起的裂缝 

5.2.2.2《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37-87 

4.2.1 楼梯 

      五、楼梯平台上部及下部过道处的净高不应小于 2m。梯段净高不应小于 2.20m 

     【技术要点说明】 

      三、楼梯休息平台宽度是影响搬运家具和病人担驾通行的主要因素，平台扶手处最小宽度不应小于楼梯净

宽 1.1M,再增加 0.1M 的空隙,平台净宽不应小于 1.2M. 

      五、楼梯平台上部、下部净高由于楼梯做法设计各层高不一定与各层楼净高一致,因此平台板底或平台梁底

的最低处不应小于 2m 净高，使人行进时不会碰撞、不感到压抑的最小尺寸。楼梯段净高一般应满足人在楼梯上

伸直手臂向上旋升时手指刚触及上方梯段板底突出物下缘为限， 

4.2.4 栏杆 

     凡阳台、外廊、室内回廊、内天井、上人屋面及室外楼梯等临空处应设置防护栏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栏杆应以坚固、耐久的材料制作,并能承受荷载规范规定的水平荷载; 

二、 栏杆高度不应小于 1.05M,高层建筑的栏杆高度应再适当提高,但不宜超过 1.20M; 

三、 栏杆离楼面或屋面 0.10M 高度内不应留空; 

四、 有儿童活动的场所,栏杆应采用不易攀登的构造. 

     【技术要点说明】 

     阳台、外廊、女儿墙等高空处栏杆高度应超过人体重心高度,才能避免人体靠近栏杆时因重心外移而坠落的

危险. 

4.5.2 窗 

     四、窗台低于 0.80M 时,应采取防护措施. 

4.7.1 建筑物内的公用厕所、盥洗室、浴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上述用房不应布置在餐厅、食品加工、食品贮存、配电及变电等有严格卫生要求或防潮要求用房的直接上

层； 

四、楼地面、楼地面沟槽，管道穿楼板及楼板接墙面处应严密防水、防渗漏。 

【技术要点说明】 

建筑物内的公用厕所、盥洗室、浴室等卫生用房及住宅卫生间用水多,管道多易发生漏水现象.本条规定对于保证其

相邻用房的使用功能和卫生条件,必须严格执行.跃层住宅中充许自家卫生间可布置在本套内的卧室、起居室(厅)或

厨房的上层,这类用房要求楼地面严密防水、防渗,卫生间的楼面地面沟槽、管道穿楼板接墙处均应严密防水、防渗

漏、卫生设备的配置因各类建筑使用性质不同,应按单项建筑设计规范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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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2003） 

3.7.2 阳台栏杆设计应防止儿童攀登,栏杆的垂直杆件间净距不应大于 0.11M;放置花盆外必须采取防坠落措施. 

3.7.3 低层、多层住宅的阳台栏杆净高不低于 1.05M,中高层、高层住宅的阳台栏杆净高不低于 1.10M. 

3.9.1 外窗窗台距楼面、地面净高低于 0.90M 时,应有防护设施. 

 

4.2.1 外廊、内天井及上人屋面等临空处栏杆净高，低层、多层住宅不应低于 1.05M,中高层、高层住宅不应低

于 1.10M,栏杆设计应防止儿童攀登,垂直杆件间净空不大于 0.11M. 

4.2.3 住宅的公共出入口位于阳台,外廊及开敞楼梯平台的下部时,应采取设置雨罩等防止物体坠落伤人的安全

措施. 

4.5.4 住宅与附建公共用房的出入口应分开布置. 

【实施与检查的控制】 

对住宅设计的强制性执行原则是维护公众利益,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居住条件.具体体现以下方面: 

第 3.1.1 条、第 3.6.2 条、第 3.6.3 条、第 4.1.6 条等规定,主要强调保证基本居住水平.以上 4 条在实施过程中的

争议在于,是否要对市场化的商品住宅保证最低标准,列为强制性条文后,对保证国家基本居住质量的底线,起重要作

用. 

第 3.7.2 条、第 3.7.3 条、第 3.9.1 条、第 4.1.2 条、第 4.1.3 条、第 4.1.5 条、第 4.2.1 条、第 4.2.3 条等条文主要

强调保证居住者安全.以上 9 条防止住宅意外事故及事故处理方面起重要作用,特别是对窗台和栏杆的防护高度要求,

住宅设计规范比一般建筑基本规定更加严格,执行中因重视程度不够被处理的实例较多. 

第 3.3.2 条、第 3.3.3 条、第 3.4.3 条、第 4.4.1 条、第 4.5.1 条、第 4.5.4 条等条文,主要从提高室内环境质量和

保护居住环境的目的出发,对隔声、防潮、防爆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是保证安全卫生的重要措施. 

5.2.2.4《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2001 

1.0.8 建筑结构设计时,应根据结构破坏可能产生的后查(危及人的生命、造成经济损失、产生社会影响)的严重

性,采用不同的安全等级.建筑结构安全等级的划分应符合表 1.0.8 的要求.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01 

3.1.2 建筑结构设计时,对不同荷载应采用不同的代表值. 

4.1.1 民用建筑楼面均布活荷载的标准值及其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值系数,应按表 4.1.1 的规定采用. 

4.3.1 房屋建筑的屋面,其水平投影上的屋面均布活荷载,应按表 4.3.1 采用. 

4.5.2 楼梯、看台、阳台和上人屋面等的栏杆顶部水平荷载,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住宅、宿舍、办公楼、旅馆、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应采取 0.5KN/M; 

5.2.2.5《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 

3.1.8 未经技术鉴定或设计许可,不得改变结构的用途和使用环境. 

【实施与检查的控制】 

    当建筑物改变结构的用途以及使用环境时,有可能引起结构上荷载和作用效应的增加(结构内力增加和变形

的增加),或使用环境变化有可能引起结构的耐久性降低,应防止因此而产生的安全度问题.建筑物产权单位应请有资

质的单位签定,或请设计单位进行设计核算,采取必要的措施. 

    检查有关的技术签定文件或设计文件,如无这些必要的文件而擅自改变结构用途和使用环境,则为违反强制

性条文. 

4.1.3 混凝土轴心抗压、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fck、ftk 應按表 4.1.3 采用. 

4.2.2 钢筋的强度标准值应具有不小于 95%的保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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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6《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03-2001 

3.1.1 块体和砂浆的强度等级,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烧结普通砖、烧结多孔砖等的强度等级:MU30、MU25、MU20、MU15 和 MU10; 

     2 蒸压灰砂砖、蒸压粉煤灰砖的强度等级:MU25、MU20、MU15 和 MU10; 

     3 砌块的强度等级:MU20、MU15、MU7.5、M5 和 M2.5; 

     4 石材的强度等级:MU100、MU80、MU60、MU50、MU40、MU30 和 MU20; 

     5 砂浆的强度等级:MU15、MU10、MU7.5、M5 和 M2.5. 

6.2.1 五层及五层以上的房屋的墙,以及受振或层高大于 6M 的墙、柱所用材料的最低强度等级,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砖采用 MU10; 

     2 砌块采用 MU7.5; 

     3 石材采用 MU30; 

     4 砂浆采用 M5. 

6.2.2 地面以下或防潮层以下的砌体,潮湿房间的墙,所用材料的最底强度等级应符合表 6.2.2 的要求. 

6.1.1 墙柱的高厚比应按下式验算: 

    

式中   H0—墙、柱的计算高度 

       h—墙厚或矩形柱与 H0 相对应的边长 

       μ1—自承重墙允许高厚比的修正系数 

       μ2—有门窗洞口允许高厚比的修正系数 

[β]—墙、柱允许高厚比. 

6.2.1 五层及五层以上房屋的墙,以及受振动或层高于 6m 的墙,柱所用材料的最低强度等级,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砖采用 MU10; 

    2 砌块采用 MU7.5 

    3 石材采用 MU30; 

    4 砂浆采用 MU5. 

7.3.12 墙梁应符合下列构造要求: 

    1 材料    

1) 托梁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于 C30 

2) 纵向钢筋应采用 HRB335,HRB400 或 RRB400 级钢筋 

3) 承重墙梁的块体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10,计算高度范围内墙体的砂浆强度的等级不应低于 M10 

    2 墙体 

1) 框支墙梁的上部砌体房屋,以及设有承重的筒支墙梁或连续墙梁的房屋,应满足刚性方案房屋的要求. 

2) 承重墙梁洞口上方应设置混凝土过梁,其支承长度不应小于 240mm;洞口范围内不应施加集中荷载;. 

3) 承重墙梁的支座处应设置落地翼墙,翼墙宽度不应小于墙体厚度的 3 倍,并应与墙梁体同时砌筑.当不能设置

翼墙时,应设置落地且上,下贯通的构造柱; 

4) 当墙梁墙体在靠近支座 1/3 跨度范围内开洞时,支座处应设置落地且上,下贯通的构造柱,并应与每层圈梁连

接. 

    3 托梁 

1) 有墙梁的房屋的托梁两边各一个开间及相邻开间处应采用现浇混凝土楼盖,楼板厚度不应小于 120mm,当

楼板厚度大于 150mm,应采用双层双向钢筋网,楼板上应少开洞,洞口尺寸大于 800mm 时应设洞口边梁. 

2) 托梁每跨底部的纵向受力钢筋应通长设置,不得在跨中段变起或截断.钢筋接长应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 

3) 墙梁的托梁跨中截面纵向受力钢筋总配筋率不应小于 0.6%; 

4) 托梁距边支座边 L0/4 范围内,上部纵向钢筋总配筋面积不应小于跨中下部纵向钢筋面积的 1/3,连续墙梁或

多跨框支墙梁的托梁梁中支座上部附加纵向钢筋从支座边算起每边延伸不应小于 L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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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标准定额 

5.2.3.1《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   

4.2.1 楼梯:楼梯平台上部及下部过道处的净高不应小于 2m.梯段净高不应小于 2.20m 

4.2.4 栏杆,凡阳台,外廊,室内回廊,内天井,上人屋及室外楼梯等临空外应设置防护栏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栏杆应以坚固,耐久的材料制作,并能承荷载规范规定的水平荷载;  

二. 栏杆高度不应小于 1.05m,高层建筑的栏杆高度应再适当提高,但不宜超过 1.20m,（按标准我们的是 1.10m） 

三.栏杆离楼面或屋面 0.10m 高度内不应有留空. 

四.有儿童活动的场所,栏杆应采用不易攀登的构造. 

4.5.2 窗,窗台低于 0.80m 时,应采取防护措施. 

5.2.3.2《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2003） 

3.7.3 低层,多层住宅的阳台栏杆净高不应低于 1.05m,中高层,高层住宅的阳台净高不应低于 1.10m.封闭阳台栏

杆也应满足阳台栏杆净高要求.中高层,高层住宅及寒冷,严寒地区住宅的阳台宜采用实心栏板. 

5.2.3.3《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2005 

3.1.12 住宅应采取防止外窗玻璃,外墙装饰及其他附属设施等坠落伤人的措施. 

5.1.5 外窗窗台距楼面,地面的净高低于 0.90 时,应有防护设施.六层及六层以下住宅的阳台栏杆净高不应低于

1.05m,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的阳台栏杆净高不应低于 1.10m.阳台栏杆应有防护措施.防护栏杆的垂直杆件间净距不

应大于 0.11m. 

5.2.2 外廊,内天井及上人屋面等临空外栏杆净高,六层及六层以下不应低于 1.05 米,七层及七层以上,不应低于

1.10m,栏杆应防止攀登,垂直杆件间净距不应大于 0.11m. 

5.3.1 七层及七层以上的住宅,应对下列部位进于无障碍设计.1 建筑入口,2 入口平台,3 候梯厅 4.公共走道 5 无障

碍住房. 

6.1.1 住宅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不应少于 50 年,其中安全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6.2.1 住宅结构材料应具有规定的物理,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并应符合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原则. 

6.2.3 住宅结构用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 

9.1.5 住宅建筑设备的设置和管线敷设应满足防火安全要求. 

 

5.3 防震抗灾 

  墙体都裂，拿出证明如何有防震设计施工？消防设施不齐全，并且没有水上来。 

防震几级未知。未见任何报告证明工程属于抗震几级。请有执业资格的专家论证，并让业主公开听证。而在 2013

年 10 月 23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公示的方案说明（没有任何单位印章）上说不需要防震设计？没有按强制性条文设

计和施工，并违反了《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灾害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和三十九条第二款，《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GB 50011—2001 附录 A  我国主要城镇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设计地震分组 

 

5.3.1 强制性条文 

5.3.1.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1 

3.1.1 建筑应根据其使用功能的重要性分为甲类、乙类、丙类、丁类四个抗震设防类别.甲类建筑应属于重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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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工程和地震时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筑,乙类建筑应属于地震时使用功能不能中断或需尽快恢复的建筑,丙类

建筑属于除甲、乙、丁类以外的一般建筑,丁类建筑应属于抗震次要建筑. 

3.1.3 各抗震设防类别的建筑的抗震设防标准,应符合下列要求: 

3.4.1 建筑设计应符合抗震概念设计要求,不应采用严重不规则的设计方案. 

附录 A  我国主要城镇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设计地震分组 

A.0.12 江西省 

   1 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 

   寻乌，会昌 

   2 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 

   南昌（5 个市辖区），九江（2 个市辖区），南昌县，进贤，余干，九江县，彭泽，湖口，星子，瑞昌，德

安，都昌，武宁，修水，靖安，铜鼓 ，宜丰，宁都，石城，瑞金，安远，定南，龙南，全南，大余 

注：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设防城镇，设计地震分组均为第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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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1995 

3.0.1 现有建筑的抗震鉴定应包括下列内容及要求: 

3.0.1.1 搜集建筑的勘探报告,施工图纸,竣工图纸和工程验收文件等原始资料;当资料不全时,应进行必要的补充

实测. 

3.0.1.2 调查建筑现状与原始资料相符合的程度,施工质量和维护状况,发现相关的非抗震缺陷. 

3.0.1.3 根据各类建筑结构的特点,结构布置,构造和抗震承载能力等因素,采用相应的逐级鉴定方法,进行综合抗

震能力分析. 

3.0.1.4 对现有建筑整体抗震性能做评价,对不符合抗震鉴定要求的建筑提出相应的抗震减灾和处理意见. 

7.2.1 现有房屋的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见原文) 

7.2.1.1 抗震横墙的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7.2.1 的规定,超过时应采取相应措施. (见原文) 

 

5.3.2 标准定额 

5.3.2.1《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4 

 

5.3.2.2《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1 

附录 A  我国主要城镇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设计地震分组  

  本附录仅提供我国抗震设防区各县级及县级以上城镇的中心地区建筑工程抗震设计时所采用的抗震设防

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和所属的设计地震分组。  

注：本附录一般把“设计地震第一、二、三组”简称为“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 

 

A.0.12 江西省 

  1 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 

  寻乌，会昌 

  2 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 

  南昌（5 个市辖区），九江（2 个市辖区），南昌县，进贤，余干，九江县，彭泽，湖口，星子，瑞昌，德

安，都昌，武宁，修水，靖安，铜鼓 ，宜丰，宁都，石城，瑞金，安远，定南，龙南，全南，大余 

注：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设防城镇，设计地震分组均为第一组。 

5.3.2.2《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01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704/t20170414_231509.html  

 

5.3.2.3《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T 18306—2001 

http://www.gb18306.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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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消防设施 

    消防没有经过验收？配套不齐全，并消防没有水。一二楼有服装厂、家具商场仓库、酒店等，存在安全隐

患！按消防法规不能有仓库、生产和住宿三种功能的房屋。 

 

5.4.1 强制条文额 

 

5.4.1.1《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5.4.1.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 

 

5.4.2 标准定额 

5.4.2.1《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5.4.2.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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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法律法规依据 

5.5.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 年 11 月 1 日主席令 91 号）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5-08/05/content_20920.htm 1998  

http://jjc.chd.edu.cn/2017/0612/c829a27395/page.htm 2011 

http://www.gov.cn/zhengce/2011-04/25/content_2602257.htm  2011 

http://zjw.beijing.gov.cn/bjjs/xxgk/fgwj3/fggz/514504/index.shtml 2011 

http://jjc.hxu.edu.cn/info/1153/1132.htm 2011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05/0b21ae7bd82343dead2c5cdb2b65ea4f.shtml  2019 

http://fdi.gov.cn/1800000121_23_74873_0_7.html 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1998 

（1997 年 11 月 1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1997 年 1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 91 号公布 自 1998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建筑许可 

第一节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第二节 从业资格 

第三章 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发 包 

第三节 承 包 

第四章 建筑工程监理 

第五章 建筑安全生产管理 

第六章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业健康

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活动，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法。 

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 

第三条 建筑活动应当确保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符合国家的建筑工程安全标准。 

第四条 国家扶持建筑业的发展，支持建筑科学技术研究，提高房屋建筑设计水平，鼓励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

提倡采用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先进工艺、新型建筑材料和现代管理方式。 

第五条 从事建筑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建筑活动。 

第六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筑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第二章 建筑许可 

第一节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第七条 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八条 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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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规划许可证； 

（三）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四）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 

（五）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 

（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 

（七）建设资金已经落实；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对符合条件的申请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应当向发证机关申请延

期；延期以两次为限，每次不超过三个月。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者超过延期时限的，施工许可证自行废止。 

第十条 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报告，并按

照规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关核

验施工许可证。 

第十一条 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因故不能按期开工或者中止施工的，应当及时向批

准机关报告情况。因故不能按期开工超过六个月的，应当重新办理开工报告的批准手续。 

第二节 从业资格 

第十二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 

（二）有与其从事的建筑活动相适应的具有法定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从事相关建筑活动所应有的技术装备；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

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

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第十四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并在执业资格证书许可的范围

内从事建筑活动。 

第三章 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五条 建筑工程的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应当依法订立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应当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六条 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的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原则，择优选择承包单位。 

建筑工程的招标投标，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招标投标法律的规定。 

第十七条 发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建筑工程发包中不得收受贿赂、回扣或者索取其他好处。 

承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向发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行贿、提供回扣或者给予其他好处等不正当手段承揽

工程。 

第十八条 建筑工程造价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在合同中约定。公开招标发包的，其

造价的约定，须遵守招标投标法律的规定。 

发包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项。 

第二节 发包 

第十九条 建筑工程依法实行招标发包，对不适于招标发包的可以直接发包。 

第二十条 建筑工程实行公开招标的，发包单位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发布招标公告，提供载有招标工程

的主要技术要求、主要的合同条款、评标的标准和方法以及开标、评标、定标的程序等内容的招标文件。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公开进行。开标后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程序对标书进行

评价、比较，在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投标者中，择优选定中标者。 

第二十一条 建筑工程招标的开标、评标、定标由建设单位依法组织实施，并接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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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建筑工程实行招标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依法中标的承包单位。建筑工程实行

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 

第二十三条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发包单位将招标发包的建筑工程发包给指定的承包单

位。 

第二十四条 提倡对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禁止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 

建筑工程的发包单位可以将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一并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也可以

将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的一项或者多项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但是，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

包单位完成的建筑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单位。 

第二十五条 按照合同约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由工程承包单位采购的，发包单位不得指定承包单

位购入用于工程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或者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第三节 承包 

第二十六条 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第二十七条 大型建筑工程或者结构复杂的建筑工程，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联合共同承包。共同承包的

各方对承包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 

两个以上不同资质等级的单位实行联合共同承包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低的单位的业务许可范围承揽工程。 

第二十八条 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

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 

第二十九条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但是，

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

自行完成。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按照总承包合同的约定对建设单位负责；分包单位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单位负责。

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 

第四章 建筑工程监理 

第三十条 国家推行建筑工程监理制度。 

国务院可以规定实行强制监理的建筑工程的范围。 

第三十一条 实行监理的建筑工程，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 件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建设单位与其

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订立书面委托监理合同。 

第三十二条 建筑工程监理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对承

包单位在施工质量、建设工期和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代表建设单位实施监督。 

工程监理人员认为工程施工不符合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的，有权要求建筑施工企业改正。 

工程监理人员发现工程设计不符合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或者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应当报告建设单位要求设计

单位改正。 

第三十三条 实施建筑工程监理前，建设单位应当将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的内容及监理权限，书面通知

被监理的建筑施工企业。 

第三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监理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根据建设单位的委托，客观、公正地执行监理任务。 

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不得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

害关系。 

工程监理单位不得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第三十五条 工程监理单位不按照委托监理合同的约定履行监理义务，对应当监督检查的项目不检查或者不按

照规定检查，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工程监理单位与承包单位串通，为承包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与承包单位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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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筑安全生产管理 

第三十六条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的责任制度和群

防群治制度。 

第三十七条 建筑工程设计应当符合按照国家规定制定的建筑安全规程和技术规范，保证工程的安全性能。 

第三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应当根据建筑工程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对专

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应当编制专项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采取安全技术措施。 

第三十九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在施工现场采取维护安全、防范危险、预防火灾等措施；有条件的，应当对施

工现场实行封闭管理。 

施工现场对毗邻的建筑物、构筑物和特殊作业环境可能造成损害的，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第四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建筑施工企业提供与施工现场相关的地下管线资料，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采取措施加

以保护。 

第四十一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控制和处理施工现场

的各种粉尘、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以及噪声、振动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的措施。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批准手续： 

（一）需要临时占用规划批准范围以外场地的； 

（二）可能损坏道路、管线、电力、邮电通讯等公共设施的； 

（三）需要临时停水、停电、中断道路交通的； 

（四）需要进行爆破作业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报批手续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三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安全生产的管理，并依法接受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安全生产的指

导和监督。 

第四十四条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依法加强对建筑安全生产的管理，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伤亡和其他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建筑施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负责。 

第四十五条 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向总承包

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 

第四十六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劳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安全生产的教育培训；未经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四十七条 建筑施工企业和作业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应当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建筑行业安全规

章、规程，不得违章指挥或者违章作业。作业人员有权对影响人身健康的作业程序和作业条件提出改进意见，有权

获得安全生产所需的防护用品。作业人员对危及生命安全和人身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第四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第四十九条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

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 

第五十条 房屋拆除应当由具备保证安全条件的建筑施工单位承担，由建筑施工单位负责人对安全负责。 

第五十一条 施工中发生事故时，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减少人员伤亡和事故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六章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 

第五十二条 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建筑工程安全标准的要求，具体管理办法由

国务院规定。 

有关建筑工程安全的国家标准不能适应确保建筑安全的要求时，应当及时修订。 

第五十三条 国家对从事建筑活动的单位推行质量体系认证制度。从事建筑活动的单位根据自愿原则可以向国

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申请质量体系认证。经认

证合格的，由认证机构颁发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第五十四条 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在工程设计或者施工作业中，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降低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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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单位和建筑施工企业对建设单位违反前款规定提出的降低工程质量的要求，应当予以拒绝。 

第五十五条 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的，工程质量由工程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他单

位的，应当对分包工程的质量与分包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分包单位应当接受总承包单位的质量管理。 

第五十六条 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单位必须对其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勘察、设计文件应当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技术规范以及合同的约定。设计文件选用的建筑

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五十七条 建筑设计单位对设计文件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第五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对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偷工减料。工程设计的修改由原设计单位负责，

建筑施工企业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 

第五十九条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的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

设备进行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六十条 建筑物在合理使用寿命内，必须确保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的质量。 

建筑工程竣工时，屋顶、墙面不得留有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对已发现的质量缺陷，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修复。 

第六十一条 交付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和经

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 

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六十二条 建筑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 

建筑工程的保修范围应当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和其他土建工程，以及电气管线、

上下水管线的安装工程，供热、供冷系统工程等项目；保修的期限应当按照保证建筑物合理寿命年限内正常使用，

维护使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确定。具体的保修范围和最低保修期限由国务院规定。 

第六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筑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都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进行检举、控告、投诉。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对不符合开工

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处以罚款。 

第六十五条 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将建筑工程肢解发

包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吊销资质证书，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对因该项承揽工

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建筑施工企业与使用本企业名义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六十七条 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承包单位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对因转包工程或者违法分包的工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与

接受转包或者分包的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六十八条 在工程发包与承包中索贿、受贿、行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分别

处以罚款，没收贿赂的财物，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对在工程承包中行贿的承包单位，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 

第六十九条 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责令改正，处以

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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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理单位转让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

吊销资质证书。 

第七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造

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一条 建筑施工企业违反本法规定，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筑施工企业的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职工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二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违反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降

低工程质量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三条 建筑设计单位不按照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进行设计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造成工程质量

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四条 建筑施工企业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其他

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行为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建筑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建筑施工企业违反本法规定，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罚

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屋顶、墙面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六条 本法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

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决定。 

依照本法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对不具备相应资质等级条件的单位颁发该等级资质证书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收

回所发的资质证书，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八条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限定发包单位将招标发包的工程发包给指定的承包

单位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九条 负责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施工条件的建筑工程颁发施工许可

证的，负责工程质量监督检查或者竣工验收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不合格的建筑工程出具质量合格文件或者按合格

工程验收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由

该部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八十条 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受到损害的，有权向责任者要求赔偿。 

第八章 附则 

第八十一条 本法关于施工许可、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审查和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禁止转包，以及建筑工程监

理、建筑工程安全和质量管理的规定，适用于其他专业建筑工程的建筑活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八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对建筑活动实施监督管理中，除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收取费

用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第八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小型房屋建筑工程的建筑活动，参照本法执行。 

依法核定作为文物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和古建筑等的修缮，依照文物保护的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 

第八十四条 军用房屋建筑工程建筑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据本法制定。 

第八十五条 本法自１９９８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四十六 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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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11 年 4 月 22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决定 

（2011 年 4 月 22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作如下修改： 

将第四十八条修改为：“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依法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鼓励企业为从事危险作

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本决定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1997 年 11 月 1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1 年 4 月 22 日第十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决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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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业健康

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活动，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法。 

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 

第三条 建筑活动应当确保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符合国家的建筑工程安全标准。 

第四条 国家扶持建筑业的发展，支持建筑科学技术研究，提高房屋建筑设计水平，鼓励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

提倡采用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先进工艺、新型建筑材料和现代管理方式。 

第五条 从事建筑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建筑活动。 

第六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筑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第二章 建筑许可 

第一节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第七条 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八条 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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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规划许可证； 

（三）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四）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 

（五）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 

（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 

（七）建设资金已经落实；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对符合条件的申请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应当向发证机关申请延

期；延期以两次为限，每次不超过三个月。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者超过延期时限的，施工许可证自行废止。 

第十条 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报告，并按

照规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关核

验施工许可证。 

第十一条 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因故不能按期开工或者中止施工的，应当及时向批

准机关报告情况。因故不能按期开工超过六个月的，应当重新办理开工报告的批准手续。 

第二节 从业资格 

第十二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 

（二）有与其从事的建筑活动相适应的具有法定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从事相关建筑活动所应有的技术装备；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

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

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第十四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并在执业资格证书许可的范围

内从事建筑活动。 

第三章 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五条 建筑工程的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应当依法订立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应当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六条 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的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原则，择优选择承包单位。 

建筑工程的招标投标，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招标投标法律的规定。 

第十七条 发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建筑工程发包中不得收受贿赂、回扣或者索取其他好处。 

承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向发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行贿、提供回扣或者给予其他好处等不正当手段承揽

工程。 

第十八条 建筑工程造价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在合同中约定。公开招标发包的，其

造价的约定，须遵守招标投标法律的规定。 

发包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项。 

第二节 发 包 

第十九条 建筑工程依法实行招标发包，对不适于招标发包的可以直接发包。 

第二十条 建筑工程实行公开招标的，发包单位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发布招标公告，提供载有招标工程

的主要技术要求、主要的合同条款、评标的标准和方法以及开标、评标、定标的程序等内容的招标文件。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公开进行。开标后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程序对标书进行

评价、比较，在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投标者中，择优选定中标者。 

第二十一条 建筑工程招标的开标、评标、定标由建设单位依法组织实施，并接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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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建筑工程实行招标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依法中标的承包单位。建筑工程实行

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 

第二十三条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发包单位将招标发包的建筑工程发包给指定的承包单

位。 

第二十四条 提倡对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禁止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 

建筑工程的发包单位可以将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一并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也可以

将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的一项或者多项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但是，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

包单位完成的建筑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单位。 

第二十五条 按照合同约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由工程承包单位采购的，发包单位不得指定承包单

位购入用于工程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或者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第三节 承 包 

第二十六条 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第二十七条 大型建筑工程或者结构复杂的建筑工程，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联合共同承包。共同承包的

各方对承包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 

两个以上不同资质等级的单位实行联合共同承包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低的单位的业务许可范围承揽工程。 

第二十八条 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

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 

第二十九条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但是，

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

自行完成。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按照总承包合同的约定对建设单位负责；分包单位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单位负责。

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 

第四章 建筑工程监理 

第三十条 国家推行建筑工程监理制度。 

国务院可以规定实行强制监理的建筑工程的范围。 

第三十一条 实行监理的建筑工程，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建设单位与其委

托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订立书面委托监理合同。 

第三十二条 建筑工程监理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对承

包单位在施工质量、建设工期和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代表建设单位实施监督。 

工程监理人员认为工程施工不符合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的，有权要求建筑施工企业改正。 

工程监理人员发现工程设计不符合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或者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应当报告建设单位要求设计

单位改正。 

第三十三条 实施建筑工程监理前，建设单位应当将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的内容及监理权限，书面通知

被监理的建筑施工企业。 

第三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监理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根据建设单位的委托，客观、公正地执行监理任务。 

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不得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

害关系。 

工程监理单位不得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第三十五条 工程监理单位不按照委托监理合同的约定履行监理义务，对应当监督检查的项目不检查或者不按

照规定检查，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工程监理单位与承包单位串通，为承包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与承包单位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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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筑安全生产管理 

第三十六条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的责任制度和群

防群治制度。 

第三十七条 建筑工程设计应当符合按照国家规定制定的建筑安全规程和技术规范，保证工程的安全性能。 

第三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应当根据建筑工程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对专

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应当编制专项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采取安全技术措施。 

第三十九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在施工现场采取维护安全、防范危险、预防火灾等措施；有条件的，应当对施

工现场实行封闭管理。 

施工现场对毗邻的建筑物、构筑物和特殊作业环境可能造成损害的，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第四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建筑施工企业提供与施工现场相关的地下管线资料，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采取措施加

以保护。 

第四十一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控制和处理施工现场

的各种粉尘、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以及噪声、振动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的措施。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批准手续： 

（一）需要临时占用规划批准范围以外场地的； 

（二）可能损坏道路、管线、电力、邮电通讯等公共设施的； 

（三）需要临时停水、停电、中断道路交通的； 

（四）需要进行爆破作业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报批手续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三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安全生产的管理，并依法接受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安全生产的指

导和监督。 

第四十四条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依法加强对建筑安全生产的管理，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伤亡和其他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建筑施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负责。 

第四十五条 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向总承包

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 

第四十六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劳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安全生产的教育培训；未经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四十七条 建筑施工企业和作业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应当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建筑行业安全规

章、规程，不得违章指挥或者违章作业。作业人员有权对影响人身健康的作业程序和作业条件提出改进意见，有权

获得安全生产所需的防护用品。作业人员对危及生命安全和人身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第四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依法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鼓励企业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

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第四十九条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

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 

第五十条 房屋拆除应当由具备保证安全条件的建筑施工单位承担，由建筑施工单位负责人对安全负责。 

第五十一条 施工中发生事故时，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减少人员伤亡和事故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六章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 

第五十二条 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建筑工程安全标准的要求，具体管理办法由

国务院规定。 

有关建筑工程安全的国家标准不能适应确保建筑安全的要求时，应当及时修订。 

第五十三条 国家对从事建筑活动的单位推行质量体系认证制度。从事建筑活动的单位根据自愿原则可以向国

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申请质量体系认证。经认

证合格的，由认证机构颁发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第五十四条 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在工程设计或者施工作业中，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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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降低工程质量。 

建筑设计单位和建筑施工企业对建设单位违反前款规定提出的降低工程质量的要求，应当予以拒绝。 

第五十五条 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的，工程质量由工程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他单

位的，应当对分包工程的质量与分包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分包单位应当接受总承包单位的质量管理。 

第五十六条 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单位必须对其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勘察、设计文件应当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技术规范以及合同的约定。设计文件选用的建筑

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五十七条 建筑设计单位对设计文件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第五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对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偷工减料。工程设计的修改由原设计单位负责，

建筑施工企业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 

第五十九条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的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

设备进行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六十条 建筑物在合理使用寿命内，必须确保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的质量。 

建筑工程竣工时，屋顶、墙面不得留有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对已发现的质量缺陷，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修复。 

第六十一条 交付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和经

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 

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六十二条 建筑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 

建筑工程的保修范围应当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和其他土建工程，以及电气管线、

上下水管线的安装工程，供热、供冷系统工程等项目；保修的期限应当按照保证建筑物合理寿命年限内正常使用，

维护使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确定。具体的保修范围和最低保修期限由国务院规定。 

第六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筑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都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进行检举、控告、投诉。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对不符合开工

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处以罚款。 

第六十五条 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将建筑工程肢解发

包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吊销资质证书，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对因该项承揽工

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建筑施工企业与使用本企业名义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六十七条 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承包单位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对因转包工程或者违法分包的工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与

接受转包或者分包的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六十八条 在工程发包与承包中索贿、受贿、行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分别

处以罚款，没收贿赂的财物，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对在工程承包中行贿的承包单位，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 

第六十九条 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责令改正，处以

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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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工程监理单位转让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

吊销资质证书。 

第七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造

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一条 建筑施工企业违反本法规定，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筑施工企业的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职工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二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违反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降

低工程质量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三条 建筑设计单位不按照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进行设计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造成工程质量

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四条 建筑施工企业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其他

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行为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建筑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建筑施工企业违反本法规定，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罚

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屋顶、墙面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六条 本法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

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决定。 

依照本法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对不具备相应资质等级条件的单位颁发该等级资质证书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收

回所发的资质证书，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八条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限定发包单位将招标发包的工程发包给指定的承包

单位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九条 负责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施工条件的建筑工程颁发施工许可

证的，负责工程质量监督检查或者竣工验收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不合格的建筑工程出具质量合格文件或者按合格

工程验收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由

该部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八十条 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受到损害的，有权向责任者要求赔偿。 

第八章 附 则 

第八十一条 本法关于施工许可、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审查和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禁止转包，以及建筑工程监

理、建筑工程安全和质量管理的规定，适用于其他专业建筑工程的建筑活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八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对建筑活动实施监督管理中，除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收取费

用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第八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小型房屋建筑工程的建筑活动，参照本法执行。 

依法核定作为文物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和古建筑等的修缮，依照文物保护的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 

第八十四条 军用房屋建筑工程建筑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据本法制定。 

第八十五条 本法自 1998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9 

（1997 年 11 月 1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1 年 4 月 22 日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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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9

年 4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

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建筑许可 

第一节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第二节 从业资格 

第三章 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发 包 

第三节 承 包 

第四章 建筑工程监理 

第五章 建筑安全生产管理 

第六章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业健康

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活动，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法。 

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 

第三条 建筑活动应当确保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符合国家的建筑工程安全标准。 

第四条 国家扶持建筑业的发展，支持建筑科学技术研究，提高房屋建筑设计水平，鼓励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

提倡采用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先进工艺、新型建筑材料和现代管理方式。 

第五条 从事建筑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建筑活动。 

第六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筑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第二章 建 筑 许 可 

第一节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第七条 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八条 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二）依法应当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四）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 

（五）有满足施工需要的资金安排、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 

（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对符合条件的申请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应当向发证机关申请延

期；延期以两次为限，每次不超过三个月。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者超过延期时限的，施工许可证自行废止。 

第十条 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报告，并按

照规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关核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758 页 共 3277 页 

验施工许可证。 

第十一条 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因故不能按期开工或者中止施工的，应当及时向批

准机关报告情况。因故不能按期开工超过六个月的，应当重新办理开工报告的批准手续。 

第二节 从 业 资 格 

第十二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 

（二）有与其从事的建筑活动相适应的具有法定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从事相关建筑活动所应有的技术装备；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

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

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第十四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并在执业资格证书许可的范围

内从事建筑活动。 

第三章 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十五条 建筑工程的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应当依法订立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应当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六条 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的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原则，择优选择承包单位。 

建筑工程的招标投标，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招标投标法律的规定。 

第十七条 发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建筑工程发包中不得收受贿赂、回扣或者索取其他好处。 

承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向发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行贿、提供回扣或者给予其他好处等不正当手段承揽

工程。 

第十八条 建筑工程造价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在合同中约定。公开招标发包的，其

造价的约定，须遵守招标投标法律的规定。 

发包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项。 

第二节 发 包 

第十九条 建筑工程依法实行招标发包，对不适于招标发包的可以直接发包。 

第二十条 建筑工程实行公开招标的，发包单位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发布招标公告，提供载有招标工程

的主要技术要求、主要的合同条款、评标的标准和方法以及开标、评标、定标的程序等内容的招标文件。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公开进行。开标后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程序对标书进行

评价、比较，在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投标者中，择优选定中标者。 

第二十一条 建筑工程招标的开标、评标、定标由建设单位依法组织实施，并接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 建筑工程实行招标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依法中标的承包单位。建筑工程实行

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 

第二十三条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发包单位将招标发包的建筑工程发包给指定的承包单

位。 

第二十四条 提倡对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禁止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 

建筑工程的发包单位可以将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一并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也可以

将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的一项或者多项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但是，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

包单位完成的建筑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单位。 

第二十五条 按照合同约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由工程承包单位采购的，发包单位不得指定承包单

位购入用于工程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或者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第三节 承 包 

第二十六条 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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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第二十七条 大型建筑工程或者结构复杂的建筑工程，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联合共同承包。共同承包的

各方对承包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 

两个以上不同资质等级的单位实行联合共同承包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低的单位的业务许可范围承揽工程。 

第二十八条 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

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 

第二十九条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但是，

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

自行完成。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按照总承包合同的约定对建设单位负责；分包单位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单位负责。

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 

第四章 建筑工程监理 

第三十条 国家推行建筑工程监理制度。 

国务院可以规定实行强制监理的建筑工程的范围。 

第三十一条 实行监理的建筑工程，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建设单位与其委

托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订立书面委托监理合同。 

第三十二条 建筑工程监理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对承

包单位在施工质量、建设工期和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代表建设单位实施监督。 

工程监理人员认为工程施工不符合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的，有权要求建筑施工企业改正。 

工程监理人员发现工程设计不符合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或者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应当报告建设单位要求设计

单位改正。 

第三十三条 实施建筑工程监理前，建设单位应当将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的内容及监理权限，书面通知

被监理的建筑施工企业。 

第三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监理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根据建设单位的委托，客观、公正地执行监理任务。 

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不得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

害关系。 

工程监理单位不得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第三十五条 工程监理单位不按照委托监理合同的约定履行监理义务，对应当监督检查的项目不检查或者不按

照规定检查，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工程监理单位与承包单位串通，为承包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与承包单位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第五章 建筑安全生产管理 

第三十六条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的责任制度和群

防群治制度。 

第三十七条 建筑工程设计应当符合按照国家规定制定的建筑安全规程和技术规范，保证工程的安全性能。 

第三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应当根据建筑工程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对专

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应当编制专项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采取安全技术措施。 

第三十九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在施工现场采取维护安全、防范危险、预防火灾等措施；有条件的，应当对施

工现场实行封闭管理。 

施工现场对毗邻的建筑物、构筑物和特殊作业环境可能造成损害的，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第四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建筑施工企业提供与施工现场相关的地下管线资料，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采取措施加

以保护。 

第四十一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控制和处理施工现场

的各种粉尘、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以及噪声、振动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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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批准手续： 

（一）需要临时占用规划批准范围以外场地的； 

（二）可能损坏道路、管线、电力、邮电通讯等公共设施的； 

（三）需要临时停水、停电、中断道路交通的； 

（四）需要进行爆破作业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报批手续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三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安全生产的管理，并依法接受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安全生产的指

导和监督。 

第四十四条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依法加强对建筑安全生产的管理，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伤亡和其他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建筑施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负责。 

第四十五条 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向总承包

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 

第四十六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劳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安全生产的教育培训；未经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四十七条 建筑施工企业和作业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应当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建筑行业安全规

章、规程，不得违章指挥或者违章作业。作业人员有权对影响人身健康的作业程序和作业条件提出改进意见，有权

获得安全生产所需的防护用品。作业人员对危及生命安全和人身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第四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依法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鼓励企业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

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第四十九条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

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 

第五十条 房屋拆除应当由具备保证安全条件的建筑施工单位承担，由建筑施工单位负责人对安全负责。 

第五十一条 施工中发生事故时，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减少人员伤亡和事故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六章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 

第五十二条 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建筑工程安全标准的要求，具体管理办法由

国务院规定。 

有关建筑工程安全的国家标准不能适应确保建筑安全的要求时，应当及时修订。 

第五十三条 国家对从事建筑活动的单位推行质量体系认证制度。从事建筑活动的单位根据自愿原则可以向国

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申请质量体系认证。经认

证合格的，由认证机构颁发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第五十四条 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在工程设计或者施工作业中，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降低工程质量。 

建筑设计单位和建筑施工企业对建设单位违反前款规定提出的降低工程质量的要求，应当予以拒绝。 

第五十五条 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的，工程质量由工程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他单

位的，应当对分包工程的质量与分包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分包单位应当接受总承包单位的质量管理。 

第五十六条 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单位必须对其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勘察、设计文件应当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技术规范以及合同的约定。设计文件选用的建筑

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五十七条 建筑设计单位对设计文件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第五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对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偷工减料。工程设计的修改由原设计单位负责，

建筑施工企业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 

第五十九条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的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

设备进行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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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建筑物在合理使用寿命内，必须确保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的质量。 

建筑工程竣工时，屋顶、墙面不得留有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对已发现的质量缺陷，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修复。 

第六十一条 交付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和经

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 

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六十二条 建筑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 

建筑工程的保修范围应当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和其他土建工程，以及电气管线、

上下水管线的安装工程，供热、供冷系统工程等项目；保修的期限应当按照保证建筑物合理寿命年限内正常使用，

维护使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确定。具体的保修范围和最低保修期限由国务院规定。 

第六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筑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都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进行检举、控告、投诉。 

第七章 法 律 责 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对不符合开工

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处以罚款。 

第六十五条 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将建筑工程肢解发

包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吊销资质证书，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对因该项承揽工

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建筑施工企业与使用本企业名义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六十七条 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承包单位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对因转包工程或者违法分包的工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与

接受转包或者分包的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六十八条 在工程发包与承包中索贿、受贿、行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分别

处以罚款，没收贿赂的财物，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对在工程承包中行贿的承包单位，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 

第六十九条 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责令改正，处以

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工程监理单位转让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

吊销资质证书。 

第七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造

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一条 建筑施工企业违反本法规定，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筑施工企业的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职工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二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违反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降

低工程质量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三条 建筑设计单位不按照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进行设计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造成工程质量

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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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四条 建筑施工企业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其他

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行为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建筑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建筑施工企业违反本法规定，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罚

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屋顶、墙面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六条 本法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

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决定。 

依照本法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对不具备相应资质等级条件的单位颁发该等级资质证书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收

回所发的资质证书，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八条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限定发包单位将招标发包的工程发包给指定的承包

单位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九条 负责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施工条件的建筑工程颁发施工许可

证的，负责工程质量监督检查或者竣工验收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不合格的建筑工程出具质量合格文件或者按合格

工程验收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由

该部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八十条 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受到损害的，有权向责任者要求赔偿。 

第八章 附 则 

第八十一条 本法关于施工许可、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审查和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禁止转包，以及建筑工程监

理、建筑工程安全和质量管理的规定，适用于其他专业建筑工程的建筑活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八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对建筑活动实施监督管理中，除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收取费

用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第八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小型房屋建筑工程的建筑活动，参照本法执行。 

依法核定作为文物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和古建筑等的修缮，依照文物保护的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 

第八十四条 军用房屋建筑工程建筑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据本法制定。 

第八十五条 本法自 1998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业健

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活动，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法。 

         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

活动。 

第三条    建筑活动应当确保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符合国家的建筑工程安全标准。 

 

5.5.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 年 1 月 30 日国务院令第 279 号） 

http://www.gov.cn/flfg/2005-08/06/content_20998.htm  

http://www.bjchy.gov.cn/affair/zfyj/law/26936.htm 

http://www.djrd.gov.cn/html/flfg/xzfg/18/01/4304.html 2017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468867.htm 2019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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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1 月 10 日国务院第 25 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0 年 1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9 号公布 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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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筑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有关活动及实施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的，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 

第三条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质量负责。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超越权限审批建设项目或者擅自简化基本建设程序。 

第六条 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建设工程质量。 

第二章 建设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 

建设单位不得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

等的采购进行招标。 

第九条 建设单位必须向有关的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供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必须真实、准确、齐全。 

第十条 建设工程发包单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建设工程质量。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设计文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第十二条 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也可以委托

具有工程监理相应资质等级并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该工程的设计单位

进行监理。 

下列建设工程必须实行监理： 

（一）国家重点建设工程； 

（二）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 

（三）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工程； 

（四）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 

（五）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其他工程。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第十四条 按照合同约定，由建设单位采购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建设单位应当保证建筑材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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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构配件和设备符合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十五条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

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 

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不得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二）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三）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 

（四）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 

（五）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 

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及时收集、整理建设项目各环节的文件资料，建

立、健全建设项目档案，并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 

第三章 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十八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

承揽工程。 

禁止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勘察、设计

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所承揽的工程。 

第十九条 勘察、设计单位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并对其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应当在设计文件上签字，对设计文件负责。 

第二十条 勘察单位提供的地质、测量、水文等勘察成果必须真实、准确。 

第二十一条 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工程设计。 

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第二十二条 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中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

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专用设备、工艺生产线等外，设计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第二十三条 设计单位应当就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向施工单位作出详细说明。 

第二十四条 设计单位应当参与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分析，并对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

案。 

第四章 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二十五条 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施工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其他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施工单位允许其

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 

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质量责任制，确定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施工管理负责人。 

建设工程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全部建设工程质量负责；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的

一项或者多项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其承包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的设备的质量负责。 

第二十七条 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单位应当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其分包工程

的质量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料。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设计文件和图纸有差错的，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九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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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检验应当有书面记录和专人签字；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三十条 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健全施工质量的检验制度，严格工序管理，作好隐蔽工程的质量检查和记录。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施工单位应当通知建设单位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三十一条 施工人员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当在建设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监督下

现场取样，并送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质量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对施工中出现质量问题的建设工程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应当负责返修。 

第三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考核不合格

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五章 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三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

务。 

禁止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工程监理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禁止工

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 

工程监理单位不得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第三十五条 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

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不得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 

第三十六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代表建设

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第三十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进驻施工现场。 

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道工

序的施工。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建设单位不拨付工程款，不进行竣工验收。 

第三十八条 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对建设工程实施

监理。 

第六章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 

第三十九条 建设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 

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在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质量保修书。质量保修书中应

当明确建设工程的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 

第四十条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一）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５年； 

（三）供热与供冷系统，为２个采暖期、供冷期； 

（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２年。 

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约定。 

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四十一条 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建设工程在超过合理使用年限后需要继续使用的，产权所有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

设计单位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加固、维修等措施，重新界定使用期。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 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

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

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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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组织稽察特派员，对国家出资的重大建设项目实施

监督检查。 

国务院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国家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实施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可以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

构具体实施。 

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从事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考核。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实施质量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

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三）发现有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时，责令改正。 

第四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１５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

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

行为的，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五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支持

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五十一条 供水、供电、供气、公安消防等部门或者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购买其指定

的生产供应单位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五十二条 建设工程发生质量事故，有关单位应当在２４小时内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

告。对重大质量事故，事故发生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事故类别和等级向当地人民政府和

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调查程序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设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第八章 罚则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单位或者

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的，责令改正，处５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

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２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的； 

（二）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 

（三）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 

（四）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五）建设项目必须实行工程监理而未实行工程监理的； 

（六）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 

（七）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八）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的。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

工，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

四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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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 

（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

建设项目档案的，责令改正，处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对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１倍以上２倍以下的罚款；

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

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

收。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

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１倍

以上２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

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

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工程监理单位转让工程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

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１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 

（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

四以下的罚款；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或者未对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责令改正，处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处１０万元以

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５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

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 

（二）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

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工的，责令

改正，处５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

责令改正，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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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条 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期限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供水、供电、供气、公安消防等部门或者单位明示或者暗示建设单位或者施工

单位购买其指定的生产供应单位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责令改正。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因过错造成质量事

故的，责令停止执业１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５年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

不予注册。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四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

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

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依照本条例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七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七条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因调动工作、退休等原因离开该单位后，被

发现在该单位工作期间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仍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七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肢解发包，是指建设单位将应当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设工程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

给不同的承包单位的行为。 

本条例所称违法分包，是指下列行为： 

（一）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 

（二）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

位完成的；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 

（四）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 

本条例所称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

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承包的行为。 

第七十九条 本条例规定的罚款和没收的违法所得，必须全部上缴国库。 

第八十条 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不适用本条例。 

第八十一条 军事建设工程的管理，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刑法有关条款 

第一百三十七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

大安全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2017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17） 

 

（2000 年 1 月 10 日国务院第 25 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0 年 1 月 30 日发布施行 根据 2017 年 10 月 7 日国务院令

第 687 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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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三章 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四章 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五章 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六章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八章 罚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筑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有关活动及实施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的，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 

第三条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质量负责。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超越权限审批建设项目或者擅自简化基本建设程序。 

第六条 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建设工程质量。 

第二章 建设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 

建设单位不得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

等的采购进行招标。 

第九条 建设单位必须向有关的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供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必须真实、准确、齐全。 

第十条 建设工程发包单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建设工程质量。 

第十一条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第十二条 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也可以委托

具有工程监理相应资质等级并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该工程的设计单位

进行监理。 

下列建设工程必须实行监理： 

（一）国家重点建设工程； 

（二）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 

（三）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工程； 

（四）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 

（五）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其他工程。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第十四条 按照合同约定，由建设单位采购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建设单位应当保证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备符合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十五条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

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 

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不得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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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二）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三）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 

（四）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 

（五）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 

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及时收集、整理建设项目各环节的文件资料，建

立、健全建设项目档案，并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 

第三章 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十八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

承揽工程。 

禁止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勘察、设计

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所承揽的工程。 

第十九条 勘察、设计单位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并对其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应当在设计文件上签字，对设计文件负责。 

第二十条 勘察单位提供的地质、测量、水文等勘察成果必须真实、准确。 

第二十一条 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工程设计。 

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第二十二条 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中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

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专用设备、工艺生产线等外，设计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第二十三条 设计单位应当就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向施工单位作出详细说明。 

第二十四条 设计单位应当参与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分析，并对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

案。 

第四章 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二十五条 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施工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其他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施工单位允许其

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 

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质量责任制，确定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施工管理负责人。 

建设工程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全部建设工程质量负责；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的

一项或者多项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其承包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的设备的质量负责。 

第二十七条 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单位应当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其分包工程

的质量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料。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设计文件和图纸有差错的，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九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

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检验应当有书面记录和专人签字；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三十条 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健全施工质量的检验制度，严格工序管理，作好隐蔽工程的质量检查和记录。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施工单位应当通知建设单位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三十一条 施工人员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当在建设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监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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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取样，并送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质量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对施工中出现质量问题的建设工程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应当负责返修。 

第三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考核不合格

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五章 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三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

务。 

禁止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工程监理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禁止工

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 

工程监理单位不得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第三十五条 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

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不得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 

第三十六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代表建设

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第三十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进驻施工现场。 

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道工

序的施工。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建设单位不拨付工程款，不进行竣工验收。 

第三十八条 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对建设工程实施监

理。 

第六章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 

第三十九条 建设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 

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在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质量保修书。质量保修书中应

当明确建设工程的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 

第四十条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一）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 5 年； 

（三）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2 个采暖期、供冷期； 

（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 2 年。 

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约定。 

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四十一条 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建设工程在超过合理使用年限后需要继续使用的，产权所有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

设计单位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加固、维修等措施，重新界定使用期。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 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

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

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 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组织稽察特派员，对国家出资的重大建设项目实施

监督检查。 

国务院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国家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实施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可以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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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具体实施。 

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从事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考核。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实施质量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

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三）发现有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时，责令改正。 

第四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

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

行为的，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五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支持

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五十一条 供水、供电、供气、公安消防等部门或者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购买其指定

的生产供应单位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五十二条 建设工程发生质量事故，有关单位应当在 24 小时内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

告。对重大质量事故，事故发生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事故类别和等级向当地人民政府和

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调查程序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设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第八章 罚 则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单位或者

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的，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0.5%以上 1%以

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的； 

（二）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 

（三）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 

（四）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五）建设项目必须实行工程监理而未实行工程监理的； 

（六）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 

（七）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八）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的。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

工，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1%以上 2%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 

（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 

（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

建设项目档案的，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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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对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

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

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

收。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

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 1 倍

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

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

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25%以上 50%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0.5%以上 1%以

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工程监理单位转让工程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 25%以上 50%以下的罚

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 

（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

款；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或者未对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

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 

（二）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

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工的，责令

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

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条 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期限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供水、供电、供气、公安消防等部门或者单位明示或者暗示建设单位或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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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购买其指定的生产供应单位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责令改正。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因过错造成质量事

故的，责令停止执业 1 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

不予注册。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四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

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

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依照本条例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七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七条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因调动工作、退休等原因离开该单位后，被

发现在该单位工作期间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仍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七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肢解发包，是指建设单位将应当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设工程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

给不同的承包单位的行为。 

本条例所称违法分包，是指下列行为： 

（一）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 

（二）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

位完成的；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 

（四）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 

本条例所称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

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承包的行为。 

第七十九条 本条例规定的罚款和没收的违法所得，必须全部上缴国库。 

第八十条 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不适用本条例。 

第八十一条 军事建设工程的管理，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2019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2000 年 1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9 号发布 根据 2017 年 10 月 7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

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9 年 4 月 23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筑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有关活动及实施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的，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 

第三条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质量负责。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超越权限审批建设项目或者擅自简化基本建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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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建设工程质量。 

第二章 建设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 

建设单位不得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

等的采购进行招标。 

第九条 建设单位必须向有关的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供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必须真实、准确、齐全。 

第十条 建设工程发包单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建设工程质量。 

第十一条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第十二条 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也可以委托

具有工程监理相应资质等级并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该工程的设计单位

进行监理。 

下列建设工程必须实行监理： 

（一）国家重点建设工程； 

（二）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 

（三）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工程； 

（四）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 

（五）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其他工程。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可以与施工

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合并办理。 

第十四条 按照合同约定，由建设单位采购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建设单位应当保证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备符合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十五条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

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 

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不得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二）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三）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 

（四）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 

（五）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 

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及时收集、整理建设项目各环节的文件资料，建

立、健全建设项目档案，并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 

第三章 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十八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

承揽工程。 

禁止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勘察、设计

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所承揽的工程。 

第十九条 勘察、设计单位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并对其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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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应当在设计文件上签字，对设计文件负责。 

第二十条 勘察单位提供的地质、测量、水文等勘察成果必须真实、准确。 

第二十一条 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工程设计。 

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第二十二条 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中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

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专用设备、工艺生产线等外，设计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第二十三条 设计单位应当就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向施工单位作出详细说明。 

第二十四条 设计单位应当参与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分析，并对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

案。 

第四章 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二十五条 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施工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其他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施工单位允许其

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 

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质量责任制，确定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施工管理负责人。 

建设工程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全部建设工程质量负责；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的

一项或者多项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其承包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的设备的质量负责。 

第二十七条 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单位应当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其分包工程

的质量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料。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设计文件和图纸有差错的，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九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

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检验应当有书面记录和专人签字；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三十条 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健全施工质量的检验制度，严格工序管理，作好隐蔽工程的质量检查和记录。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施工单位应当通知建设单位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三十一条 施工人员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当在建设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监督下

现场取样，并送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质量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对施工中出现质量问题的建设工程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应当负责返修。 

第三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考核不合格

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五章 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三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

务。 

禁止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工程监理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禁止工

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 

工程监理单位不得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第三十五条 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

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不得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 

第三十六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代表建设

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第三十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进驻施工现场。 

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道工

序的施工。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建设单位不拨付工程款，不进行竣工验收。 

第三十八条 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对建设工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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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 

第六章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 

第三十九条 建设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 

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在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质量保修书。质量保修书中应

当明确建设工程的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 

第四十条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一）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 5 年； 

（三）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2 个采暖期、供冷期； 

（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 2 年。 

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约定。 

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四十一条 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建设工程在超过合理使用年限后需要继续使用的，产权所有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

设计单位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加固、维修等措施，重新界定使用期。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 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

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

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 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组织稽察特派员，对国家出资的重大建设项目实施

监督检查。 

国务院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国家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实施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可以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

构具体实施。 

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从事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考核。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实施质量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

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三）发现有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时，责令改正。 

第四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

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

行为的，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五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支持

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五十一条 供水、供电、供气、公安消防等部门或者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购买其指定

的生产供应单位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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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条 建设工程发生质量事故，有关单位应当在 24 小时内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

告。对重大质量事故，事故发生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事故类别和等级向当地人民政府和

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调查程序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设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第八章 罚 则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单位或者

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的，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0.5%以上 1%以

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的； 

（二）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 

（三）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 

（四）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五）建设项目必须实行工程监理而未实行工程监理的； 

（六）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 

（七）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八）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的。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

工，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1%以上 2%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 

（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 

（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

建设项目档案的，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对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

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

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

收。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

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 1 倍

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

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

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25%以上 50%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0.5%以上 1%以

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工程监理单位转让工程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 25%以上 50%以下的罚

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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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

款；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或者未对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

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 

（二）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

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工的，责令

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

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条 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期限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供水、供电、供气、公安消防等部门或者单位明示或者暗示建设单位或者施工

单位购买其指定的生产供应单位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责令改正。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因过错造成质量事

故的，责令停止执业 1 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

不予注册。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四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

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

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依照本条例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七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七条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因调动工作、退休等原因离开该单位后，被

发现在该单位工作期间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仍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七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肢解发包，是指建设单位将应当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设工程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

给不同的承包单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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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例所称违法分包，是指下列行为： 

（一）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 

（二）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

位完成的；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 

（四）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 

本条例所称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

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承包的行为。 

第七十九条 本条例规定的罚款和没收的违法所得，必须全部上缴国库。 

第八十条 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不适用本条例。 

第八十一条 军事建设工程的管理，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5.5.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00 年 9 月 25 日国务院令第 293 号国务院令第 662 号 2015 年 6 月 12

日） 

http://www.gxzj.com.cn/news.aspx?id=5844 2000 

http://www.mohurd.gov.cn/fgjs/xzfg/200611/t20061101_158928.html 2000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62 号 2015 年 6 月 12 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6/23/content_2882841.htm  

http://www.mohurd.gov.cn/fgjs/xzfg/201506/t20150626_222560.html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2000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93 号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已经 2000 年 9 月 20 日国务院第 31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总理 朱镕基 

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

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勘察，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要

求，查明、分析、评价建设场地的地质地理环境特征和岩土工程条件，编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的活动。本条例所称

建设工程设计，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要求，对建设工程所需的技术、经济、资源、环境等条件进行综合分析、论证，

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的活动。 

第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 

第四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应当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加强对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必须依法进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并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第六条 国家鼓励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中采用 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新型材料和现代管理方

法。 

第二章 资质资格管理 

第七条 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单位， 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 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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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 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禁止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或者以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 工程勘察、

设计业务。禁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允许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第九条 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专业 技术人员，实行执业资格注册管理制度。 未经注册的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人员，不得以注册执 业人员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 

第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注册执业人员和其他专 业技术人员只能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未 

受聘于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不得从事建设工程的 勘察、设计活动。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和执业 人员注册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 

第三章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与承包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依法实行招标发包或者直接发包。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实行招标发包。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方案评标，应当以投 标人的业绩、信誉和勘察、设计人员的能力以及勘察、设 

计方案的优劣为依据，进行综合评定。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招标人应当在评标 委员会推荐的候选方案中确定中标方案。但是，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的招标人认为评标委员会推荐的候选方案不能 最大限度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要求的，应当依法重新招

标。 

第十六条 下列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经有关主管 部门批准，可以直接发包： 

（一）采用特定的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 

（二）建筑艺术造型有特殊要求的； 

（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 

第十七条 发包方不得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发 包给不具有相应勘察、设计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单位。 

第十八条 发包方可以将整个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 发包给一个勘察、设计单位；也可以将建设工程的勘察、 

设计分别发包给几个勘察、设计单位。 

第十九条 除建设工程主体部分的勘察、设计外，经 发包方书面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建设工程其他部分的勘察、 

设计再分包给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不得将所承揽的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转包。 

第二十一条承包方必须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 证书规定的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内承揽建设工程的勘察、 

设计业务。 

第二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发包方与承包方， 应当执行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程序。 

第二十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发包方与承包方 应当签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方与承包方应 当执行国家有关建设工程勘察费、设计费的管理规定。 

第四章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与实施 

第二十五条 编制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应当以下列规定为依据： 

（－）项目批准文件； 

（二）城市规划； 

（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四）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深度要求。 

铁路、交通、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还应当以专业规 划的要求为依据。 

第二十六条 编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应当真实、准 确，满足建设工程规划、选址、设计、岩土治理和施工的

需要。 编制方案设计文件，应当满足编制初步设计文件和控 制概算的需要。 编制初步设计文件，应当满足编制

施工招标文件、主 要设备材料订货和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的需要。 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当满足设备材料采购、

非标 准设备制作和施工的需要，并注明建设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第二十七条 设计文件中选用的材料、构配件、设备， 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

必 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专用设备和工艺生产线等 外，设计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

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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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不得修 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确需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文件的，应当由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经原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书面同意，建设单位也可以委

托 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修改 单位对修改的勘察、设计文件承担相应责任。 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发现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不 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应当 报告建

设单位，建设单位有权要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 位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进行补充、修改。 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文件内容需要作重大修改的，建 设单位应当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修改。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中规定采用的 新技术、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又没有 

国家技术标准的，应当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 论证，出具检测报告，并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

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建设工程技术专家委 员会审定后，方可使用。 

第三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 施工前，向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说明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意图，解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 勘察、设计问题。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 

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 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 地

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 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

动 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在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内跨部门、跨地区承揽 

勘察、设计业务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 设置障碍，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涉及公 

共利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活动中的违法行为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１倍以上２倍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未取得资

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前款规 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

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注册，擅自以注 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人员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 得２倍以上５倍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 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注册执业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未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同时受聘于两个以上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单位，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责令停止

违 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２倍以上５倍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执行业务或者吊销

资格 证书；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发包方将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业务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单位的，责令改正，处５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单位将所承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转包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２５％以上 ５０％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 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 的； 

（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 供应商的； 

（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 的。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 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资格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 

证书、资格证书的机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范围决定。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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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本条例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四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建筑和农民自建 两层以下住宅的勘察、设计活动，不适用本条例。 

第四十四条 军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管理，按照 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2000 年 9 月 25 日）起施行。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62 号 

现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总 理 李克强 

2015 年 6 月 12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决定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单位未依据项目批准文件，城乡规划及专业规划，

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深度要求编制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10 万

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或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

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的“城市规划”修改为“城乡规划”，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2000 年 9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93 号公布 根据 2015 年 6 月 12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

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勘察，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要求，查明、分析、评价建设场地的地质地理环境特征和岩土

工程条件，编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设计，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要求，对建设工程所需的技术、经济、资源、环境等条件进行

综合分析、论证，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的活动。 

第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 

第四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应当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加强对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必须依法进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并对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第六条 国家鼓励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中采用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新型材料和现代管理方

法。 

第二章 资质资格管理 

第七条 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单位，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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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禁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业务。 

第九条 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执业资格注册管理制度。 

未经注册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人员，不得以注册执业人员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 

第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注册执业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只能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未

受聘于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不得从事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活动。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和执业人员注册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 

第三章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与承包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依法实行招标发包或者直接发包。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实行招标发包。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方案评标，应当以投标人的业绩、信誉和勘察、设计人员的能力以及勘察、设

计方案的优劣为依据，进行综合评定。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招标人应当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候选方案中确定中标方案。但是，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的招标人认为评标委员会推荐的候选方案不能最大限度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要求的，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第十六条 下列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直接发包： 

（一）采用特定的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 

（二）建筑艺术造型有特殊要求的； 

（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 

第十七条 发包方不得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发包给不具有相应勘察、设计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单位。 

第十八条 发包方可以将整个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发包给一个勘察、设计单位；也可以将建设工程的勘察、

设计分别发包给几个勘察、设计单位。 

第十九条 除建设工程主体部分的勘察、设计外，经发包方书面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建设工程其他部分的勘察、

设计再分包给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不得将所承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转包。 

第二十一条 承包方必须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规定的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内承揽建设工程的勘察、

设计业务。 

第二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发包方与承包方，应当执行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程序。 

第二十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发包方与承包方应当签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方与承包方应当执行国家有关建设工程勘察费、设计费的管理规定。 

第四章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与实施 

第二十五条 编制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应当以下列规定为依据： 

（一）项目批准文件； 

（二）城乡规划； 

（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四）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深度要求。 

铁路、交通、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还应当以专业规划的要求为依据。 

第二十六条 编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应当真实、准确，满足建设工程规划、选址、设计、岩土治理和施工的

需要。 

编制方案设计文件，应当满足编制初步设计文件和控制概算的需要。 

编制初步设计文件，应当满足编制施工招标文件、主要设备材料订货和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的需要。 

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当满足设备材料采购、非标准设备制作和施工的需要，并注明建设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第二十七条 设计文件中选用的材料、构配件、设备，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

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专用设备和工艺生产线等外，设计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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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不得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确需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文件的，应当由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经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书面同意，建设单位也可以委托

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修改单位对修改的勘察、设计文件承担相应责任。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发现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应当

报告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有权要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进行补充、修改。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内容需要作重大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修改。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中规定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又没有

国家技术标准的，应当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论证，出具检测报告，并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建设工程技术专家委员会审定后，方可使用。 

第三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施工前，向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说明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意图，解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勘察、设计问题。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

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

动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内跨部门、跨地区承揽

勘察、设计业务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设置障碍，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涉及公

共利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1 倍以上 2 倍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

收。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注册，擅自以注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人员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注册执业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未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同时受聘于两个以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执行业务或者吊销资格

证书；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发包方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单位的，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将所承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转包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25％以上 50％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

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单位未依据项目批准文件，城乡规划及专业规划，国家规定的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深度要求编制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或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

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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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给予处

罚： 

（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 

（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资格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

证书、资格证书的机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范围决定。 

依照本条例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四十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建筑和农民自建两层以下住宅的勘察、设计活动，不适用本条例。 

第四十五条 军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管理，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四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应当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加强对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必须依法进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并对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第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禁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

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禁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业务。 

 第九条 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执业资格注册管理制度。 

  未经注册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人员，不得以注册执业人员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 

 第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注册执业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只能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未受聘于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不得从事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活动。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和执业人员注册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 

第二十五条 编制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应当以下列规定为依据： 

  (一)项目批准文件； 

  (二)城市规划； 

  (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四)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深度要求。 

  铁路、交通、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还应当以专业规划的要求为依据。 

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不得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确需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文件的，应当由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经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书面同意，建设单位也可以委托

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修改单位对修改的勘察、设计文件承担相应责任。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发现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

应当报告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有权要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进行补充、修改。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内容需要作重大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修改。 

  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内跨部门、跨地区承

揽勘察、设计业务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设置障碍，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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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给予处

罚： 

  (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 

  (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资格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

资质证书、资格证书的机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范围决定。 

  依照本条例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四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5.5.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 年 11 月 24 日国务院令第 393 号） 

http://www.gov.cn/zwgk/2005-05/23/content_183.htm  

http://www.huainan.gov.cn/4971496/14936214.html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803/t20180320_235437.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393 号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已经 2003 年 11 月 12 日国务院第 28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有关活动及实施对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 

  第三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第四条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及其他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有关的单

位，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依法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 

  第五条 国家鼓励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推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科

学管理。 

第二章 建设单位的安全责任 

  第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内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广

播电视等地下管线资料，气象和水文观测资料，相邻建筑物和构筑物、地下工程的有关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

准确、完整。 

  建设单位因建设工程需要，向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询前款规定的资料时，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及时提供。 

  第七条 建设单位不得对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出不符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

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不得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 

  第八条 建设单位在编制工程概算时，应当确定建设工程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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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购买、租赁、使用不符合安全施工要求的安全防护用具、机

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消防设施和器材。 

  第十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时，应当提供建设工程有关安全施工措施的资料。 

  依法批准开工报告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自开工报告批准之日起 15 日内，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报

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拆除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应当在拆除工程施工 15 日前，将下列资料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一)施工单位资质等级证明； 

  (二)拟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及可能危及毗邻建筑的说明； 

  (三)拆除施工组织方案； 

  (四)堆放、清除废弃物的措施。 

  实施爆破作业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民用爆炸物品管理的规定。 

第三章 勘察、设计、工程监理及其他有关单位的安全责任 

  第十二条 勘察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提供的勘察文件应当真实、准

确，满足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需要。 

  勘察单位在勘察作业时，应当严格执行操作规程，采取措施保证各类管线、设施和周边建筑物、构筑物的

安全。 

  第十三条 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防止因设计不合理导致生产安

全事故的发生。 

  设计单位应当考虑施工安全操作和防护的需要，对涉及施工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在设计文件中注明，并

对防范生产安全事故提出指导意见。 

  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的建设工程和特殊结构的建设工程，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中提出保障施工作

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 

  设计单位和注册建筑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应当对其设计负责。 

  第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 

  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

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

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承担监理责任。 

  第十五条 为建设工程提供机械设备和配件的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施工的要求配备齐全有效的保险、限位

等安全设施和装置。 

  第十六条 出租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应当具有生产(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 

  出租单位应当对出租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的安全性能进行检测，在签订租赁协议时，应当出具检

测合格证明。 

  禁止出租检测不合格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 

  第十七条 在施工现场安装、拆卸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必须由具有

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安装、拆卸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应当编制拆装方案、制定安全施工

措施，并由专业技术人员现场监督。 

  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安装完毕后，安装单位应当自检，出具自检合格

证明，并向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使用说明，办理验收手续并签字。 

  第十八条 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的使用达到国家规定的检验检测期限

的，必须经具有专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检测。经检测不合格的，不得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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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检验检测机构对检测合格的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应当出

具安全合格证明文件，并对检测结果负责。 

第四章 施工单位的安全责任 

  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

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依法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

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

入，对所承担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 

  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负责，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并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

工措施，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第二十二条 施工单位对列入建设工程概算的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应当用于施工安全

防护用具及设施的采购和更新、安全施工措施的落实、安全生产条件的改善，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对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应当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对违章指挥、违章操作的，应当立即制止。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 

  总承包单位应当自行完成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 

  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合同中应当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义务。

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 

  分包单位应当服从总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分包单位不服从管理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分包单位承

担主要责任。 

  第二十五条 垂直运输机械作业人员、安装拆卸工、爆破作业人员、起重信号工、登高架设作业人员等特

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安全技术措施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对下列达到一

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附具安全验算结果，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总监理工

程师签字后实施，由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 

  (一)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 

  (二)土方开挖工程； 

  (三)模板工程； 

  (四)起重吊装工程； 

  (五)脚手架工程； 

  (六)拆除、爆破工程； 

  (七)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性较大的工程。 

  对前款所列工程中涉及深基坑、地下暗挖工程、高大模板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单位还应当组织专家

进行论证、审查。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达到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工程的标准，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

关部门制定。 

  第二十七条 建设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应当对有关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施工

作业班组、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 

  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入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楼

梯口、电梯井口、孔洞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设置明

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施工单位应当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和周围环境及季节、气候的变化，在施工现场采取相应的安全施工措施。

施工现场暂时停止施工的，施工单位应当做好现场防护，所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或者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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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条 施工单位应当将施工现场的办公、生活区与作业区分开设置，并保持安全距离；办公、生活

区的选址应当符合安全性要求。职工的膳食、饮水、休息场所等应当符合卫生标准。施工单位不得在尚未竣工的建

筑物内设置员工集体宿舍。 

  施工现场临时搭建的建筑物应当符合安全使用要求。施工现场使用的装配式活动房屋应当具有产品合格证。 

  第三十条 施工单位对因建设工程施工可能造成损害的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等，应当采取专项

防护措施。 

  施工单位应当遵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施工现场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粉尘、废气、废

水、固体废物、噪声、振动和施工照明对人和环境的危害和污染。 

  在城市市区内的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对施工现场实行封闭围挡。 

  第三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建立消防安全责任制度，确定消防安全责任人，制定用火、用电、

使用易燃易爆材料等各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设置消防通道、消防水源，配备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并

在施工现场入口处设置明显标志。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应当向作业人员提供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并书面告知危险岗位的操作规

程和违章操作的危害。 

  作业人员有权对施工现场的作业条件、作业程序和作业方式中存在的安全问题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有

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 

  在施工中发生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作业人员有权立即停止作业或者在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后撤离

危险区域。 

  第三十三条 作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具、

机械设备等。 

  第三十四条 施工单位采购、租赁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应当具有生产(制造)许

可证、产品合格证，并在进入施工现场前进行查验。 

  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必须由专人管理，定期进行检查、维修和保养，建

立相应的资料档案，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报废。 

  第三十五条 施工单位在使用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前，应当组织有关

单位进行验收，也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验收；使用承租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的，由

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出租单位和安装单位共同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方可使用。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的施工起重机械，在验收前应当经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验合

格。 

  施工单位应当自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日内，向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登记。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于该设备的显著位置。 

  第三十六条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施工单位应当对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其教育培训情况记入个人工作

档案。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 

  第三十七条 作业人员进入新的岗位或者新的施工现场前，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

者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施工单位在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时，应当对作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第三十八条 施工单位应当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费由施工单位支付。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支付意外伤害保险费。意外伤害保险

期限自建设工程开工之日起至竣工验收合格止。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九条 国务院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对全国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对本行

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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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

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一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将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有关资料的主要内

容抄送同级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 

  第四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核发放施工许可证时，应当对建设工程是否有安全施工措施进行审查，

对没有安全施工措施的，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建设工程是否有安全施工措施进行审查时，不得收取费用。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履行安

全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有关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三)纠正施工中违反安全生产要求的行为； 

  (四)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责令立即排除；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

全的，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或者暂时停止施工。 

  第四十四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可以将施工现场的监督检查委托给建设工程安全监督

机构具体实施。 

  第四十五条 国家对严重危及施工安全的工艺、设备、材料实行淘汰制度。具体目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对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

故及安全事故隐患的检举、控告和投诉。 

第六章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要求，制定本行政区域内

建设工程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第四十八条 施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配备应急救援

人员，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四十九条 施工单位应当根据建设工程施工的特点、范围，对施工现场易发生重大事故的部位、环节进

行监控，制定施工现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统一组织编制建设工程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工程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按照应急救援预案，各自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配备应急救援

人员，配备救援器材、设备，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五十条 施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伤亡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的规定，及时、如实

地向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特种设备发生事故的，还应当同时

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如实上报。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建设工程，由总承包单位负责上报事故。 

  第五十一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施工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保护事故现场。需要移动现场

物品时，应当做出标记和书面记录，妥善保管有关证物。 

  第五十二条 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罚与处理，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执行。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

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施工单位颁发资质证书的； 

  (二)对没有安全施工措施的建设工程颁发施工许可证的； 

  (三)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四)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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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未提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该建设工程停止施工。 

  建设单位未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或者拆除工程的有关资料报送有关部门备案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对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出不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的； 

  (二)要求施工单位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的； 

  (三)将拆除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的。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以

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

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的； 

  (二)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的建设工程和特殊结构的建设工程，设计单位未在设计中提出保障施工

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的。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

停业整顿，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

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 

  (二)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的； 

  (三)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未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 

  (四)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 

  第五十八条 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责令停止执业 3 个月以上 1 年以

下；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内不予注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终身不予注册；构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为建设工程提供机械设备和配件的单位，未按照安全施工的要求配备齐

全有效的保险、限位等安全设施和装置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合同价款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出租单位出租未经安全性能检测或者经检测不合格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

及配件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安装、拆卸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

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编制拆装方案、制定安全施工措施的； 

  (二)未由专业技术人员现场监督的； 

  (三)未出具自检合格证明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 

  (四)未向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使用说明，办理移交手续的。 

  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安装、拆卸单位有前款规定的第(一)项、第(三)项

行为，经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职工提出后，对事故隐患仍不采取措施，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时无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现场监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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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作业人员或者特种作业人员，未经安

全教育培训或者经考核不合格即从事相关工作的； 

  (三)未在施工现场的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施工现场设置消防通

道、消防水源、配备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的； 

  (四)未向作业人员提供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的； 

  (五)未按照规定在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验收合格后登记的； 

  (六)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施工安全的工艺、设备、材料的。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单位挪用列入建设工程概算的安全生产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

需费用的，责令限期改正，处挪用费用 2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

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施工前未对有关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作出详细说明的； 

  (二)未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和周围环境及季节、气候的变化，在施工现场采取相应的安全施工措施，或者在

城市市区内的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未实行封闭围挡的； 

  (三)在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集体宿舍的； 

  (四)施工现场临时搭建的建筑物不符合安全使用要求的； 

  (五)未对因建设工程施工可能造成损害的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等采取专项防护措施的。 

  施工单位有前款规定第(四)项、第(五)项行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在进入施工现场前未经查验或者查验不合格即投入使用的； 

  (二)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的； 

  (三)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施工现场安装、拆卸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

架设设施的； 

  (四)在施工组织设计中未编制安全技术措施、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或者专项施工方案的。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施工单位停业整顿；造成重大安全事故、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

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作业人员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冒险作业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

罚款或者按照管理权限给予撤职处分；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5 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施工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项目负责人。 

  第六十七条 施工单位取得资质证书后，降低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正；经整改仍未达到与其资质

等级相适应的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其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违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由公安消防机构依法处罚。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九条 抢险救灾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安全生产管理，不适用本条例。 

  第七十条 军事建设工程的安全生产管理，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十一条 本条例自 200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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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2000 年 6 月 30 日建设部令 80 号）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8982.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677.htm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已于 2000 年 6 月 26 日经第 24 次部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俞正声  

                              二○○○年六月三十日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  

 

  第一条 为保护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房屋建筑所有人和使用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建、扩建、改建各类房屋建筑工程（包括装修工程）的质量保修，适用

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是指对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后在保修期限内出现的质量缺

陷，予以修复。  

  本办法所称质量缺陷，是指房屋建筑工程的质量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以及合同的约定。  

  第四条 房屋建筑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出现质量缺陷，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在工程质量保修书中约定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双方约定

的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七条 在正常使用下，房屋建筑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一）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 5 年；  

  （三）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2 个采暖期、供冷期；  

  （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为 2 年；  

  （五）装修工程为 2 年。  

  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约定。  

  第八条 房屋建筑工程保修期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九条 房屋建筑工程在保修期限内出现质量缺陷，建设单位或者房屋建筑所有人应当向施工单位发出保

修通知。施工单位接到保修通知后，应当到现场核查情况，在保修书约定的时间内予以保修。发生涉及结构安全或

者严重影响使用功能的紧急抢修事故，施工单位接到保修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现场抢修。  

  第十条 发生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缺陷，建设单位或者房屋建筑所有人应当立即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报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由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保修方案，施工单位实施保修，原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监督。  

  第十一条 保修完成后，由建设单位或者房屋建筑所有人组织验收。涉及结构安全的，应当报当地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施工单位不按工程质量保修书约定保修的，建设单位可以另行委托其他单位保修，由原施工单

位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三条 保修费用由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第十四条 在保修期内，因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缺陷造成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或者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害的，

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或者第三方可以向建设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建设单位向造成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缺陷的责任方追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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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 因保修不及时造成新的人身、财产损害，由造成拖延的责任方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售出的商品房保修，还应当执行《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

规定。  

  第十七条 下列情况不属于本办法规定的保修范围：  

  （一）因使用不当或者第三方造成的质量缺陷；  

  （二）不可抗力造成的质量缺陷。  

  第十八条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工程竣工验收后，不向建设单位出具质量保修书的；  

  （二）质量保修的内容、期限违反本办法规定的。  

  第十九条 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0 万

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军事建设工程的管理，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5.5.6）《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1997 年 10 月 27 日建设部令第 58 号，2001 年 11 月 20 日建设部令

第 108 号修订，2011 年 1 月 26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9 号）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8993.html  （1997） 

http://guoqing.china.com.cn/zwxx/2011-10/23/content_23702887.htm （2001） 

http://www.hzplanning.gov.cn/Data/HTMLFile/2016-02/a49e39b5-8b69-4377-830d-06b7b2377e3d/4ab537d0-6a4e-

4b33-b-635918476972211871.html  （2011） 

http://ghj.huainan.gov.cn/12986721/19009910.html  （2011） 

http://www.tjssrw.gov.cn/system/2014/08/08/011177578.shtml  （2011） 

 

索 引 号：000013338/1997-00003 主题信息：城市建设,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期：

1997 年 10 月 27 日文件名称：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有 效 期：1997 年 12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58 号主 题 词：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已于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经第六次部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

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  

                            部长 侯捷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管理，合理开发城市地下空间资源，适应城市现代化和城市

可持续发展建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及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编制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地下空间进行开发利用，必须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城市地下空间，是指城市规划区内地表以下的空间。  

  第三条 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应贯彻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合理利用、依法管理的原则，坚持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结合，考虑防灾和人民防空等需要。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  

  第五条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应根

据城市发展的需要，编制城市地下空间发展规划。  

  实施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有关建设单位应根据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规划设计条件，编制具体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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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下空间建设规划。  

  第六条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地下空间现状及发展预测，地下空间开发战略，开发层次、

内容、期限，规模与布局，地下空间开发实施步骤，以及地下工程的具体位置，出入口位置，不同地段的高程、各

设施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地面建筑的关系，及其配套工程的综合布置方案、经济技术指标等。  

  第七条 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编制应注意保护和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科学预测城市发展的需要，坚持因

地制宜，远近兼顾，全面规划，分步实施，使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同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应实行竖向分层立体综合开发，横向相关空间互相连通，地面建筑与地下工程协调配合。  

  第八条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编制应采用准确、可靠的城市勘察、测量、水文、地质等资料，具体编制工作

应由相应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承担。  

  第九条 城市地下空间发展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依据《城市规划法》关于城市总体规划审

批的规定进行审批。  

  城市地下空间建设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后，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需要变更的，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三章 城市地下空间的工程建设  

  第十条 城市地下空间的工程建设必须符合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进行地下工程建设，应持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项目前期工作的各类批准文件、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的初步设计图纸等有关文件，依法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

施。  

  第十二条 独立开发的地下交通、商业、仓储、能源、通讯、管线、人防工程等设施，应持有关批准文件、

技术资料，依据《城市规划法》的有关规定，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按照国家规定建设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审核批准后，该民用建筑方可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方可向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第十四条 地下工程建设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标准和规范。  

  第十五条 地下工程的勘察设计，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承担。  

  第十六条 地下工程设计应满足地下空间对环境、安全和设施运行、维护等方面的使用要求，使用功能与

出入口设计应与地面建设相协调。  

  第十七条 在城市建设大型地下工程，其设计文件必须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设计

审查。  

  第十八条 地下工程的施工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承担，确保工程质量。  

  第十九条 地下工程必须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施工单位认为有必要改变设计方案的，应由原设计单位

进行修改，建设单位应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条 地下工程的施工，应尽量避免因施工干扰城市正常的交通和生活秩序，不得破坏现有建筑物，

对临时损坏的地表地貌应及时恢复。  

  第二十一条 地下工程施工应推行工程监理制度。  

  第二十二条 地下工程的专用设备、器材的定型、生产要执行国家统一标准。对一些特殊专用设备、器材

的定型、生产应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三条 地下工程竣工后，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工程的竣工验收并签署意见，经验

收合格后交付使用。建设单位应在竣工验收六个月内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建档案管理机构

报送有关资料。  

             第四章 城市地下空间的工程管理  

  第二十四条 城市地下工程由开发利用的建设单位或使用单位进行管理，并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检查。  

  第二十五条 地下工程应本着“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谁维护”的原则，允许建设单位对其投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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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地下工程自营或依法进行转让、租赁。  

  第二十六条 建设单位或使用单位应加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工程的使用管理，做好工程的维护管理和设施

维修、更新。要建立健全维护管理制度和工程维修档案，确保工程、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第二十七条 建设单位或使用单位在使用中要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制度，采取可行的措施，杜绝可能发生

的火灾、水灾、爆炸及危害人身健康的各种污染。  

  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或使用单位在使用或装饰装修中不得擅自改变地下工程的结构设计，需改变原结构

设计的应按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九条 平战结合的地下工程，平时由建设或使用单位进行管理，并应保证战时能迅速提供有关部门

和单位使用。  

                 第五章 罚则  

  第三十条 进行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建设，违反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及法定实施管理程序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罚款

的处罚。  

  （一）未领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进行地下工程建设的；  

  （二）大型地下工程的设计文件未按规定进行设计审查的；  

  （三）擅自改变原设计方案，进行施工的；  

  （四）因施工不当或未对临时破坏的地表地貌及时恢复，对城市交通和生活秩序造成不利影响的；  

  （五）因开发建设地下工程导致原有建筑物、构筑物或地下管线等设施造成损失、人员伤亡或影响建筑物、

构筑物正常使用的；  

  （六）因人为因素造成地下工程发生火灾、水灾、爆炸、污染和其它损失的；  

  （七）在使用或装饰装修中擅自改变地下工程的结构设计的。  

  第三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并报国务院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 1997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的决定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的决定》已经 2001 年 11 月 2 日建设部第 50 次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俞正声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的决定 

    建设部决定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四条修改为：“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

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工作。” 

    二、将第五条第一款中的“城市地下空间发展规划”修改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将第二款修改

为“各级人民政府在编制城市详细规划时，应当依据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作出具体

规定。” 

    三、将第六条修改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地下空间现状及发展预测，地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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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战略，开发层次、内容、期限，规模与布局，以及地下空间开发实施步骤等。” 

    四、将第八条修改为：“编制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必备的城市勘察、测量、水文、地质等资料应当符合国家有

关规定。承担编制任务的单位，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资质要求。” 

    五、将第九条修改为：“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作为城市规划的组成部分，依据《城市规划法》的规定进行审批

和调整。” 

    六、将第十一条修改为：“附着地面建筑进行地下工程建设，应随地面建筑一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

请办理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七、删除第十二条第二款。 

    八、将第十七条修改为：“地下工程的设计文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设计审查。” 

    九、删除第二十二条中的“对一些特殊专用设备、器材的定型、生产应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十、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地下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

工验收，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建设单位应当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

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并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 

    十一、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地下工程的使用安全责任制度，采取可

行的措施，防范发生火灾、水灾、爆炸及危害人身健康的各种污染。” 

    十二、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在使用或者装饰装修中不得擅自改变地下工程的结构

设计；需改变原结构设计的，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并按照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十三、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处罚： 

    （一）未领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进行地下工程建设的； 

    （二）设计文件未按照规定进行设计审查，擅自施工的； 

    （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进行施工的； 

    （四）在使用或者装饰装修中擅自改变地下工程结构设计的； 

    （五）地下工程的专用设备、器材的定型、生产未执行国家统一标准的。” 

    十四、将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合并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在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工作中，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五、将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三条。修改为：“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此外，对部分条文的文字和条文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发布。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 

    （1997 年 10 月 27 日建设部令第 58 号发布，2001 年 11 月 20 日根据《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管理，合理开发城市地下空间资源，适应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可

持续发展建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编制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地下空间进行开发利用，必须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城市地下空间，是指城市规划区内地表以下的空间。 

    第三条 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应贯彻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合理利用、依法管理的原则，坚持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结合，考虑防灾和人民防空等需要。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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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

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工作。 

    第二章 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 

    第五条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应根据

城市发展的需要，编制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 

    各级人民政府在编制城市详细规划时，应当依据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作出具

体规定。 

    第六条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地下空间现状及发展预测，地下空间开发战略，开发

层次、内容、期限，规模与布局，以及地下空间开发实施步骤等。 

    第七条 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编制应注意保护和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科学预测城市发展的需要，坚持因地

制宜，远近兼顾，全面规划，分步实施，使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同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城

市地下空间规划应实行竖向分层立体综合开发，横向相关空间互相连通，地面建筑与地下工程协调配合。 

    第八条 编制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必备的城市勘察、测量、水文、地质等资料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承担编

制任务的单位，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资质要求。 

    第九条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作为城市规划的组成部分，依据《城市规划法》的规定进行审批和调整。 

    城市地下空间建设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后，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需要变更的，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三章 城市地下空间的工程建设 

    第十条 城市地下空间的工程建设必须符合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第十一条 附着地面建筑进行地下工程建设，应随地面建筑一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选址意见

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二条 独立开发的地下交通、商业、仓储、能源、通讯、管线、人防工程等设施，应持有关批准文件、

技术资料，依据《城市规划法》的有关规定，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方可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第十四条 地下工程建设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标准和规范。 

    第十五条 地下工程的勘察设计，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承担。 

    第十六条 地下工程设计应满足地下空间对环境、安全和设施运行、维护等方面的使用要求，使用功能与出

入口设计应与地面建设相协调。 

    第十七条 地下工程的设计文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设计审查。 

    第十八条 地下工程的施工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承担，确保工程质量。 

    第十九条 地下工程必须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施工单位认为有必要改变设计方案的，应由原设计单位进

行修改，建设单位应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条 地下工程的施工，应尽量避免因施工干扰城市正常的交通和生活秩序，不得破坏现有建筑物，对

临时损坏的地表地貌应及时恢复。 

    第二十一条 地下工程施工应当推行工程监理制度。 

    第二十二条 地下工程的专用设备、器材的定型、生产应当执行国家统一标准。 

    第二十三条 地下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经验收

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建设单位应当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

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并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 

    第四章 城市地下空间的工程管理 

    第二十四条 城市地下工程由开发利用的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进行管理，并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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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条 地下工程应本着“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谁维护”的原则，允许建设单位对其投资开发建

设的地下工程自营或者依法进行转让、租赁。 

    第二十六条 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加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工程的使用管理，做好工程的维护管理和设施

维修、更新，并建立健全维护管理制度和工程维修档案，确保工程、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第二十七条 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地下工程的使用安全责任制度，采取可行的措施，防范发

生火灾、水灾、爆炸及危害人身健康的各种污染。 

    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在使用或者装饰装修中不得擅自改变地下工程的结构设计，需改变原结

构设计的，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并按照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九条 平战结合的地下工程，平时由建设或者使用单位进行管理，并应保证战时能迅速提供有关部门

和单位使用。 

    第五章 罚则 

    第三十条 进行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建设，违反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及法定实施管理程序规定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罚。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罚。 

    （一）未领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进行地下工程建设的； 

    （二）设计文件未按照规定进行设计审查，擅自施工的； 

    （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进行施工的； 

    （四）在使用或者装饰装修中擅自改变地下工程结构设计的； 

    （五）地下工程的专用设备、器材的定型、生产未执行国家统一标准的。 

    第三十二条 在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工作中，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 1997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2011 年修正本） 

（1997 年 10 月 27 日建设部令第 58 号发布 根据 2001 年 11 月 20 日建设部令第 108 号公布的《建设部关于修

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1 年 1 月 26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9 号公

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管理，合理开发城市地下空间资源，适应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可持

续发展建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编制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地下空间进行开发利用，必须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城市地下空间，是指城市规划区内地表以下的空间。  

第三条 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应贯彻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合理利用、依法管理的原则，坚持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结合，考虑防灾和人民防空等需要。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地

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工作。    

第二章 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  

第五条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应根据城

市发展的需要，编制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  

各级人民政府在编制城市详细规划时，应当依据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作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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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第六条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地下空间现状及发展预测，地下空间开发战略，开发层

次、内容、期限，规模与布局，以及地下空间开发实施步骤等。  

第七条 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编制应注意保护和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科学预测城市发展的需要，坚持因地制

宜，远近兼顾，全面规划，分步实施，使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同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城市

地下空间规划应实行竖向分层立体综合开发，横向相关空间互相连通，地面建筑与地下工程协调配合。  

第八条 编制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必备的城市勘察、测量、水文、地质等资料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承担编制

任务的单位，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资质要求。  

第九条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作为城市规划的组成部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规定进行审批和

调整。  

城市地下空间建设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后，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需要变更的，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三章 城市地下空间的工程建设  

第十条 城市地下空间的工程建设必须符合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第十一条 附着地面建筑进行地下工程建设，应随地面建筑一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选址意见书、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二条 独立开发的地下交通、商业、仓储、能源、通讯、管线、人防工程等设施，应持有关批准文件、技术

资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有关规定，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方可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

请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第十四条 地下工程建设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标准和规范。  

第十五条 地下工程的勘察设计，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承担。  

第十六条 地下工程设计应满足地下空间对环境、安全和设施运行、维护等方面的使用要求，使用功能与出入

口设计应与地面建设相协调。  

第十七条 地下工程的设计文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设计审查。  

第十八条 地下工程的施工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承担，确保工程质量。  

第十九条 地下工程必须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施工单位认为有必要改变设计方案的，应由原设计单位进行

修改，建设单位应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条 地下工程的施工，应尽量避免因施工干扰城市正常的交通和生活秩序，不得破坏现有建筑物，对临

时损坏的地表地貌应及时恢复。  

第二十一条 地下工程施工应当推行工程监理制度。  

第二十二条 地下工程的专用设备、器材的定型、生产应当执行国家统一标准。  

第二十三条 地下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经验收合

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建设单位应当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

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并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  

  第四章 城市地下空间的工程管理  

第二十四条 城市地下工程由开发利用的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进行管理，并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

查。  

第二十五条 地下工程应本着“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谁维护”的原则，允许建设单位对其投资开发建设

的地下工程自营或者依法进行转让、租赁。  

第二十六条 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加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工程的使用管理，做好工程的维护管理和设施维

修、更新，并建立健全维护管理制度和工程维修档案，确保工程、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第二十七条 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地下工程的使用安全责任制度，采取可行的措施，防范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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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水灾、爆炸及危害人身健康的各种污染。  

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在使用或者装饰装修中不得擅自改变地下工程的结构设计，需改变原结构

设计的，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并按照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九条 平战结合的地下工程，平时由建设或者使用单位进行管理，并应保证战时能迅速提供有关部门和

单位使用。    

第五章 罚则  

第三十条 进行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建设，违反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及法定实施管理程序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罚。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罚。  

（一）未领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进行地下工程建设的；  

（二）设计文件未按照规定进行设计审查，擅自施工的；  

（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进行施工的；  

（四）在使用或者装饰装修中擅自改变地下工程结构设计的；  

（五）地下工程的专用设备、器材的定型、生产未执行国家统一标准的。  

第三十二条 在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工作中，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 1997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5.7）《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2002 年 3 月 5 日建设部令 110 号，2011 年 1 月 26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令第 9 号）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3/content_62197.htm  （2002） 

http://www.njghj.gov.cn/NGWeb/Page/Detail.aspx?InfoGuid=226786de-7a67-4775-a609-242b93092d49  （2002） 

http://www.pudong.gov.cn/shpd/InfoOpen/InfoDetail.aspx?Id=703171  （2011）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10 号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已于 2002 年 2 月 26 日经第 53 次部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二年三月五日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保证装饰装修工程质量和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城市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实施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是指住宅竣工验收合格后，业主或者住宅使用人(以下简称装修人)对住宅室内

进行装饰装修的建筑活动。 

第三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应当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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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禁止下列行为： 

(一)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二)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 

(三)扩大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尺寸，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 

(四)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降低节能效果； 

(五)其他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建筑主体，是指建筑实体的结构构造，包括屋盖、楼盖、梁、柱、支撑、墙体、连接接点和基础等。 

本办法所称承重结构，是指直接将本身自重与各种外加作用力系统地传递给基础地基的主要结构构件和其连接

接点，包括承重墙体、立杆、柱、框架柱、支墩、楼板、梁、屋架、悬索等。 

第六条 装修人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未经批准，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二)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窗； 

(三)拆改供暖管道和设施； 

(四)拆改燃气管道和设施。 

本条所列第(一)项、第(二)项行为，应当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第(三)项行为，应当经供暖管理单位批

准；第(四)项行为应当经燃气管理单位批准。 

第七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超过设计标准或者规范增加楼面荷载的，应当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

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 

第八条 改动卫生间、厨房间防水层的，应当按照防水标准制订施工方案，并做闭水试验。 

第九条 装修人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或

者装修活动涉及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内容的，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装饰装修企业承担。 

第十条 装饰装修企业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技术标准施工，不得偷工减料，确保装饰装修工程

质量。 

第十一条 装饰装修企业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应当遵守施工安全操作规程，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

防护和消防措施，不得擅自动用明火和进行焊接作业，保证作业人员和周围住房及财产的安全。 

第十二条 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不得侵占公共空间，不得损害公共部位和设施。 

第三章 开工申报与监督 

第十三条 装修人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开工前，应当向物业管理企业或者房屋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物业管

理单位)申报登记。 

非业主的住宅使用人对住宅室内进行装饰装修，应当取得业主的书面同意。 

第十四条 申报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房屋所有权证(或者证明其合法权益的有效凭证)； 

(二)申请人身份证件； 

(三)装饰装修方案； 

(四)变动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的，需提交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方案； 

(五)涉及本办法第六条行为的,需提交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涉及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行为的，需提交设计方

案或者施工方案； 

(六)委托装饰装修企业施工的，需提供该企业相关资质证书的复印件。 

非业主的住宅使用人，还需提供业主同意装饰装修的书面证明。 

第十五条 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装修人和装修人委托的装

饰装修企业。 

装修人对住宅进行装饰装修前，应当告知邻里。 

第十六条 装修人，或者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应当与物业管理单位签订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装饰装修工程的实施内容； 

(二)装饰装修工程的实施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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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允许施工的时间； 

(四)废弃物的清运与处置； 

(五)住宅外立面设施及防盗窗的安装要求； 

(六)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 

(七)管理服务费用； 

(八)违约责任； 

(九)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第十七条 物业管理单位应当按照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实施管理，发现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有

本办法第五条行为的,或者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实施本办法第六条所列行为的，或者有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

九条规定行为的，应当立即制止；已造成事实后果或者拒不改正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对装修人或

者装饰装修企业违反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的,追究违约责任。 

第十八条 有关部门接到物业管理单位关于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有违反本办法行为的报告后，应当及时到

现场检查核实，依法处理。 

第十九条 禁止物业管理单位向装修人指派装饰装修企业或者强行推销装饰装修材料。 

第二十条 装修人不得拒绝和阻碍物业管理单位依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的约定,对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活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中出现的影响公众利益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以及其他影响

周围住户正常生活的行为，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第四章 委托与承接 

第二十二条 承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装饰装修企业，必须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取得相应的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第二十三条 装修人委托企业承接其装饰装修工程的，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装饰装修企业。 

第二十四条 装修人与装饰装修企业应当签订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址、联系电话； 

(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的房屋间数、建筑面积，装饰装修的项目、方式、规格、质量要求以及质量验收方式； 

(三)装饰装修工程的开工、竣工时间； 

(四)装饰装修工程保修的内容、期限； 

(五)装饰装修工程价格，计价和支付方式、时间； 

(六)合同变更和解除的条件； 

(七)违约责任及解决纠纷的途径； 

(八)合同的生效时间； 

(九)双方认为需要明确的其他条款。 

第二十五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发生纠纷的，可以协商或者调解解决。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

成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室内环境质量 

第二十六条 装饰装修企业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应当严格遵守规定的装饰装修施工时间，降低施工噪

音，减少环境污染。 

第二十七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固体、可燃液体等废物，应当按照规定的位置、方式和时

间堆放和清运。严禁违反规定将各种固体、可燃液体等废物堆放于住宅垃圾道、楼道或者其他地方。 

第二十八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使用的材料和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和有中文标识

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厂名、厂址等。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和设备。 

第二十九条 装修人委托企业对住宅室内进行装饰装修的，装饰装修工程竣工后，空气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有关

标准。装修人可以委托有资格的检测单位对空气质量进行检测。检测不合格的，装饰装修企业应当返工，并由责任

人承担相应损失。 

第六章 竣工验收与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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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竣工后，装修人应当按照工程设计合同约定和相应的质量标准进行验收。验

收合格后，装饰装修企业应当出具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质量保修书。 

物业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进行现场检查，对违反法律、法规和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的，

应当要求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纠正，并将检查记录存档。 

第三十一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竣工后，装饰装修企业负责采购装饰装修材料及设备的，应当向业主提交

说明书、保修单和环保说明书。 

第三十二条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二年,有防水要求的厨房、卫生间和

外墙面的防渗漏为五年。保修期自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因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造成相邻住宅的管道堵塞、渗漏水、停水停电、物品毁坏等，装修人应

当负责修复和赔偿；属于装饰装修企业责任的，装修人可以向装饰装修企业追偿。 

装修人擅自拆改供暖、燃气管道和设施造成损失的，由装修人负责赔偿。 

第三十四条 装修人因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侵占公共空间，对公共部位和设施造成损害的，由城市房地产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装修人未申报登记进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 百

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装修人违反本办法规定，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企业的，由城市房

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装饰装修企业自行采购或者向装修人推荐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装饰装修材料，造成空气污染超

标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一)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的，或者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的，对装修

人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或者降低节能效果的，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1 千元以上 5 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擅自拆改供暖、燃气管道和设施的，对装修人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 

(四)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擅自超过设计标准或者规范增加楼面荷

载的，对装修人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未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中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或者擅自

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窗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条 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

罚。 

第四十一条 装饰装修企业违反国家有关安全生产规定和安全生产技术规程，不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

和消防措施，擅自动用明火作业和进行焊接作业的，或者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由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二条 物业管理单位发现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不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的，

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可处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约定的装饰装修管理服务费 2 至 3 倍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到物业管理单位对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违法行为的报告后，未及时处

理，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的非住宅

装饰装修活动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五条 住宅竣工验收合格前的装饰装修工程管理，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执行。 

第四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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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2011 

2002 年 3 月 5 日建设部令第 110 号公布 根据 2011 年 1 月 26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9 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保证装饰装修工程质量和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城市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实施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

办法。 

    本办法所称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是指住宅竣工验收合格后，业主或者住宅使用人(以下简称装修人)对

住宅室内进行装饰装修的建筑活动。 

    第三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应当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五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禁止下列行为： 

    (一)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二)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 

    (三)扩大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尺寸，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 

    (四)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降低节能效果; 

    (五)其他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建筑主体，是指建筑实体的结构构造，包括屋盖、楼盖、梁、柱、支撑、墙体、连接接点

和基础等。 

    本办法所称承重结构，是指直接将本身自重与各种外加作用力系统地传递给基础地基的主要结构构件

和其连接接点，包括承重墙体、立杆、柱、框架柱、支墩、楼板、梁、屋架、悬索等。 

    第六条 装修人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未经批准，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二)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窗; 

    (三)拆改供暖管道和设施; 

    (四)拆改燃气管道和设施。 

    本条所列第(一)项、第(二)项行为，应当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第(三)项行为，应当经供暖管理

单位批准;第(四)项行为应当经燃气管理单位批准。 

    第七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超过设计标准或者规范增加楼面荷载的，应当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

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 

    第八条 改动卫生间、厨房间防水层的，应当按照防水标准制订施工方案，并做闭水试验。 

    第九条 装修人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

构的，或者装修活动涉及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内容的，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装饰装修企业承担。 

    第十条 装饰装修企业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技术标准施工，不得偷工减料，确保装饰

装修工程质量。 

    第十一条 装饰装修企业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应当遵守施工安全操作规程，按照规定采取必

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不得擅自动用明火和进行焊接作业，保证作业人员和周围住房及财产的安全。 

    第十二条 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不得侵占公共空间，不得损害公共部

位和设施。 

    第三章 开工申报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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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装修人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开工前，应当向物业管理企业或者房屋管理机构(以下简称

物业管理单位)申报登记。 

    非业主的住宅使用人对住宅室内进行装饰装修，应当取得业主的书面同意。 

    第十四条 申报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房屋所有权证(或者证明其合法权益的有效凭证); 

    (二)申请人身份证件; 

    (三)装饰装修方案; 

    (四)变动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的，需提交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

方案; 

    (五)涉及本办法第六条行为的，需提交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涉及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行为的，需

提交设计方案或者施工方案; 

    (六)委托装饰装修企业施工的，需提供该企业相关资质证书的复印件。 

    非业主的住宅使用人，还需提供业主同意装饰装修的书面证明。 

    第十五条 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装修人和装修人委

托的装饰装修企业。 

    装修人对住宅进行装饰装修前，应当告知邻里。 

    第十六条 装修人，或者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应当与物业管理单位签订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

务协议。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装饰装修工程的实施内容; 

    (二)装饰装修工程的实施期限; 

    (三)允许施工的时间; 

    (四)废弃物的清运与处置; 

    (五)住宅外立面设施及防盗窗的安装要求; 

    (六)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 

    (七)管理服务费用; 

    (八)违约责任; 

    (九)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第十七条 物业管理单位应当按照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实施管理，发现装修人或者装饰装

修企业有本办法第五条行为的，或者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实施本办法第六条所列行为的，或者有违反本办法第七条、

第八条、第九条规定行为的，应当立即制止;已造成事实后果或者拒不改正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对

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违反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的，追究违约责任。 

    第十八条 有关部门接到物业管理单位关于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有违反本办法行为的报告后，应

当及时到现场检查核实，依法处理。 

    第十九条 禁止物业管理单位向装修人指派装饰装修企业或者强行推销装饰装修材料。 

    第二十条 装修人不得拒绝和阻碍物业管理单位依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的约定，对住宅

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中出现的影响公众利益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以及

其他影响周围住户正常生活的行为，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 

    第四章 委托与承接 

    第二十二条 承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装饰装修企业，必须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取得

相应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第二十三条 装修人委托企业承接其装饰装修工程的，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装饰装修企业。 

    第二十四条 装修人与装饰装修企业应当签订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址、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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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的房屋间数、建筑面积，装饰装修的项目、方式、规格、质量要求以及质量验

收方式; 

    (三)装饰装修工程的开工、竣工时间; 

    (四)装饰装修工程保修的内容、期限; 

    (五)装饰装修工程价格，计价和支付方式、时间; 

    (六)合同变更和解除的条件; 

    (七)违约责任及解决纠纷的途径; 

    (八)合同的生效时间; 

    (九)双方认为需要明确的其他条款。 

    第二十五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发生纠纷的，可以协商或者调解解决。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

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室内环境质量 

    第二十六条 装饰装修企业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应当严格遵守规定的装饰装修施工时间，降

低施工噪音，减少环境污染。 

    第二十七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固体、可燃液体等废物，应当按照规定的位置、

方式和时间堆放和清运。严禁违反规定将各种固体、可燃液体等废物堆放于住宅垃圾道、楼道或者其他地方。 

    第二十八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使用的材料和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和有

中文标识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厂名、厂址等。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和设备。 

    第二十九条 装修人委托企业对住宅室内进行装饰装修的，装饰装修工程竣工后，空气质量应当符合

国家有关标准。装修人可以委托有资格的检测单位对空气质量进行检测。检测不合格的，装饰装修企业应当返工，

并由责任人承担相应损失。 

    第六章 竣工验收与保修 

    第三十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竣工后，装修人应当按照工程设计合同约定和相应的质量标准进行

验收。验收合格后，装饰装修企业应当出具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质量保修书。 

    物业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进行现场检查，对违反法律、法规和装饰装修管理服务

协议的，应当要求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纠正，并将检查记录存档。 

    第三十一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竣工后，装饰装修企业负责采购装饰装修材料及设备的，应当向

业主提交说明书、保修单和环保说明书。 

    第三十二条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二年，有防水要求的厨房、

卫生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五年。保修期自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因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造成相邻住宅的管道堵塞、渗漏水、停水停电、物品毁坏等，

装修人应当负责修复和赔偿;属于装饰装修企业责任的，装修人可以向装饰装修企业追偿。 

    装修人擅自拆改供暖、燃气管道和设施造成损失的，由装修人负责赔偿。 

    第三十四条 装修人因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侵占公共空间，对公共部位和设施造成损害的，由城市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装修人未申报登记进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装修人违反本办法规定，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企业的，

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装饰装修企业自行采购或者向装修人推荐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装饰装修材料，造成空

气污染超标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罚款： 

    (一)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的，或者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的，

对装修人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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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或者降低节能效果的，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1 千元以上 5 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擅自拆改供暖、燃气管道和设施的，对装修人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 

    (四)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擅自超过设计标准或者规范增

加楼面荷载的，对装修人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未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中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

或者擅自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窗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条 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

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一条 装饰装修企业违反国家有关安全生产规定和安全生产技术规程，不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

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擅自动用明火作业和进行焊接作业的，或者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由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二条 物业管理单位发现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不及时向有关部门

报告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可处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约定的装饰装修管理服务费 2 至 3 倍的罚

款。 

    第四十三条 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到物业管理单位对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违法行为的报告后，

未及时处理，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的非住宅装饰装修活动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五条 住宅竣工验收合格前的装饰装修工程管理，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执行。 

    第四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5.5.8）《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1997 年 12 月 23 日 建设部令第 59 号，2002 年 7 月 25 日建设

部令第 111 号） 

http://www.lantu.lnjst.gov.cn/ApproveWeb/kcsj/Article.aspx?fid=acea7ab9-f6c2-4c4b-8ada-

c9e1feec3349&fcol=100004013 1997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3/content_62218.htm   2002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46.html  2002 

http://www.qhcin.gov.cn/info/1111/7830.htm   2002 

http://www.nmkcsj.org.cn/danyewenzhang?id=40e6b86c-c789-4b3a-98b7-b8c932b6d091   2002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暂行规定》 1997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暂行规定》已于 1997 年 12 月 17 日经第八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管理，提高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保

证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抗震设防区内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管理。 

    本规定所指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是指超出现行有关技术标准所规定的适用高度、高宽比限值或体形规则性要求

的高层建筑工程（以下简称超限高层建筑工程）。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综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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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凡在抗震设防区进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建设时，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建设单位（含中外合资、外

商独资等单位）应向工程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专项报审。 

    第五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审查实行分级管理。 

    一般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由工程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抗震设防审查。审查

项目应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特殊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及审查意见难以统一、需提请上级裁定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抗震设防审查。 

    特殊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包括：体形特别复杂的建筑，规模巨大的特殊混合结构等。 

    第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申报立项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进行抗

震防审查时，应邀请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参加。 

    第七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审查工作应当委托专家委员会进行，专家委员会分为国家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两级。专家委员会应由国内长期从事精能高层建筑工程抗震的勘察、设计、科研、教学和管理的专家组

成。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专家分别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聘任；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家委员会成员名单应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 

    第八条  专家委员会自接到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审查申报之日起，应当在十五日内提出书面审查意见，报组织

审查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十五日内进行审定。 

    第九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审查，包括初步设计（扩初设计）审查和施工图审查。承担超限高层

建筑工程的设计单位对工程设计质量全面负责，工程项目专业负责人和勘察设计人员对其负责设计的工程项目质量

承担直接责任。负责审查的专家委员会对审查的部分承担相应的审查责任。 

    第十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审查时需提供的材料、审查的具体要求和不同设计阶段审查的内容，

详见附件。 

    第十一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和施工，应由具备甲级（一级）资质且至少完成过质量良好的五

栋 80 米以上高层建筑的勘察、设计和施工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必须按经审定的有关抗震设防要求实行监理，监理应由具备甲级资质的监理单

位承担。 

    第十三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经审查符合抗震设防要求，方可向有关部门申请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

工许可证。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审定的设计文件进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抗震设

防。 

    第十五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竣工验收包括抗震设防内容；竣工验收时应有抗震设防管理部门参加。 

    第十六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费用及设计中必要的试验、测试和特别要求的计算分析费用，由

建设单位支付。抗震设防审查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与物价管理部门商定。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管理权限责令限期改正，提出警告，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第四条规定申报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的； 

    （二）未按审定的设计文件进行抗震设防的。 

    第十八条  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违反本规定，未按审定的设计文件进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

抗震设防、设计、施工和监理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5 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由相应资质管理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书。 

    第十九条  负责审定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负责审查的专家委员会成员审查不严，造成事故的，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二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

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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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非抗震设防区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设计审查，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对在建和已建成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应按本规定

的要求申报补查。对审查发现的抗震安全问题，应责成有关单位采取措施。 

附件：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内容 

 

    一、建设单位申报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审查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一）设计的主要内容、技术依据、可行性论证及主要抗震措施； 

    （二）建筑工程的地质勘察报告（含场地抗震性能评价报告）； 

    （三）结构设计计算的主要结果； 

    （四）结构抗震薄弱部位的分析和相应措施； 

    （五）初步设计和施工图（建筑和结构部分）文件； 

    （六）设计时参照使用的国外有关抗震设计标准、工程和震害资料及计算机程序； 

    （七）对本规定要求进行模型抗震性能试验研究的，应提出抗震试验研究报告。 

    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必须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一）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和抗震墙结构，其高度不得超过规范的最大适用高度，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

——抗震墙结构和简体结构，9 度设防时一般不得超过规范、规程的最大适用高度，8 度设防时高度不得超过规范、

规程的最大适用高度的 20%，6 度和 7 度设防时高度不得超过规范、规程的最大适用高度的 30%； 

    （二）在房屋高度、高宽比和体型规则性至少应有一方面满足规范、规程的有关规定； 

    （三）应采用比规范、规程规定更严的抗震措施； 

    （四）计算分析应采用两个及两个以上符合结构实际情况的力学模型，且计算程序应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鉴定认可； 

    （五）对房屋高度超过规范最大适用高度较多、体型特别复杂或结构类型特殊的结构，应进行小比例的整流

器体结构模型、大比例的局部结构模型的抗震性能试验研究和实际结构的动力特性测试； 

    （六）特殊超限高层及有明显薄弱层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应进行结构的强塑性时程分析。 

    三、初步设计、施工图审查的基本内容 

    初步设计（扩初设计）审查应包括建筑的抗震设防分类、抗震设防烈度（或设计地震动参数）、场地抗震安

全性能评价、抗震概念设计、主要结构布置、建筑与结构的协调、使用的计算程序、结构计算结果、地基基础和上

部结构抗震性能评估等。 

    施工图审查首先应检查对初步设计（扩初设计）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并对结构抗震构造和抗震能力进行综

合审查和评定。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  2002 

索 引 号：000013338/2002-00005 主题信息：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期：2002

年 07 月 25 日文件名称：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有 效 期：2002 年 09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11 号主 题 词：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已经 2002 年 7 月 11 日建设部第 61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

发布，自 200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 汪光焘  

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管理，提高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保证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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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抗震设防区内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管理。  

  本规定所称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是指超出国家现行规范、规程所规定的适用高度和适用结构类型的高层建

筑工程，体型特别不规则的高层建筑工程，以及有关规范、规程规定应当进行抗震专项审查的高层建筑工程。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应当采取有效的抗震措施，确保超限高层建筑工程达到规范规定的

抗震设防目标。  

  第五条 在抗震设防区内进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建设时，建设单位应当在初步设计阶段向工程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专项报告。  

  第六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省、自治

区、直辖市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家委员会对超限高层建筑工程进行抗震设防专项审查。  

  审查难度大或审查意见难以统一的，工程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请全

国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家委员会提出专项审查意见，并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全国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专家委员会委员分别由国务院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聘任。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家委员会应当由长期从事并精通高层建筑工程抗震的勘察、设计、科研、教

学和管理专家组成，并对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承担相应的审查责任。  

  第八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内容包括：建筑的抗震设防分类、抗震设防烈度（或者设

计地震动参数）、场地抗震性能评价、抗震概念设计、主要结构布置、建筑与结构的协调、使用的计算程序、结构

计算结果、地基基础和上部结构抗震性能评估等。  

  第九条 建设单位申报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时，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表；  

  （二）设计的主要内容、技术依据、可行性论证及主要抗震措施；  

  （三）工程勘察报告；  

  （四）结构设计计算的主要结果；  

  （五）结构抗震薄弱部位的分析和相应措施；  

  （六）初步设计文件；  

  （七）设计时参照使用的国外有关抗震设计标准、工程和震害资料及计算机程序；  

  （八）对要求进行模型抗震性能试验研究的，应当提供抗震试验研究报告。  

  第十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全部申报材料之日起 25 日内，组织专家委员会

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并将审查结果通知建设单位。  

  第十一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应当由具备甲级（一级及以上）资质的勘察、设

计、施工和工程监理单位承担，其中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应当分别由具有高层建筑设计经验的一级注册建筑师和一

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承担。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进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

勘察、设计。  

  第十四条 未经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不得对超限高层

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应当由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具有超限高层建筑工

程审查资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承担。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时应当检查设计图纸是否执行了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未执行专项审查意见的，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不能通过。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经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的勘察设计文件进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和采取抗震措施。  

  第十六条 对国家现行规范要求设置建筑结构地震反应观测系统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应当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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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要求设置地震反应观测系统。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规定，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处

以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勘察、设计单位违反本规定，未按照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进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勘察、设计

的，责令改正，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

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0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1997 年 12 月 23 日建设部颁布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

震设防管理暂行规定》（建设部令第 59 号）同时废止。 

 

5.5.9）《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2004 年 7 月 5 日建设部令 128 号） 

http://www.ccc.gov.cn/xxgk/jsfg/gz/2018-05-29-11460690.html  

http://www.mohurd.gov.cn/wbdt/xgfgwjjptzd/wsbsdtgfxwj/200804/W02006110153727402957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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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28 号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已于 2004 年 6 月 29 日经第 37 次部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汪光焘  

二○○四年七月五日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  

（2004 年 7 月 5 日建设部令第 128 号发布,根据 2015 年 1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3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等部门规章的决定》修正）   

第 1 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严格规范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有关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对建筑施工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 

建筑施工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建筑施工活动。 

本规定所称建筑施工企业，是指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

改建和拆除等有关活动的企业。 

第三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指

导。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

管理工作。 

市、县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监督管理，并将监督

检查中发现的企业违法行为及时报告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  

第 2 章      安全生产条件  

第四条 建筑施工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安全生产条件： 

（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二）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 

（三）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四）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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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六）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 

（七）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依法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为从业人员交纳保险费； 

（八）施工现场的办公、生活区及作业场所和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标准和规程的要求； 

（九）有职业危害防治措施，并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 

（十）有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生重大事故的部位、环节的预防、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十一）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十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 3 章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申请与颁发  

第五条 建筑施工企业从事建筑施工活动前，应当依照本规定向企业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六条 建筑施工企业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时，应当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表；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第四条规定的相关文件、材料。 

建筑施工企业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应当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

材料。 

第七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建筑施工企业的申请之日起 45 日内审查完毕；经审查符合安全生产

条件的，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不予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理由。企

业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应当进行整改，整改合格后方可再次提出申请。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涉及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专业工程时，可

以征求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的意见。 

第八条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企业应当于期满前 3 个月向

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延期手续。 

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未发生死亡事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

效期届满时，经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同意，不再审查，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延期 3 年。 

第九条 建筑施工企业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应当在变更后 10 日内，到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

机关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手续。 

第十条 建筑施工企业破产、倒闭、撤销的，应当将安全生产许可证交回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予以

注销。 

第十一条 建筑施工企业遗失安全生产许可证，应当立即向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报告，并在公众媒

体上声明作废后，方可申请补办。 

第十二条 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表采用建设部规定的统一式样。 

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用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统一式样。 

安全生产许可证分正本和副本，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 4 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监督管理。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审核发放施工许可证时，应当对已经确定的建筑施工企业是否有安全生产许可证进行审查，

对没有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十四条 跨省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有违反本规定行为的，由工程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将建筑施工企业在本地区的违法事实、处理结果和处理建议抄告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 

第十五条 建筑施工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不得降低安全生产条件，并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生产管理，接

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发现企业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暂扣

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十六条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撤销已经颁发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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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许可证： 

（一）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四）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建筑施工企业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已经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依照前款规定撤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施工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给

予赔偿。 

第十七条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许可证档案管理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企业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情况，每年向同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通报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和管理情况。 

第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不得转让、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十九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中，不得索取或者接

受建筑施工企业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有权向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等有关

部门举报。  

第 5 章      罚则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建筑施工企业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二）发现建筑施工企业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不依法处理的； 

（三）发现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建筑施工企业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不依法处理的； 

（四）接到对违反本规定行为的举报后，不及时处理的； 

（五）在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中，索取或者接受建筑施工企业的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的。 

由于建筑施工企业弄虚作假，造成前款第（一）项行为的，对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不予处分。 

第二十二条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建筑施工企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并限期整改。 

第二十三条 建筑施工企业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并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吊销安

全生产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建筑施工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责令其在建项目停

止施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未办理延期手续，继续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责令其在建

项目停止施工，限期补办延期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仍不办理延期手续，

继续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接受转让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处

罚。 

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建筑施工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予受理或

者不予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并给予警告，1 年内不得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 

建筑施工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撤销安全生产许可证，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安全生产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的暂扣、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机关决定；其他

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决定。  

第 6 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施行前已依法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应当自《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施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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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2004 年 1 月 13 日起）1 年内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逾期不办理

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经审查不符合本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继续进行建筑施工活动的，

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5.10）《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2004 年 8 月 23 日建设部令 134 号,2013

年 04 月 27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3 号）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72.html   （2004）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305/t20130507_213639.html   （2013） 

http://www.szjs.gov.cn/csml/zcfg/xxgk/zcfg_1/zcfg/jsgcgl/201111/t20111107_1765041.htm  （2013） 

http://www.ccc.gov.cn/xxgk/jsfg/gz/2018-05-29-11460673.html  （2013）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2004 

索 引 号：000013338/2004-00002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建设部生成日期：2004 年 08

月 23 日文件名称：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有 效 期：2004 年 08 月 23 日-2013

年 08 月 01 日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4 号主 题 词：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已于 2004 年 6 月 29 日经第 37 次部常务

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汪光焘  

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管理，根据《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和实施监督管

理的，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实施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文件，以下简称施工图）审查制度。  

  本办法所称施工图审查，是指建设主管部门认定的施工图审查机构（以下简称审查机构）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对施工图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的审查。  

  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规定审查机构的条件、施工图审查工作的管理办法，并对全国的施工图

审查工作实施指导、监督。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认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审查机构，对施工图审查工作实施监

督管理，并接受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施工图审查工作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并接受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确定的审查机构条件，并结合本行政区

域内的建设规模，认定相应数量的审查机构。  

  审查机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法人。  

  第六条 审查机构按承接业务范围分两类，一类机构承接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业务范

围不受限制；二类机构可以承接二级及以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图审查。  

  第七条 一类审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 万元。  

  （二）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三）审查人员应当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 15 年以上所需专业勘察、设计工作经历；主持过不少于 5 项

一级以上建筑工程或者大型市政公用工程或者甲级工程勘察项目相应专业的勘察设计；已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

审查人员应当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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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人员应当有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  

  （四）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结构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6 人，建筑、电气、暖通、给排水、勘

察等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从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的，所需专业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他必

须配套的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专门从事勘察文件审查的，勘察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6 人。  

  （五）审查人员原则上不得超过 65 岁，60 岁以上审查人员不超过该专业审查人员规定数的 1/2。  

  承担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除具备上述条件外，还应当具有主持过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或者 100

米以上建筑工程结构专业设计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3 人。  

  第八条 二类审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金不少于 50 万元；  

  （二）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三）审查人员应当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 10 年以上所需专业勘察、设计工作经历；主持过不少于 5 项

二级以上建筑工程或者中型以上市政公用工程或者乙级以上工程勘察项目相应专业的勘察设计；已实行执业注册制

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未实行执业注

册制度的，审查人员应当有工程师以上职称。  

  （四）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各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2 人；从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

的，所需专业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4 人，其他必须配套的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专门从事勘察文件审查的，勘

察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4 人。  

  （五）审查人员原则上不得超过 65 岁，60 岁以上审查人员不超过该专业审查人员规定数的 1/2。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送审查机构审查。  

  建设单位可以自主选择审查机构，但是审查机构不得与所审查项目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有隶属关系

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审查机构提供下列资料：  

  （一）作为勘察、设计依据的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及附件；  

  （二）全套施工图。  

  第十一条 审查机构应当对施工图审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二）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安全性；  

  （三）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是否按规定在施工图上加盖相应的图章和签字； 

  （四）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审查的内容。  

  第十二条 施工图审查原则上不超过下列时限：  

  （一）一级以上建筑工程、大型市政工程为 15 个工作日，二级及以下建筑工程、中型及以下市政工程为

10 个工作日。  

  （二）工程勘察文件，甲级项目为 7 个工作日，乙级及以下项目为 5 个工作日。  

  第十三条 审查机构对施工图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审查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审查合格书，并将经审查机构盖章的全套施工图交还建

设单位。审查合格书应当有各专业的审查人员签字，经法定代表人签发，并加盖审查机构公章。审查机构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审查情况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二）审查不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将施工图退建设单位并书面说明不合格原因。同时，应当将审查中发

现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问题，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施工图退建设单位后，建设单位应当要求原勘察设计企业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施工图报原审查机构审

查。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审查合格的施工图。  

  确需修改的，凡涉及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内容的，建设单位应当将修改后的施工图送原审查机构审查。  

  第十五条 审查机构对施工图审查工作负责，承担审查责任。  

  施工图经审查合格后，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问题，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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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建设主管部门对审查机构、审查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审查人员依法作出处理或者处

罚。  

  第十六条 审查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施工图审查应当有经各专业审查人员签字的审查记录，

审查记录、审查合格书等有关资料应当归档保存。  

  第十七条 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审查人员，应当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

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培训，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 40 学时。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对施工图审查工作中违法、违规行为的检举、控

告和投诉。  

  第十九条 按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的，建设主管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审查机构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  

  （二）是否超出认定的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  

  （三）是否使用不符合条件的审查人员；  

  （四）是否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五）是否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  

  （六）施工图审查质量；  

  （七）审查人员的培训情况。  

  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要求被检查的审查机构提供有关施工图审查的文件和资料。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审查机构报告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注册执业人员

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依法进行处罚。  

  第二十二条 审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对审查机构的

认定：  

  （一）超出认定的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的；  

  （二）使用不符合条件审查人员的；  

  （三）未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四）未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的；  

  （五）未按规定的审查内容进行审查的。  

  第二十三条 审查机构出具虚假审查合格书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处 3 万元罚款，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对审查机构的认定；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二十四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审查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机

构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认定审查机构的，国务院建设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施工图审查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2013） 

索 引 号：000013338/2013-00271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

2013 年 04 月 27 日文件名称：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有 效 期：2013 年 08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3 号主 题 词：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已经第 95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

发布，自 201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姜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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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4 月 27 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管理，提高工程勘察设计质

量，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和实施监督管

理的，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实施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文件，以下简称施工图）审查制度。 

  本办法所称施工图审查，是指施工图审查机构（以下简称审查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施工图涉及

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的审查。施工图审查应当坚持先勘察、后设计的原则。 

  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的，不得使用。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监理等活动，以及实施

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应当以审查合格的施工图为依据。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的施工图审查工作实施指导、监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施工图审查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审查机构条件，结合

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规模，确定相应数量的审查机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审查机构是专门从事施工图审查业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法人。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查机构名录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审查机构按承接业务范围分两类，一类机构承接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业务范

围不受限制；二类机构可以承接中型及以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图审查。 

  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规模划分，按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一类审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二）审查人员应当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 15 年以上所需专业勘察、设计工作经历；主持过不少于 5 项

大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相应专业的设计或者甲级工程勘察项目相应专业的勘察；已实行执业注册制

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并在本审查机

构注册；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近 5 年内未因违反工程建设法律法规和

强制性标准受到行政处罚。 

  （三）在本审查机构专职工作的审查人员数量：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结构专业审查人员不少

于 7 人，建筑专业不少于 3 人，电气、暖通、给排水、勘察等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从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施工图审查的，所需专业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7 人，其他必须配套的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专门从事勘察文件

审查的，勘察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7 人。 

  承担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还应当具有主持过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或者 100 米以上建筑工程结构

专业设计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3 人。 

  （四）60 岁以上审查人员不超过该专业审查人员规定数的 1/2。 

  （五）注册资金不少于 300 万元。 

  第八条 二类审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二）审查人员应当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 10 年以上所需专业勘察、设计工作经历；主持过不少于 5 项

中型以上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相应专业的设计或者乙级以上工程勘察项目相应专业的勘察；已实行执

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并在

本审查机构注册；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近 5 年内未因违反工程建设法

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受到行政处罚。 

  （三）在本审查机构专职工作的审查人员数量：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结构专业审查人员不少

于 3 人，建筑、电气、暖通、给排水、勘察等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从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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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专业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4 人，其他必须配套的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专门从事勘察文件审查的，勘察专

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4 人。 

  （四）60 岁以上审查人员不超过该专业审查人员规定数的 1/2。 

  （五）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 万元。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送审查机构审查，但审查机构不得与所审查项目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

业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送审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规定。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审查机构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施工图审查，不得压缩合理

审查周期、压低合理审查费用。 

  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审查机构提供下列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一）作为勘察、设计依据的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及附件； 

  （二）全套施工图； 

  （三）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 

  第十一条 审查机构应当对施工图审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二）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安全性； 

  （三）是否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对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项目，还应当审查是否符合绿色建筑标

准； 

  （四）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是否按规定在施工图上加盖相应的图章和签字；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审查的其他内容。 

  第十二条 施工图审查原则上不超过下列时限： 

  （一）大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为 15 个工作日，中型及以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为 10 个工作日。 

  （二）工程勘察文件，甲级项目为 7 个工作日，乙级及以下项目为 5 个工作日。 

  以上时限不包括施工图修改时间和审查机构的复审时间。 

  第十三条 审查机构对施工图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审查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审查合格书，并在全套施工图上加盖审查专用章。审查

合格书应当有各专业的审查人员签字，经法定代表人签发，并加盖审查机构公章。审查机构应当在出具审查合格书

后 5 个工作日内，将审查情况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二）审查不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将施工图退建设单位并出具审查意见告知书，说明不合格原因。同时，

应当将审查意见告知书及审查中发现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的问题，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施工图退建设单位后，建设单位应当要求原勘察设计企业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施工图送原审查机构复

审。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审查合格的施工图；确需修改的，凡涉及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内容的，建设单位应当将修改后的施工图送原审查机构审查。 

  第十五条 勘察设计企业应当依法进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并对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审查机构对施工图审查工作负责，承担审查责任。施工图经审查合格后，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的问题，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审查机构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六条 审查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施工图审查应当有经各专业审查人员签字的审查记录。

审查记录、审查合格书、审查意见告知书等有关资料应当归档保存。 

  第十七条 已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按规定参加执业注册继续教育。 

  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

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培训，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 40 学时。 

  第十八条 按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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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审查机构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 

  （二）是否超出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 

  （三）是否使用不符合条件的审查人员； 

  （四）是否按规定的内容进行审查； 

  （五）是否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六）是否按规定填写审查意见告知书； 

  （七）是否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 

  （八）是否建立健全审查机构内部管理制度； 

  （九）审查人员是否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要求被检查的审查机构提供有关施工图审

查的文件和资料，并将监督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 审查机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审查情况统计信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施工图审查情况进行统计，并将统计信息报上级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对施工图审查工作中违法、违规行为

的检举、控告和投诉。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审查机构报告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注册

执业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依法进行查处。 

  第二十三条 审查机构列入名录后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不再将其列入审查机构名录。 

  第二十四条 审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 3 万元罚款，并记入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不再将其列入审查机构名录： 

  （一）超出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的； 

  （二）使用不符合条件审查人员的； 

  （三）未按规定的内容进行审查的； 

  （四）未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五）未按规定填写审查意见告知书的； 

  （六）未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的； 

  （七）已出具审查合格书的施工图，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第二十五条 审查机构出具虚假审查合格书的，审查合格书无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处 3 万元罚款，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再将其列入审查机构名录。 

  审查人员在虚假审查合格书上签字的，终身不得再担任审查人员；对于已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的审查

人员，还应当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予以处

罚。 

  第二十六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 3 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予以通报： 

  （一）压缩合理审查周期的； 

  （二）提供不真实送审资料的； 

  （三）对审查机构提出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要求的。 

  建设单位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还应当依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七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审查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机

构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并记入信用档案。 

  第二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未按照本办法规定确定审查机构的，国

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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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施工图审查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原建设部 2004 年 8 月 23 日发布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34 号）同时废止。 

 

 

5.5.11）《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05 年 9 月 28 日建设部令第 141 号,2015 年 05 月 04 日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令第 24 号修正）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369224.htm  (2005) 

http://www.sqjsj.gov.cn/ReadNews.asp?NewsID=43647  (2015)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05)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41 号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已于 2005 年 8 月 23 日经第 71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申请从事对涉及建筑物、构筑物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检测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

质，实施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以下简称质量检测），是指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以下简称检测机构）接受

委托，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涉及结构安全项目的抽样检测和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

材料、构配件的见证取样检测。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并负责制定检测机构资质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并负责检

测机构的资质审批。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检测机构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介机构。检测机构从事本办法附件一规定的质量检测业务，应

当依据本办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 

  检测机构资质按照其承担的检测业务内容分为专项检测机构资质和见证取样检测机构资质。检测机构资质

标准由附件二规定。 

  检测机构未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不得承担本办法规定的质量检测业务。 

  第五条 申请检测资质的机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检测机构资质申请表》一式三份； 

  （二）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三）与所申请检测资质范围相对应的计量认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四）主要检测仪器、设备清单； 

  （五）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身份证和社会保险合同的原件及复印件； 

  （六）检测机构管理制度及质量控制措施。 

  《检测机构资质申请表》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式样。 

  第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应当即时作出是否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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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

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受理资质申请后，应当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

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对符合资质标准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颁发《检测机构资质证书》，

并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应当注明检测业务范围，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式

样，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八条 检测机构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3 年。资质证书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检测机构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

期满 30 个工作日前申请办理延期手续。 

  检测机构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没有下列行为的，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时，经原审批机关同意，不再审查，

资质证书有效期延期 3 年，由原审批机关在其资质证书副本上加盖延期专用章；检测机构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原审批机关不予延期： 

  （一）超出资质范围从事检测活动的； 

  （二）转包检测业务的； 

  （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 

  （四）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造成质量安全事故或致使事故损失扩大的； 

  （五）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或者鉴定结论的。 

  第九条 检测机构取得检测机构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标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撤回相应的资质证书。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第十一条 检测机构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应当在 3 个月内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变更

手续。 

  第十二条 本办法规定的质量检测业务，由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委

托方与被委托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检测结果利害关系人对检测结果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共同认可的检测机构复检，复检结果由提出复检方报

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质量检测试样的取样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在建设单位或者工程监

理单位监督下现场取样。提供质量检测试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试样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四条 检测机构完成检测业务后，应当及时出具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经检测人员签字、检测机构法定

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签字人签署，并加盖检测机构公章或者检测专用章后方可生效。检测报告经建设单位或者工程

监理单位确认后，由施工单位归档。 

  见证取样检测的检测报告中应当注明见证人单位及姓名。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不得篡改或者伪造检测报告。 

  第十六条 检测人员不得同时受聘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检测机构。 

  检测机构和检测人员不得推荐或者监制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 

  检测机构不得与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所检测工程项目相关的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第十七条 检测机构不得转包检测业务。 

  检测机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担检测业务的，应当向工程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检测机构应当对其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检测机构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九条 检测机构应当将检测过程中发现的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以及涉及结构安全检测结果的不合格情况，及时报告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 

  第二十条 检测机构应当建立档案管理制度。检测合同、委托单、原始记录、检测报告应当按年度统一编

号，编号应当连续，不得随意抽撤、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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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机构应当单独建立检测结果不合格项目台账。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资质标准； 

  （二）是否超出资质范围从事质量检测活动； 

  （三）是否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行为； 

  （四）是否按规定在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检测报告是否真实； 

  （五）检测机构是否按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进行检测； 

  （六）仪器设备及环境条件是否符合计量认证要求；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 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检测机构或者委托方提供相关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检测机构的工作场地（包括施工现场）进行抽查； 

  （三）组织进行比对试验以验证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 

  （四）发现有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要求的检测行为时，责令改正。 

  第二十三条 建设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为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对有关试样和检测资料采取抽样取证的

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有关试样和检测资料，

并应当在 7 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有关试样和检测资料。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按规定权限进行处理，

并及时报告资质审批机关。 

  第二十五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和处理制度，公开投诉电话号码、通讯地址和电子邮件信箱。 

  检测机构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规定进行检测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建设主管部

门投诉。建设主管部门收到投诉后，应当及时核实并依据本办法对检测机构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于 30 日内将处

理意见答复投诉人。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相应的资质，擅自承担本办法规定的检测业务的，其检测报告无效，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检测机构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1 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资质。 

  第二十八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撤销其资质证书，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资质证书；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检测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可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出资质范围从事检测活动的； 

  （二）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的； 

  （三）使用不符合条件的检测人员的； 

  （四）未按规定上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检测不合格事项的； 

  （五）未按规定在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的； 

  （六）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的； 

  （七）档案资料管理混乱，造成检测数据无法追溯的； 

  （八）转包检测业务的。 

  第三十条 检测机构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或者鉴定结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3 万元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委托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委托未取得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的； 

  （二）明示或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篡改或伪造检测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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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弄虚作假送检试样的。 

  第三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检测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质量检测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资质证书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颁发资质证书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颁发资质证书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三十四条 检测机构和委托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收取、支付检测费用。没有收费标准的项目由双方协商

收取费用。 

  第三十五条 水利工程、铁道工程、公路工程等工程中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及有关材料的检测按照

有关规定，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节能检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0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一： 

质量检测的业务内容 

一、专项检测 

  （一）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1.地基及复合地基承载力静载检测； 

  2.桩的承载力检测； 

  3.桩身完整性检测； 

  4.锚杆锁定力检测。 

  （二）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1.混凝土、砂浆、砌体强度现场检测； 

  2.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3.混凝土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测； 

  4.后置埋件的力学性能检测。 

  （三）建筑幕墙工程检测 

  1.建筑幕墙的气密性、水密性、风压变形性能、层间变位性能检测； 

  2.硅酮结构胶相容性检测。 

  （四）钢结构工程检测 

  1.钢结构焊接质量无损检测； 

  2.钢结构防腐及防火涂装检测； 

  3.钢结构节点、机械连接用紧固标准件及高强度螺栓力学性能检测； 

  4.钢网架结构的变形检测。 

二、见证取样检测 

  （一）水泥物理力学性能检验； 

  （二）钢筋（含焊接与机械连接）力学性能检验； 

  （三）砂、石常规检验； 

  （四）混凝土、砂浆强度检验； 

  （五）简易土工试验； 

  （六）混凝土掺加剂检验； 

  （七）预应力钢绞线、锚夹具检验；  

  （八）沥青、沥青混合料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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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检测机构资质标准 

  一、专项检测机构和见证取样检测机构应满足下列基本条件： 

  （一）专项检测机构的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 万元人民币，见证取样检测机构不少于 80 万元人民币； 

  （二）所申请检测资质对应的项目应通过计量认证； 

  （三）有质量检测、施工、监理或设计经历，并接受了相关检测技术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

边远的县（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不少于 6 人； 

  （四）有符合开展检测工作所需的仪器、设备和工作场所；其中，使用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要经过

计量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五）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二、专项检测机构除应满足基本条件外，还需满足下列条件：  

  （一）地基基础工程检测类 

  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工程桩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不得少于 4 名，其中 1 人应当具

备注册岩土工程师资格。 

  （二）主体结构工程检测类 

  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结构工程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不得少于 4 名，其中 1 人应当

具备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三）建筑幕墙工程检测类 

  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建筑幕墙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不得少于 4 名。 

  （四）钢结构工程检测类 

  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钢结构机械连接检测、钢网架结构变形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

不得少于 4 名，其中 1 人应当具备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三、见证取样检测机构除应满足基本条件外，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

职称的不得少于 3 名；边远的县（区）可不少于 2 人。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15 年 5 月 4 日修正版） 

（2005 年 09 月 28 日建设部令第 141 号发布，2015 年 05 月 04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申请从事对涉及建筑物、构筑物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检测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

质，实施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以下简称质量检测），是指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以下简称检测机构）接受

委托，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涉及结构安全项目的抽样检测和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

材料、构配件的见证取样检测。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并负责制定检测机构资质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并负责检

测机构的资质审批。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检测机构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介机构。检测机构从事本办法附件一规定的质量检测业务，应

当依据本办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 

  检测机构资质按照其承担的检测业务内容分为专项检测机构资质和见证取样检测机构资质。检测机构资质

标准由附件二规定。 

  检测机构未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不得承担本办法规定的质量检测业务。 

  第五条 申请检测资质的机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检测机构资质申请表》一式三份； 

  （二）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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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与所申请检测资质范围相对应的计量认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四）主要检测仪器、设备清单； 

  （五）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身份证和社会保险合同的原件及复印件； 

  （六）检测机构管理制度及质量控制措施。 

  《检测机构资质申请表》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式样。 

  第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应当即时作出是否受理

的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

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受理资质申请后，应当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

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对符合资质标准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颁发《检测机构资质证书》，

并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应当注明检测业务范围，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式

样，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八条 检测机构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3 年。资质证书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检测机构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

期满 30 个工作日前申请办理延期手续。 

  检测机构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没有下列行为的，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时，经原审批机关同意，不再审查，

资质证书有效期延期 3 年，由原审批机关在其资质证书副本上加盖延期专用章；检测机构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原审批机关不予延期： 

  （一）超出资质范围从事检测活动的； 

  （二）转包检测业务的； 

  （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 

  （四）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造成质量安全事故或致使事故损失扩大的； 

  （五）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或者鉴定结论的。 

  第九条 检测机构取得检测机构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标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撤回相应的资质证书。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第十一条 检测机构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应当在 3 个月内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变更

手续。 

  第十二条 本办法规定的质量检测业务，由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委

托方与被委托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检测结果利害关系人对检测结果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共同认可的检测机构复检，复检结果由提出复检方报

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质量检测试样的取样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在建设单位或者工程监

理单位监督下现场取样。提供质量检测试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试样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四条 检测机构完成检测业务后，应当及时出具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经检测人员签字、检测机构法定

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签字人签署，并加盖检测机构公章或者检测专用章后方可生效。检测报告经建设单位或者工程

监理单位确认后，由施工单位归档。 

  见证取样检测的检测报告中应当注明见证人单位及姓名。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不得篡改或者伪造检测报告。 

  第十六条 检测人员不得同时受聘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检测机构。 

  检测机构和检测人员不得推荐或者监制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 

  检测机构不得与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所检测工程项目相关的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第十七条 检测机构不得转包检测业务。 

  检测机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担检测业务的，应当向工程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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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 检测机构应当对其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检测机构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九条 检测机构应当将检测过程中发现的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以及涉及结构安全检测结果的不合格情况，及时报告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 

  第二十条 检测机构应当建立档案管理制度。检测合同、委托单、原始记录、检测报告应当按年度统一编

号，编号应当连续，不得随意抽撤、涂改。 

  检测机构应当单独建立检测结果不合格项目台账。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资质标准； 

  （二）是否超出资质范围从事质量检测活动； 

  （三）是否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行为； 

  （四）是否按规定在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检测报告是否真实； 

  （五）检测机构是否按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进行检测； 

  （六）仪器设备及环境条件是否符合计量认证要求；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 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检测机构或者委托方提供相关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检测机构的工作场地（包括施工现场）进行抽查； 

  （三）组织进行比对试验以验证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 

  （四）发现有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要求的检测行为时，责令改正。 

  第二十三条 建设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为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对有关试样和检测资料采取抽样取证的

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有关试样和检测资料，

并应当在 7 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有关试样和检测资料。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按规定权限进行处理，

并及时报告资质审批机关。 

  第二十五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和处理制度，公开投诉电话号码、通讯地址和电子邮件信箱。 

  检测机构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规定进行检测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建设主管部

门投诉。建设主管部门收到投诉后，应当及时核实并依据本办法对检测机构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于 30 日内将处

理意见答复投诉人。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相应的资质，擅自承担本办法规定的检测业务的，其检测报告无效，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检测机构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1 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资质。 

  第二十八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撤销其资质证书，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资质证书；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检测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可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出资质范围从事检测活动的； 

  （二）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的； 

  （三）使用不符合条件的检测人员的； 

  （四）未按规定上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检测不合格事项的； 

  （五）未按规定在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的； 

  （六）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的； 

  （七）档案资料管理混乱，造成检测数据无法追溯的； 

  （八）转包检测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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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条 检测机构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或者鉴定结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3 万元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委托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委托未取得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的； 

  （二）明示或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篡改或伪造检测报告的； 

  （三）弄虚作假送检试样的。 

  第三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检测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质量检测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资质证书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颁发资质证书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颁发资质证书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三十四条 检测机构和委托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收取、支付检测费用。没有收费标准的项目由双方协商

收取费用。 

  第三十五条 水利工程、铁道工程、公路工程等工程中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及有关材料的检测按照

有关规定，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节能检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0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一：质量检测的业务内容 

一、专项检测 

  （一）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1.地基及复合地基承载力静载检测； 

  2.桩的承载力检测； 

  3.桩身完整性检测； 

  4.锚杆锁定力检测。 

  （二）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1.混凝土、砂浆、砌体强度现场检测； 

  2.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3.混凝土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测； 

  4.后置埋件的力学性能检测。 

  （三）建筑幕墙工程检测 

  1.建筑幕墙的气密性、水密性、风压变形性能、层间变位性能检测； 

  2.硅酮结构胶相容性检测。 

  （四）钢结构工程检测 

  1.钢结构焊接质量无损检测； 

  2.钢结构防腐及防火涂装检测； 

  3.钢结构节点、机械连接用紧固标准件及高强度螺栓力学性能检测； 

  4.钢网架结构的变形检测。 

二、见证取样检测 

  （一）水泥物理力学性能检验； 

  （二）钢筋（含焊接与机械连接）力学性能检验； 

  （三）砂、石常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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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混凝土、砂浆强度检验； 

  （五）简易土工试验； 

  （六）混凝土掺加剂检验； 

  （七）预应力钢绞线、锚夹具检验； 

  （八）沥青、沥青混合料检验。 

附件二：检测机构资质标准 

  一、专项检测机构和见证取样检测机构应满足下列基本条件： 

  （一）所申请检测资质对应的项目应通过计量认证； 

  （二）有质量检测、施工、监理或设计经历，并接受了相关检测技术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

边远的县（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不少于 6 人； 

  （三）有符合开展检测工作所需的仪器、设备和工作场所；其中，使用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要经过

计量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四）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二、专项检测机构除应满足基本条件外，还需满足下列条件： 

  （一）地基基础工程检测类 

  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工程桩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不得少于 4 名，其中 1 人应当具

备注册岩土工程师资格。 

  （二）主体结构工程检测类 

  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结构工程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不得少于 4 名，其中 1 人应当

具备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三）建筑幕墙工程检测类 

  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建筑幕墙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不得少于 4 名。 

  （四）钢结构工程检测类 

  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钢结构机械连接检测、钢网架结构变形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

不得少于 4 名，其中 1 人应当具备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三、见证取样检测机构除应满足基本条件外，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检测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

职称的不得少于 3 名；边远的县（区）可不少于 2 人。 

 

 

 

5.5.12）《建筑装饰装修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46 号 1995-09-01） 

http://www.people.com.cn/item/flfgk/gwyfg/1995/21961199518.html  

http://www.lantu.lnjst.gov.cn/ApproveWeb/kcsj/Article.aspx?fid=ee3f522c-9fe7-4e62-b07e-

5cec26183ce3&fcol=100004013  

  《建筑装饰装修管理规定》已于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经第十次部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一九九五

年九月一日施行。 

                              部长  侯捷 

                           一九九五年八月七日 

                      建筑装饰装修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装饰装修的管理，促进建筑装饰装修业的民展，保障建筑装饰装修活动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确保公共安全，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和对原有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进行装饰装修的，均适用本规定。 

    具有文物保护价值的建筑、古建筑的装饰装修，依照有关规定执行。 

    本规定所称的建筑装饰装修，是指为使建筑物、构筑物内、外空间达到一定的环境质量要求，使用装饰装

修材料，对建筑物、构筑物外表和内部进行修饰处理的工程建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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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定所称原有房屋，是指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并已投入使用的各类房屋。 

    第三条  房屋所有权人、使用人、建筑装饰装修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质量安全监督单位、建设监理单位、

房屋安全鉴定单位等，均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建筑装饰装修应当做到安全适用，优化环境、经济合理，并符合城市规划、消防、供电、环保等

有关规定和标准。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全国的建筑装饰装修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客部门归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装饰装修工作。 

                       第二章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报建与许可 

    第六条  新建建设项目的装修工程与主体建筑共同发包的，执行建设部《工程建设报建管理办法》。独立

发包的大中型建设项目的装饰装修工程工艺要求高、工程量大的装饰装修工程，可参照执行建设部《工程建设报建

管理办法》。 

    第七条  原有房屋的使用人装饰装修房屋，应征得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并签订协议。协议中应明确装饰装

修后的修缮、拆迁和补偿等内容。 

    第八条  原有房屋装饰装修时，凡涉及拆改主体结构和明显加大荷载的，应当按照下列办法办理： 

    （一）房屋所有权人、使用人必须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由房屋安全鉴定单位

对装饰装修方案的使用安全进行审定。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房屋装饰装修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决定是否予以批准。 

    （二）房屋装饰装修申请人持批准书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报建手续，并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九条  建设单位按照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到工程所在地的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办理建

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第十条  对于未办理报建和质量安全监督手续的装饰装修工程有关主管部门不得为建设单位办理招标手

续和发放施工许可证；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承接该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第三章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发包与承包 

    第十一条  凡从事建筑装饰装修的企业，必须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资质审查，并取得资质证书后，方

可在资质证书规定的范围内承包工程。 

    建设单位不得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发包给无资质证书或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 

    第十二条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与主体建筑工程共同发包时，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建筑施工企业承包。独

立发包的大中型建设项目的装饰装修或工艺要求高、工程量大的装饰装修工程，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建筑装饰装

修企业承包。 

    第十三条  下列大中型装饰装修工程应当采取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的方式发包： 

    （一）政府投资的工程； 

    （二）行政、事业单位投资的工程； 

    （三）国有企业投资的工程； 

    （四）国有企业控股的企业投资的工程；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程。 

    前款规定范围内不宜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的军事设施工程、保密设施工程、特殊专业等工程，可以采取议

标或直接发包。 

    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装饰装修工程的发包方式，由建设单位或房屋所有权人、房屋使用人自行确定。 

    第十四条  从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发包、承包双方，应当按照统一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

本签订合同。 

    第十五条  发包方不得损害承包方的利益，强迫承包方购入合同约定之外的装饰装修材料和设备。 

                第四章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质量与安全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及设计、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基本建设管理程序办事，严格执行建筑装饰装修的质量检

验评定标准、施工安全技术规范及验收规范等有关标准和规定。 

    第十七条  建筑装饰装修设计、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承接装饰装修设计和施工任务。 

    建筑装饰装修企业必须按照图纸施工，不得擅自改变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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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  原有房屋装饰装修需要拆改结构时，装饰装修设计必须保证房屋的整体性、抗震性和结构的安

全。 

    整栋危险房屋不得装饰装修。 

    对严重损坏和有险情的房屋应当先修缮加固，达到居住和使用安全条件后，方可进行装饰装修。 

    第十九条  建筑装饰装修设计、施工和材料使用，必须严格遵守建筑装饰装修防火规范。完成装饰装修施

工图纸设计后，建设单位必须持《施工许可证》和施工设计图纸，报公安消防部门进行消防安全核准。 

    第二十条  建筑装饰装修企业必须采取措施，控制施工现场的各种粉尘、废气、固体废弃物以及噪声、振

动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保护人们的正常生活、工作和人身安全。 

    第二十一条  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标准，对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进行质量和安全监督。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竣工后，必须经质量监督机构认证合格，否则不予验收。 

    第二十二条  实行初装饰的住宅工程，要严格按照建设部颁发地《住宅工程初装饰竣工验收办法》，验收

评定。 

    第二十三条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发生重大事故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调查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发包方违反本规定有关条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部门给予警告、通报批评、限期改正、责令停止施工的处罚，并可处以装饰装修工

程造价 3%以下的罚款；因责令停止施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发包方承担。 

    （一）未按照规定进行报建的； 

    （二）该招标的工程未按照规定进行招标的； 

    （三）未按照规定办理质量监督手续的； 

    （四）发包给无资质证书的或承包任务与资历质证书等级不符的企业的； 

    （五）使用未验收工程的。 

    第二十五条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承包方违反本规定有关条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停止施工、停业整顿、降低资质、吊销资质证书、没收非法所得的处罚，并

可处以装饰装修工程造价 3%以下的罚款： 

    （一）未取得建筑装饰装修资质证书而进行建筑装饰装修设计、施工的； 

    （二）擅自超越资质证书许可范围承包工程的； 

    （三）未按设计方案进行施工的； 

    （四）拒绝接受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监督检查、验收的； 

    （五）将不合格的材料、设备用于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 

    （六）破坏环境、危及人身安全的； 

    （七）出卖、转让、出借、涂改、复制、伪造资质证书的。 

    第二十六条  对未按规定申请批准、未进行房屋安全性能鉴定、擅自拆改房屋结构或明显加大荷载的，对

原有房屋进行装饰装修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责令修复或赔偿，并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七条  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工作人员不如实对装饰装修方案的使用安全性能出具结论的，由其所在单

位或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房屋所有权人或使用人因装饰装修损坏毗连房屋的，应负责修复或赔偿。 

    第二十九条  因装饰装修原有房屋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调解

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条  有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所列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 1995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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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 

抄送：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公报》编辑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第六条 新建建设项目的装饰装修工程与主体建筑共同发包的，执行建设部《工程建设报建管理办法》。独立

发包的大中型建设项目的装饰装修工程，工艺要求高、工程量大的装饰装修工程，可参照执行建设部《工程建设报

建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 凡从事建筑装饰装修的企业，必须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资质审查，并取得资质证书后，方可在

资质证书规定的范围内承包工程。 

  建设单位不得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发包给无资质证书或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 

第十二条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与主体建筑工程共同发包时，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建筑施工企业承包。独立发

包的大中型建设项目的装饰装修或工艺要求高、工程量大的装饰装修工程，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建筑装饰装修企

业承包。 

5.5.13）《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2002 年 12 月 4 日建设部令 115 号发布，2007 年 11 月 22 日第 163 号

修订）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50.html   2002 

http://www.shaanxijs.gov.cn/zixun/2013/5/57241.shtml   2007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712/t20071207_159107.html   2007 

http://aqjd.mwr.gov.cn/zcfg/xmjc/201611/t20161108_768461.html   2007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 2002 

索 引 号：000013338/2002-00009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

期：2002 年 12 月 04 日文件名称：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有 效 期：2003 年 02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15 号主 题 词：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已于 2002 年 11 月 6 日经第 64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3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 汪光焘  

                                    2002 年 12 月 4 日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勘察活动的，必须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勘察，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要求，查明、分析、评价建设场地的地质地理环境特征和

岩土工程条件，编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的活动。  

  第三条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按照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勘察合同进行勘

察工作，并对勘察质量负责。  

  勘察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勘察深度要求，必须真实、准确。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勘察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质

量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勘察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质量

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五条 建设单位应当为勘察工作提供必要的现场工作条件，保证合理的勘察工期，提供真实、可靠的原

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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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收费标准，不得迫使工程勘察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承揽任务。  

  第六条 工程勘察企业必须依法取得工程勘察资质证书，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勘察业务。  

  工程勘察企业不得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其他勘察企业的名义承揽勘察业务；不得允许其

他企业或者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勘察业务；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所承揽的勘察业务。  

  第七条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健全勘察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责任制度。  

  第八条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拒绝用户提出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不合理要求，有权提出保证工程勘察质量

所必需的现场工作条件和合理工期。  

  第九条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参与施工验槽，及时解决工程设计和施工中与勘察工作有关的问题。  

  第十条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参与建设工程质量事故的分析，并对因勘察原因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

技术处理方案。  

  第十一条 工程勘察项目负责人、审核人、审定人及有关技术人员应当具有相应的技术职称或者注册资格。  

  第十二条 项目负责人应当组织有关人员做好现场踏勘、调查，按照要求编写《勘察纲要》，并对勘察过

程中各项作业资料验收和签字。  

  第十三条 工程勘察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审核人、审定人等相关人员，应当在勘察文件上签

字或者盖章，并对勘察质量负责。  

  工程勘察企业法定代表人对本企业勘察质量全面负责；项目负责人对项目的勘察文件负主要质量责任；项

目审核人、审定人对其审核、审定项目的勘察文件负审核、审定的质量责任。  

  第十四条 工程勘察工作的原始记录应当在勘察过程中及时整理、核对，确保取样、记录的真实和准确，

严禁离开现场追记或者补记。  

  第十五条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确保仪器、设备的完好。钻探、取样的机具设备、原位测试、室内试验及测

量仪器等应当符合有关规范、规程的要求。  

  第十六条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加强职工技术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勘察人员的质量责任意识。观测员、

试验员、记录员、机长等现场作业人员应当接受专业培训，方可上岗。  

  第十七条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加强技术档案的管理工作。工程项目完成后，必须将全部资料分类编目，装

订成册，归档保存。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工程勘察文件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以下简称工程勘

察质量监督部门）审查。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可以委托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以下简称审查机构）对工程勘

察文件进行审查。  

  审查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检查工程勘察企业有关质量管理文件、文字报告、计算书、图纸图表和原始资料等是否符合有

关规定和标准；  

  （二）发现勘察质量问题，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九条 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对工程勘察企业质量管理程序的实施、试验室是否符合标准等情况

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与企业资质年检管理挂钩，定期向社会公布检查和处理结果。  

  第二十条 工程勘察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时，有关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向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报告。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检举、投诉工程勘察质量、安全问题。  

                   第四章 罚则  

  第二十二条 工程勘察企业违反《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由工程勘

察质量监督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建设单位未为勘察工作提供必要的现场工作条件或者未提供真实、可靠原

始资料的，由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工程勘察企业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弄虚作假、提供虚假

成果资料的，由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工程勘察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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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勘察文件没有责任人签字或者签字不全的；  

  （二）原始记录不按照规定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的；  

  （三）不参加施工验槽的；  

  （四）项目完成后，勘察文件不归档保存的。  

  第二十六条 审查机构未按照规定审查，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由工

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撤销委托。  

  第二十七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勘察企业罚款处罚的，由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对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企业罚款数额的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3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 2007 

索 引 号：000013338/2007-00005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期：2007 年 11

月 22 日文件名称：建设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的决定有 效 期：2007 年 11 月 22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63 号主 题 词：建设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的决定   

  《建设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的决定》已于 2007 年 10 月 30 日经建设部第 142 次常

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建设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的决定 

  建设部决定对《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将第十九条修改为：“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对工程勘察企业质量管理程序的实施、试验室是否符合

标准等情况进行检查，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检查和处理结果。”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订，重新发布。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 

（2002 年 12 月 4 日建设部令第 115 号发布， 

2007 年 11 月 22 日根据《建设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勘察活动的，必须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勘察，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要求，查明、分析、评价建设场地的地质地理环境特征和

岩土工程条件，编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的活动。  

  第三条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按照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勘察合同进行勘

察工作，并对勘察质量负责。  

  勘察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勘察深度要求，必须真实、准确。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勘察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质

量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勘察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质量

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质量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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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建设单位应当为勘察工作提供必要的现场工作条件，保证合理的勘察工期，提供真实、可靠的原

始资料。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收费标准，不得迫使工程勘察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承揽任务。  

  第六条 工程勘察企业必须依法取得工程勘察资质证书，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勘察业务。  

  工程勘察企业不得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其他勘察企业的名义承揽勘察业务；不得允许其

他企业或者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勘察业务；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所承揽的勘察业务。  

  第七条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健全勘察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责任制度。  

  第八条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拒绝用户提出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不合理要求，有权提出保证工程勘察质量

所必需的现场工作条件和合理工期。  

  第九条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参与施工验槽，及时解决工程设计和施工中与勘察工作有关的问题。  

  第十条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参与建设工程质量事故的分析，并对因勘察原因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

技术处理方案。  

  第十一条 工程勘察项目负责人、审核人、审定人及有关技术人员应当具有相应的技术职称或者注册资格。  

  第十二条 项目负责人应当组织有关人员做好现场踏勘、调查，按照要求编写《勘察纲要》，并对勘察过

程中各项作业资料验收和签字。  

  第十三条 工程勘察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审核人、审定人等相关人员，应当在勘察文件上签

字或者盖章，并对勘察质量负责。  

  工程勘察企业法定代表人对本企业勘察质量全面负责；项目负责人对项目的勘察文件负主要质量责任；项

目审核人、审定人对其审核、审定项目的勘察文件负审核、审定的质量责任。  

  第十四条 工程勘察工作的原始记录应当在勘察过程中及时整理、核对，确保取样、记录的真实和准确，

严禁离开现场追记或者补记。  

  第十五条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确保仪器、设备的完好。钻探、取样的机具设备、原位测试、室内试验及测

量仪器等应当符合有关规范、规程的要求。  

  第十六条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加强职工技术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勘察人员的质量责任意识。观测员、

试验员、记录员、机长等现场作业人员应当接受专业培训，方可上岗。  

  第十七条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加强技术档案的管理工作。工程项目完成后，必须将全部资料分类编目，装

订成册，归档保存。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工程勘察文件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以下简称工程勘

察质量监督部门）审查。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可以委托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以下简称审查机构）对工程勘

察文件进行审查。  

  审查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检查工程勘察企业有关质量管理文件、文字报告、计算书、图纸图表和原始资料等是否符合有

关规定和标准；  

  （二）发现勘察质量问题，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九条 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对工程勘察企业质量管理程序的实施、试验室是否符合标准等情况

进行检查，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检查和处理结果。  

  第二十条 工程勘察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时，有关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向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报告。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检举、投诉工程勘察质量、安全问题。  

第四章 罚则  

  第二十二条 工程勘察企业违反《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由工程勘

察质量监督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建设单位未为勘察工作提供必要的现场工作条件或者未提供真实、可靠原

始资料的，由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工程勘察企业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弄虚作假、提供虚假

成果资料的，由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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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工程勘察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勘察文件没有责任人签字或者签字不全的；  

  （二）原始记录不按照规定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的；  

  （三）不参加施工验槽的；  

  （四）项目完成后，勘察文件不归档保存的。  

  第二十六条 审查机构未按照规定审查，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由工

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撤销委托。  

  第二十七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勘察企业罚款处罚的，由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对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企业罚款数额的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3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5.5.14）《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2000 年 4 月 7 日建设部令 78 号，2009

年 10 月 19 日建设令第 2 号修订）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8983.html  （2000） 

http://www.gov.cn/flfg/2009-10/21/content_1445477.htm  （2009）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2000） 

索 引 号：  000013338/2000-00005  主题信息：  建筑市场,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生成日期：  2000 年 04 月 07 日 

文件名称：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有 效 期：  2000 年 04 月 07

日生效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78 号  主 题 词：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已于二○○○年四月四日经第二十

二次部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俞正声 

                               二○○○年四月七日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的管理，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建、扩建、改建各类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统称工程）的竣工验

收备案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 

  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本办法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备案机关）备案。 

  第五条 建设单位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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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应当包括工程报建日期，施工许可证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

见，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及验收人员签署的竣工验收原始文件，市政基础

设施的有关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以及备案机关认为需要提供的有关资料；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四）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五）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 

  商品住宅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第六条 备案机关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竣工验收备案文件，验证文件齐全后，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上签署文件收讫。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一式两份，一份由建设单位保存，一份留备案机关存档。 

  第七条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 5 日内，向备案机关提交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第八条 备案机关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应当在

收讫竣工验收备案文件 15 日内，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九条 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

正，处 2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条 建设单位将备案机关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的工程，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前，擅自使用的，备案

机关责令停止使用，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采用虚假证明文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工程竣工验收无效，备案机关责令停止

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备案机关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并责令停止使用的工程，建设单位在备案之前已投入使用或者

建设单位擅自继续使用造成使用人损失的，由建设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竣工验收备案文件齐全，备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办理备案手续的，由有关机关责令改正，对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抢险救灾工程、临时性房屋建筑工程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工程，不适用本办法。 

  第十五条 军用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 2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已

经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姜伟新 

                            二○○九年十月十九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决定对《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建设部令第

78 号）作如下修改： 

  一、名称修改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 

  二、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删去“公安消防”。 

  三、第五条第一款增加一项“（四）法律规定应当由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对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

殊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的证明文件”。 

  四、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住宅工程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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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第九条修改为“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备案机关

责令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对部分条文的文字作相应的修改。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根据本决定

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发布。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 

  （2000 年 4 月 4 日建设部令第 78 号发布，根据 2009 年 10 月 19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

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的管理，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建、扩建、改建各类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适

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统称工程）的竣工

验收备案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 

  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本办法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备案机关）备案。 

  第五条 建设单位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应当包括工程报建日期，施工许可证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

见，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及验收人员签署的竣工验收原始文件，市政基础

设施的有关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以及备案机关认为需要提供的有关资料；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规划、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四）法律规定应当由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对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的证明文

件； 

  （五）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六）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 

  住宅工程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第六条 备案机关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竣工验收备案文件，验证文件齐全后，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上签署文件收讫。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一式两份，一份由建设单位保存，一份留备案机关存档。 

  第七条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 5 日内，向备案机关提交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第八条 备案机关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应当在

收讫竣工验收备案文件 15 日内，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九条 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

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条 建设单位将备案机关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的工程，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前，擅自使用的，备案

机关责令停止使用，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采用虚假证明文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工程竣工验收无效，备案机关责令停止

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备案机关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并责令停止使用的工程，建设单位在备案之前已投入使用或者

建设单位擅自继续使用造成使用人损失的，由建设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竣工验收备案文件齐全，备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办理备案手续的，由有关机关责令改正，对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抢险救灾工程、临时性房屋建筑工程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工程，不适用本办法。 

  第十五条 军用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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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5.5.15）《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质量监督管理规定》（2010 年 8 月 1 日住建部令第 5 号）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012/t20101229_201789.html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ztzl/yhyshj/zcwj73/512892/index.s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10-00318 主题信息：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

日期：2010 年 08 月 01 日文件名称：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有 效 期：2010 年 09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 号主 题 词：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规定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已经第 58 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

予发布，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姜伟新 

 

                    二〇一〇年八月一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的监督，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规范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及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以下简称主管部门）的质量监督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主管部门实施对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工程）质量监

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可以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委托所属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以下简称监督机构）实施。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是指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工程

实体质量和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以下简称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的工程质量

行为实施监督。  

  本规定所称工程实体质量监督，是指主管部门对涉及工程主体结构安全、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情

况实施监督。  

  本规定所称工程质量行为监督，是指主管部门对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履行法定质量责任和

义务的情况实施监督。  

  第五条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二）抽查涉及工程主体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  

  （三）抽查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  

  （四）抽查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质量；  

  （五）对工程竣工验收进行监督；  

  （六）组织或者参与工程质量事故的调查处理；  

  （七）定期对本地区工程质量状况进行统计分析；  

  （八）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处罚。  

  第六条 对工程项目实施质量监督，应当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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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受理建设单位办理质量监督手续；  

  （二）制订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对工程实体质量、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进行抽查、抽测；  

  （四）监督工程竣工验收，重点对验收的组织形式、程序等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进行监督；  

  （五）形成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六）建立工程质量监督档案。  

  第七条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在建筑物明显部位设置永久性标牌，载明建设、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单位等工程质量责任主体的名称和主要责任人姓名。  

  第八条 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三）发现有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时，责令改正。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工程质量状况，逐步建立工程质量信用档

案。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工程质量监督中发现的涉及主体结构安全和主要使

用功能的工程质量问题及整改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监督机构

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  

  监督机构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依法对工程实施质量监督，并对工程质量监督承担监督责任。  

  第十二条 监督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符合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监督人员。人员数量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根据实

际需要确定。监督人员应当占监督机构总人数的 75%以上；  

  （二）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满足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工作需要的仪器、设备和工具等；  

  （三）有健全的质量监督工作制度，具备与质量监督工作相适应的信息化管理条件。  

  第十三条 监督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工程类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者工程类执业注册资格；  

  （二）具有三年以上工程质量管理或者设计、施工、监理等工作经历；  

  （三）熟悉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四）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良好职业道德。  

  监督人员符合上述条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事工程质量监督工作。  

  第十四条 监督机构可以聘请中级职称以上的工程类专业技术人员协助实施工程质量监督。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每两年对监督人员进行一次岗位考核，每年进

行一次法律法规、业务知识培训，并适时组织开展继续教育培训。  

  第十六条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监督机构和监督人员的考核情况进行监督抽查。  

  第十七条 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 抢险救灾工程、临时性房屋建筑工程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工程，不适用本规定。  

  第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5.5.16）《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监督工作指南》(建建质[2000]38 号 2000 年 12 月 6 日） 

http://zjw.hg.gov.cn/Info_1_1137.asp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gczl200103004  

http://china.findlaw.cn/fangdichan/fdcfg/gongchengfagui/20110719/163791.html  

  根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部《关于质量监督机构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政府质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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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机构必须建立和遵循严格的工程质量监督程序，以加大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力度，保证建设工程质量。质量监督

机构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依据是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主要目的是保证建设工程使用安全和环境质量；

主要内容是监督工程建设各方主体质量行为和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使用功能；主要监督方式是巡回抽查，对建

设单位组织的竣工验收实施监督。工程竣工后出具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现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监督工作指南提

出如下，供各地开展工作参考。 

  一、办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一）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是经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认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根

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依法办理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监督登记手续。 

  （二）凡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在工程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

可证之前，应携有关资料到所在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办理工程质量监督登记手续，填写工程质量监督登记表，

并按规定交纳工程质量监督费用。 

  （三）建设单位办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登记时，应向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提交以下有关资料： 1、规划许可

证； 2、施工、监理中标通知书； 3、施工、监理合同及其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 4、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

见； 5、其他规定需要的文件资料。 

  （四）7 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符合规定由监督机构发给《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书》和《工程质量监督计划》。 

  （五）建设单位凭《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书》，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施工许可证。 

  二、开工前的监督准备工作。 

  （一）确定质量监督工程师 质量监督机构实行站长负责制，工程项目质量监督实行监督工程师责任制。 

站长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确定以质量监督工程师为工程项目监督负责人的质量监督组，具体承担工程监督任务，

项目质量监督工程师对监督的工程质量承担监督责任。 

  （二）制定质量监督工作方案 项目质量监督工程师对负责监督的工程项目，应当依据工程建设项目各方

责任主体、设计图纸及有关文件、工程的特点、规模和技术复杂程度等，编制质量监督工作方案 。 工作方案根据

有关法律、法律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针对工程特点，明确监督的具体内容、监督方式。要对地基基础、主体结

构和其它涉及结构安全的重要部位、使用功能和关键工序作出监督计划，并应将必须监督的重要部位及安装中的重

要环节，及时通知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 

  （三）检查施工现场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核查施工现场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及有关人员的资质或

资格。检查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责任制落实情况，检查有关质量文件、技术资料是

否齐全并符合规定。请有关单位填写《工程质量保证体系审查表》。 

 三、对工程参建各方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  

  （一）对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工程项目报建审批手续齐全； 2、基本建设程序及有关要求： （1）

按规定进行了施工图审查； （2）按规定委托监理单位：建设单位自行管理工程的，应建立工程项目管理机构，配

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3、无明示或暗示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违反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

和迫使承包方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等行为； 4、按合同规定，由建设单位采购的建材、构配件和设备必须符合质量要

求。 

  （二）对勘察、设计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依法承揽的工程勘察、设计任务与本单位资质相符； 2、主

要项目负责人执业资格证书与承担任务相符； 3、图纸及设计变更勘察、设计人员签字出图章手续齐全； 4、设计

单位无指定材料、设备生产厂家或供应商的行为。 

  （三）对监理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监理的工程项目有监理委托手续及合同，监理人员资格证书与承担

任务相符； 2、工程项目的监理机构专业人员配套，责任制落实； 3、现场监理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 

4、制订监理规划，并按照监理规划进行监理； 5、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或操作工艺对分项工程或工序及时进行验

收签认； 6、对现场发现使用不合格材料、构配件、设备的现象和发生的质量事故，及时督促、配合责任单位调查

处理。 

  （四）对施工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所承担的任务与其资质相符，项目经理与中标书中相一致，有施工

承包手续及合同； 2、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质检员等专业技术管理人员配套，并具有相应资格及上岗证书； 3、

有经过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并能贯彻执行： （1）组织施工技术交底及参加图纸变更洽商； （2）执行

班组自检、互检、交接检制度； （3）对建筑材料、构配件有能保持其质量的存放条件；存放器具精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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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构配件和商品砼按规定进行进场检验，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时，不得使用；按规定对现场试验室、搅拌站

进行管理。 （4）做好分项工程、隐蔽工程项目检查评定记录，记录要及时、真实。 （5）严格执行见证取样送检

制度； （6）整理工程质量保证资料要及时、真实、完整。 4、按有关规定进行各种检测，对工程施工中出现的质

量事故按有关文件要求及时上报和认真处理。 5、无违法分包、转包工程项目的行为。 

  四、对建设工程的实体质量的监督 

    实体质量监督以抽查方式为主，并辅以科学的检测手段。地基基础实体必须经监督检查后方可进行主体结

构施工；主体结构实体必须经监督检查后方可进行后续工程施工。 

  （一）地基及基础工程抽查主要内容 1、质量保证及见证取样送检检测资料。 2、分项、分部工程质量或

评定资料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地基检测报告和地基验槽记录。 4、抽查基础砌体、砼和防水等施工质量。 

  （二）主体结构工程抽查主要内容 1、质量保证及见证取样送检检测资料。 2、分项、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资料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结构安全重点部位的砌体、混凝土、钢筋施工质量抽查情况和检测。 4、砼构件、

钢结构构件制作和定资料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结构安全重点部位的砌体、混凝土、钢筋施工质量抽查情况和

检测。 4、砼构件、钢结构构件制作和安装质量。 

  （三）竣工工程抽查主要内容 1、工程质量保证资料及有见证取样检测报告。 2、分项、分部和单位工程

质量评定资料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及工程安全检测报告和抽查检测。 4、水、电、暖、

通等工程重要部位，使用功能试验资料及使用工能抽查检测记录。 5、工程观感质量。 

  五、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工程竣工验收监督时，重点对工程竣工验收的组织形式、验收程序、执行验收

规范情况等实行监督，发现有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改正；并将对工程竣工验收据监督情况列为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的重要内容。 

  （一）工程符合下列条件要求方可进行竣工验收 1、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2、施工单位

在工程完工后对工程质量进行了检查，确认工程质量符合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符合设计文件及合同要求，并

提出工程竣工报告。工程竣工报告应经项目经理和施工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签字。 3、对于委托监理的工程项目，

监理单位对工程进行了质量评价，具有完整的监理资料，并提出工程质量评价报告。工程质量评价报告应经总监理

工程师和监理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签字。 4、勘察、设计单位对勘察、设计文件及施工过程中由设计单位签署的设

计变更通知书进行了确认。 5、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6、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

和设备合格证及必要的进场试验报告。 7、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8、有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

的认可文件或准许使用文件。 9、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等有关部门责令整改的问题的全

部整改完毕。 

  （二）工程竣工验收应当按以下程序进行： 1、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申

请工程竣工验收。实行监理的工程，工程竣工报告必须经总监理工程师签署意见。 2、建设单位收到工程竣工报告

后，对符合竣工验收要求的工程，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和其他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验收组，制定验

收方案 。 3、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 7 个工作日前将验收据和时间、地点及验收组名单通知负责监督该工

程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4、建设单位组织工程竣工验收 （1）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提供的工程档

案资料； （2）审阅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提供的工程档案资料； （3）查验工程实体质量； （4）

对工程施工、设备安装质量和各管理环节等方面作出总体评价，形成工程竣工验收意见，验收人员并签字。 参与

工程竣工验收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时，应报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监督机

构进行协调，待意见一致后，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六、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5 个工作日内出具质量监督报告，监督报告应包括以下主

要内容： 

  （一）质量监督报告表，内容包括：工程名称、工程地址、工程规模、工程类别、结构类型、建筑面积、

参建各单位及负责人、开工时间、竣工验收时间：工程规划许可证号、施工许可证号、施工许可证号、监督注册号；

监督部门、监督人员、监督起止时间等。 

  （二）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的执行情况； 

  （三）桩基、基础、主体结构及功能项目监督抽查情况，以及抽样测试情况；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844 页 共 3277 页 

  （四）工程竣工技术资料的核查意见； 

  （五）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意见； 

  （六）对工程遗贸质量缺陷的处理意见； 

  （七）是否符合备案条件的结论性意见。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必须经项目监督工程师签认后，建设工

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人审核，加盖公章后向委托部门报送。 

  七、竣工验收备案管理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委托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建设工程竣工备

案工作。  

    （一）建设单位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有关规定，到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所委托的建设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备案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二）建设单位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1、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2、工程竣工验收意见表。 

  3、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应当包括工程概况、合同内容执行情况、工程管理及竣工质量验收

情况，质量总体评价等 

  4、工程施工许可证。 

  5、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 

  6、单位工程质量综合验收意见。 

  7、市政基础设施的有关质量检验和功能性抽测资料。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规划、公安消防、环保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9、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10、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 

  11、商品住宅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三）备案管理部门收到备案申请后，应审查备案文件是否齐全并对照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予以审查。对符

合条件的，在《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上签署同意备案意见。对违反有关规定程序、文件不全、质量不符

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的，要求建设单位限期进行整。整改达到要求后，重新申请备案。 

  （四）备案管理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应当在收

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 15 日内，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五）备案管理部门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并责令停止使用的工程；建设单位在备案之前已投入使用或者

建设单位擅自继续使用造成使用方损失的，由建设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备案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于不符合条件的房屋建筑工程给予备案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

并按照有关规定以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建设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七）对于符合条件、文件完整的房屋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已经提出备案，备案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办

理备案手续的，建设单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请行政诉讼。 

八、职责  

  （一）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工程质量监督时，发现涉及结构及使用安全的质量隐患，可委托质量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经检测发现质量问题，由责任方承担检测费用。 

  （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进行监督工作中发现有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和影响工程质量的

问题时，有权采取责令改正、局部暂停施工等强制性措施，直至问题得到改正。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报告委托部

门批准后实施。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可将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委托建设工

程质量监督机构。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

行政处罚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专用印章。 

  （四）定期向委托的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工程质量情况。根据抽查监督的数据，定期进行分析，向上级主管

部门及领导报告质量形势。包括质量上升、下降情况原因分析，以及好坏典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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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及质量监督工程师对监督的工程质量承担监督责任。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

构不履行监督职责、弄虚作假、提供虚假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或未认真执行质量监督工作方案而发生重大质量

事故的，根据情况轻重，依法分别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停止执行任务直到撤销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资格的处理。 

质量监督工程师发生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的，由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

告、记过直到取消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档案 

  （一）建设工程应按单位工程建立监督档案，监督档案应及时、真实、完整。 

  （二）监督档案的内容主要包括： 

  1、建设工程质量档案封页：标明工程名称、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名我、开工日期以及档案

编号等。 

  2、档案目录。 

  3、建设工程报监资料，包括：报监登记表、施工、监理中标通知书、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施工合

同、监理合同的编号及日期等。  

    4、有关各责任主体单位的资质和有关人员资格审查记录。 

  5、质量监督记录。 ①监督交底会议纪要； ②建设工程质量整改通知书及整改报告； ③历次监督抽查记

录。 

  6、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相关材料 

  7、建设工程质量事故报告 

  8、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三）工程质量监督档案统一用国际标准 A4 号纸，按档案管理规定装订存档。 

  （四）监督档案应按工程重要程度保存，保存年限按有关档案管理要求由各地自行规定。 

附录 1：工程质量监督登记表；(略) 

附录 2：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书；(略) 

附录 3：工程质量保证体系审查表；(略) 

附录 4：建设工程质量监督记录；(略) 

附录 5：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略) 

 

5.5.17）《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建质[2003]162 号 2003-08-05）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7902.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03-00014 主题信息：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期：2003

年 08 月 05 日文件名称：关于印发《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建质[2003]162 号主 题 

词：关于印发《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的通知   

                  建质[2003]162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现将《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三年八月五日  

                  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 

                     1、总则 

  1.0.1 为加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范质量监督行为、制定本工作导则。 

  1.0.2 本工作导则适用于对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质量监督工作。  

  1.0.3 工程质量监督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统称监督机构)根据国家的法律、

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质量责任的行为以及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监督检查、维护公

众利益的行政执法行为。  

  1.0.4 工程质量监督除应执行本工作导则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技术标准等规定。  

                    2、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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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本导则所称的建设工程质量责任主体、是指参与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  

  本导则所称的有关机构、是指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2.0.2 本导则所称的质量行为、是指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质量责任和义务所进行的活动。  

  2.0.3 本导则所称的监督注册、是指建设单位在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前、按规定向监督机构办理的工

程项目监督登记手续。  

  2.0.4 本导则所称的质量监督工作方案、是指监督机构针对工程项目的特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编制的、对该工程实施质量监督活动的指导性文件。监督工作方案应明确监督重点和基本监督方式。  

  2.0.5 本导则所称的监督检查、是指监督机构根据有关工程技术标准及规定、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

质量责任的行为、以及对有关工程质量的文件、资料和工程实体质量等随机进行的抽样检查活动。  

  2.0.6 本导则所称的见证取样检测、是指在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人员的见证下、由施工单位有关人员对工

程中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和材料在现场取样、并送至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所进行的检测。  

  2.0.7 本导则所称的监督检测、是指监督机构在施工现场使用便携式仪器、设备随机对工程实体及建筑材

料、构配件和设备进行的抽样测试。  

  2.0.8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竣工验收监督、是指监督机构通过对建设单位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程序进行监督、

对经过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各方责任主体签字认可的质量文件进行查验、对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现场抽查、以监

督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质量责任、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的活动。  

  2.0.9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竣工报告、是指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后、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要求、向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提交的、以证明工程项目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文件。工程竣工报告应包括分项工程验

收表、子分部工程验收表、检测报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材料设备合格证、材料设备进场检验及复试报告等证明

工程质量符合工程技术标准的各类技术文件。  

  2.0.10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质量评估报告、是指监理单位提交给建设单位的、以证明工程项目已完成施工

合同的全部内容、工程质量符合工程技术标准规定、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文件。  

  2.0.11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质量检查报告、是指勘察单位或设计单位提交的、以证明工程满足设计文件的

要求、设计变更内容已在工程项目上得以实现的文件。  

  2.0.12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是指建设单位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所形成的、以证明工程项目

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可以投入使用的文件。  

  2.0.13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质量监督报告、是指监督机构在建设单位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向备案机

关提交的、在监督检查(包括工程竣工验收监督)过程中形成的、评估各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质量责任、执行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以及工程是否符合备案条件的综合性文件。  

  2.0.14 本导则所称的不良记录、是指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质量责任

和义务、以及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记录。  

                   3、基本规定 

  3.0.1 监督机构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1、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质量责任的行为的监督检查； 

  2、对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 

  3、对施工技术资料、监理资料以及检测报告等有关工程质量的文件和资料的监督检查； 

  4、对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检查； 

  5、对混凝土预制构件及预拌混凝土质量的监督检查； 

  6、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调查取证和核实、提出处罚建议或按委托权限实施行政处罚；  

  7、提交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8、随时了解和掌握本地区工程质量状况； 

  9、其他内容。 

  3.0.2 监督人员岗位条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3.0.3 监督机构应建立业务管理的有关制度。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847 页 共 3277 页 

  监督人员在履行工程质量监督职责时、应持证上岗、并不得少于 2 人。 

  在履行监督职责时、对发现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违反法律、法规和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行为的、应及

时发出监督整改通知、限期整改。  

  3.0.4 监督机构应根据本地区年度建设规模、质量状况和年度质量工作目标以及本身资源情况、制定本地

区年度或阶段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计划。  

  3.0.5 监督机构应要求建设单位在办理质量监督注册手续时提供下列资料： 

  1、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和批准书； 

  2、中标通知书和施工、监理合同； 

  3、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和机构组成； 

  4、施工组织设计和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 

  5、其他需要的文件资料。 

  3.0.6 监督机构可根据工程项目的规模和特点、投资形式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的信誉和质量保证能力制定

工程项目质量监督工作方案、并根据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情况及时对监督方法作出调整。  

  3.0.7 监督机构应查阅施工组织设计、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在工程项目

质量监督工作方案中明确以下监督重点；  

  1、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具体内容和方式； 

  2、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包括监督检测)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3、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内容。 

  3.0.8 监督机构应将工程项目质量监督工作方案的主要内容书面告知建设单位。 

   

              4、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质量行为的监督 

  4.0.1 监督机构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质量行为进行监督应遵守以下一般规定： 

  1、抽查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及工程技术标准的情况。 

  2、抽查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实施情况。 

  3、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权限对违法违规事实进行调查取证、对责任单

位、责任人提出处罚建议或按委托权限实施行政处罚。  

  4.0.2 监督机构应对建设单位的下列行为进行抽查： 

  1、施工前办理质量监督注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施工许可(开工报告)手续情况； 

  2、按规定委托监理情况； 

  3、组织图纸会审、设计交底、设计变更工作情况； 

  4、组织工程质量验收情况； 

  5、原设计有重大修改、变动的、施工图设计文件重新报审情况； 

  6、及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情况。 

  4.0.3 监督机构应对勘察、设计单位的下列行为进行抽查： 

  1、参加地基验槽、基础、主体结构及有关重要部位工程质量验收和工程竣工验收情况； 

  2、签发设计修改变更、技术洽商通知情况； 

  3、参加有关工程质量问题的处理情况。 

  4.0.4 监督机构应对施工单位的下列行为进行抽查： 

  1、施工单位资质、项目经理部管理人员的资格、配备及到位情况；主要专业工种操作上岗资格、配备及

到位情况；  

  2、分包单位资质与对分包单位的管理情况； 

  3、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审批及执行情况； 

  4、施工现场施工操作技术规程及国家有关规范、标准的配置情况； 

  5、工程技术标准及经审查批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实施情况； 

  6、检验批、分项、分部(子分部)、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的检验评定情况； 

  7、质量问题的整改和质量事故的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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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情况。 

  4.0.5 监督机构应对监理单位的下列行为进行抽查： 

  1、监理单位资质、项目监理机构的人员资格、配备及到位情况； 

  2、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关键部位和工序的确定及措施)的编制审批内容的执行情况； 

  3、对材料、构配件、设备投入使用或安装前进行审查情况； 

  4.对分包单位的资质进行核查情况； 

  5、见证取样制度的实施情况； 

  6、对重点部位、关键工序实施旁站监理情况； 

  7、质量问题通知单签发及质量问题整改结果的复查情况； 

  8、组织检验批、分项、分部(子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参与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的验收情况；  

  9、监理资料收集整理情况。 

  4.0.6 监督机构应对工程质量检测单位的下列行为进行抽查： 

  1.是否超越核准的类别、业务范围承接任务； 

  2、检测业务基本管理制度情况； 

  3、检测内容和方法的规范性程度； 

  4、检测报告形成程序、数据及结论的符合性程度。 

                  5、工程实体质量监督 

  5.0.1 监督机构对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应遵守以下一般规定： 

  1、对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采取抽查施工作业面的施工质量与对关键部位重点监督相结合的方式； 

  2、重点检查结构质量、环境质量和重要使用功能、其中重点监督工程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其它涉及结

构安全的关键部位；  

  3、抽查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主要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出厂合格证、试验报告、见证取样送检资

料及结构实体检测报告；  

  4、抽查结构混凝土及承重砌体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情况； 

  5、实体质量检查要辅以必要的监督检测、由监督人员根据结构部位的重要程度及施工现场质量情况进行

随机抽检。  

  5.0.2 监督机构应对地基基础工程的验收进行监督、并对下列内容进行重点抽查： 

  1、桩基、地基处理的施工质量及检测报告、验收记录、验槽记录； 

  2、防水工程的材料和施工质量； 

  3、地基基础子分部、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情况。 

  5.0.3 监督机构应对主体结构工程的验收进行监督、并对下列内容进行重点抽查： 

  1、钢结构、混凝土结构等重要部位及有特殊要求部位的质量及隐蔽验收； 

  2、混凝土、钢筋及砌体等工程关键部位、必要时进行现场监督检测； 

  3、主体结构子分部、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资料。 

  5.0.4 监督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有关装饰装修、安装工程的下列部分内容进行抽查： 

  1、幕墙工程、外墙粘(挂)饰面工程、大型灯具等涉及安全和使用功能的重点部位施工质量的监督抽查；  

  2、安装工程使用功能的检测及试运行记录； 

  3、工程的观感质量； 

  4、分部(子分部)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资料。 

  5.0.5 监督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有关工程使用功能和室内环境质量的下列部分内容进行抽查：  

  1、有环保要求材料的检测资料； 

  2.室内环境质量检测报告； 

  3、绝缘电阻、防雷接地及工作接地电阻的检测资料、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测试； 

  4、屋面、外墙和厕所、浴室等有防水要求的房间及卫生器具防渗漏试验的记录、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抽查；  

  5、各种承压管道系统水压试验的检测资料。 

  5.0.6 监督机构可对涉及结构安全、使用功能、关键部位的实体质量或材料进行监督检测、检测记录应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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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质量监督报告。  

  5.0.7 监督检测的项目和数量应根据工程的规模、结构形式、施工质量等因素确定。 

  5.0.8 监督检测的项目宜包括： 

  1、承重结构混凝土强度； 

  2、要受力钢筋数量、位置及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3、浇楼板厚度； 

  4、砌体结构承重墙柱的砌筑砂浆强度； 

  5、安装工程中涉及安全及功能的重要项目； 

  6、钢结构的重要连接部位； 

  7、其他需要检测的项目。 

  5.0.9 监督机构经监督检测发现工程质量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或对工程质量有怀疑的、应责成有

关单位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6、工程竣工验收监督 

  6.0.1 监督机构应对以下工程竣工验收文件进行审查： 

  1、施工单位出具的工程竣工报告、包括结构安全、室内环境质量和使用功能抽样检测资料等合格证明文

件、以及施工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整改报告等；  

  2、勘察、设计单位出具的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3、监理单位出具的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6.0.2 监督机构应对验收组成员组成及竣工验收方案进行监督。 

  6.0.3 监督机构应对工程实体质量进行抽测、对观感质量进行检查。 

  6.0.4 工程竣工验收监督的记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1、对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评价； 

  2、对观感质量检查验收的评价； 

  3、对工程竣工验收的组织及程序的评价； 

  4、对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的评价。 

                 7、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7.0.1 监督机构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7 个工作日内、向备案机关提交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7.0.2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应根据监督抽查情况、客观反映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质量责任的行为及检查

到的工程实体质量的情况。  

  7.0.3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应由负责该项目的质量监督人员编写、有关专业监督人员签认、工程质量监督机

构负责人审查签字、加盖公章。  

  7.0.4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概况和监督工作概况； 

  2、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质量行为及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检查情况； 

  3、工程实体质量监督抽查(包括监督检测)情况； 

  4、工程质量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抽查情况； 

  5、工程质量问题的整改和质量事故处理情况； 

  6、各方质量责任主体及相关有资格的人员的不良记录内容； 

  7、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监督记录； 

  8、对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建议。 

              8、工程质量监督档案和信息管理 

  8.0.1 监督机构应建立工程质量监督档案管理制度。 

  8.0.2 工程质量监督档案应推行信息化管理。 

  8.0.3 工程质量监督档案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监督注册及工程项目监督工作方案； 

  2、质量行为的监督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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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工程抽查(包括监督检测)记录； 

  4、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监督记录； 

  5、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6、不良行为记录； 

  7、施工中发生质量问题的整改和质量事故处理的有关资料； 

  8、工程监督过程中所形成的照片(含底片)、音像资料； 

  9、其他有关资料。 

  8.0.4 工程质量监督档案应及时整理、并符合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 

  8.0.5 工程质量监督档案保管期限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长期为 15 年、短期为 5 年。 

  8.0.6 工程质量监督档案案卷的装具、装订应做到统一、整齐、牢固、符合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便于保

管与查阅。  

  8.0.7 监督机构应加强工程质量监督的信息化建设、运用工程质量监督信息系统、实现监督注册、行为监

督、实体质量监督、不良行为记录、竣工验收备案等工作的在线作业。  

  8.0.8 监督机构应建立工程质量监督信息数据库、将工程建设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信息、在建及竣工工程

信息、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工程建设责任主体违规和违反强制性标准信息、工程质量状况统计信息、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信息等纳入数据库。  

  8.0.9 市(地)级以上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及有条件的县(市)级监督机构应设置质量信息局域网、其设置应满

足上级部门对质量信息管理及数据传递的要求。  

  8.0.10 监督机构应将所发现的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的不良行为进行记录、核实、按规定的

程序和权限、通过信息系统向社会公示并向上级有关部门传递。 

  

 

5.5.18）《建设部关于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中有关资质管理的实施办法》(建市[2003]73 号）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1409/20140900726332.shtml  

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部关于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中有关资质管理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建市[2003]73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山东、江苏省建管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新疆建设兵团建设局，总

后营房部工程局：  

  现将《建设部关于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中有关资质管理的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告我部建筑市场管理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三年四月八日 

建设部关于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中有关资质管理的实施办法 

  为贯彻实施《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建设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令第 113 号）（以下简称《规

定》），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颁发对象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依法颁发给下列取得中国企业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   1、全部资本由

外国投资者投资的建筑业企业。   2、外国投资者和中国投资者通过共同出资或合作方式设立的建筑业企业。   

3、已经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以本企业的名义，在中国境内再投资新设立建筑业企业或购买其他

建筑业企业投资者股权后的企业。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不颁发给外国企业以及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

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  

  二、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从事建筑活动的范围  

  《规定》第三条所称的建筑活动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

在中国境内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三、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核定  

  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应当依据：《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建设部、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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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部令第 113 号）、《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87 号）、《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建办建[2001]24 号）、《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 号）以及有关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的规章、规范

性文件。   1、新设立的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其资质等级按照最低等级核定，并设一年的暂定期。   2、已

经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的外国企业新设立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除具备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规定条件外，具备以下

条件的，可以直接申请二级及二级以上建筑业企业资质。   （1）根据《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的外国企业资质管

理暂行办法》（建设部令第 32 号），于 2003 年 9 月 30 日前取得建设部、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经济特区、沿海

开放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外国企业资质证书或承包工程批准证书。   （2）申请外资建筑业企业资质，

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的工程承包业绩满足所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要求的工程承包业绩标准；申请中外合资、中外合

作经营建筑业企业资质，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的工程承包业绩与中方合营者的工程承包业绩总和应当满足所申请建

筑业企业资质要求的工程承包业绩标准。   3、外国企业投资入股内资建筑业企业，企业性质变更为中外合资经

营建筑业企业或中外合作经营建筑业企业，企业资质按照其实际达到的标准重新核定。   4、外国企业收购内资

建筑业企业，企业性质变更为外资建筑业企业，企业资质按照其实际达到的标准重新核定。   5、规定实施前，

已经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建筑业企业、中外合作经营建筑业企业由于注册资本金达不到原建设部和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部联合颁布的《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的若干规定》（建建[1995]533 号）要求的，规定实施后，可以申报

相应级别的建筑业企业资质。  

  四、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中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条件  

  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聘用外国服务提供者为本企业的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在申报企业资质时应当出

示依法签定的劳动合同。  1、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聘用外国服务提供者为本企业的企业经理，外国服务提供者

应当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从事工程管理工作经历，并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2、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

聘用外国服务提供者为本企业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外国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相当于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规定

的技术职称要求条件。   3、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聘用外国服务提供者为本企业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具有

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并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本专业工作经验的，在企业申报资质时，可以按照具有高级职称的人

员申报；具有大学专科或以上学历，并具有 5 年以上从事本专业工作经验的，在企业申报资质时，可以按照具有中

级职称的人员申报。   4、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聘用外国服务提供者为本企业项目经理，符合以下条件，并能够

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可以在企业申报资质时由资质管理部门认可其具有相应级别项目经理资格。   （1）外国

服务提供者作为一级项目经理资格申报的，应当担任过一个一级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项目，或两个二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2）外国服务提供者作为二级项目经理资

格申报的，应当担任过两个工程项目，其中至少一个为二级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的主

要负责人。   （3）外国服务提供者作为三级项目经理资格申报的，应当担任过两个工程项目，其中至少一个为

三级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根据本条规定认可的外国服务提供者

作为本公司项目经理的人数，不得超过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规定的项目经理人数的三分之一。   5、外商投资

建筑业企业聘用外国服务提供者为本企业的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的，每人每年在中国境内累计居住时间应当不

少于 3 个月。  

  五、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工程承包业绩的认定  

  《规定》施行后，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同中国建筑业企业采取联合承

包方式承包工程或将工程分包给中国建筑业企业的，该工程承包业绩可作为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申报建筑业企业资

质或资质年检时的工程承包业绩。  

  六、外资建筑业企业的工程承包范围  

  《规定》第十五条第四款“中外建筑企业联合承揽”是指外资建筑业企业可以与内资建筑业企业、中外合

资经营建筑业企业、中外合作经营建筑业企业联合承包工程。  

  七、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申请资质的受理时间  

  2002 年 12 月 1 日至 2003 年 10 月 1 日，为同时实行建设部令第 32 号和《规定》的过渡期。在此过渡期

内，资质管理部门随时受理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的资质申请。   2003 年 10 月 1 日以后，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

的资质申请按照内资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受理时间安排统一进行。  

  八、《规定》和原建设部令第 32 号的关系  

  根据《规定》第二十六条，在 2003 年 10 月 1 日之前，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仍然按照原建设部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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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号《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的外国企业资质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1、已经取得外国企业承包工程资质证

书的外国企业，仍可以根据《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的外国企业资质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要求，继续在中国境内承

包工程，包括继续承包未完成的经批准的建设工程，继续申请扩大工程承包地域，继续申请资质证书延期。   2、

没有取得外国企业承包工程资质证书的外国企业，仍可以根据《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的外国企业资质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申请外国企业资质证书。   3、在 2003 年 10 月 1 日以后，资质管理部门不再受理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承

包工程的资质申请，不再办理资质延期以及扩大工程承包地域的审批。在此日期之前签定的工程承包合同，合同期

或实际履行期延续到 2003 年 10 月 1 日以后的，外国企业仍可以继续完成该工程。 

 

5.5.19）《建设工程质量投诉处理暂行规定》(建监[1997]60 号 1997-04-02）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3253.html  

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pay/fulltext_form.aspx?Gid=18835&Db=chl  

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投诉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建监[1997]6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计划单列市建委，解放军总后营房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务院有关

部门建设司（局）：  

  现将《建设工程质量投诉处理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  

建设工程质量投诉处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确保建设工程质量，维护建设工程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认真做好工程质量投诉的处理工作，

依据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称工程质量投诉，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信函、电话、来访等形式反映工程

质量问题的活动。  

  第三条 凡是新建、改建、扩建的各类建筑安装、市政、公用、装饰装修等建设工程，在保修期内和建设

过程中发生的工程质量问题，均属投诉范围。  

  对超过保修期，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工程质量问题，由产权单位或有关部门处理。  

  第四条 接待和处理工程质量投诉是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要支持和保护群众通过正常渠道、采取正当方式反映工程质量问题。对于工程质量的投诉，要认真对待，妥善处理。  

  第五条 工程质量投诉处理工作（以下简称“投诉处理工作”）应当在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坚

持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及时、就地依法解决的原则。  

  第六条 建设部负责全国建设工程质量投诉管理工作。国务院各有关主管部门的工程质量投诉受理工作，

由各部门根据具体情况指定专门机构负责。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受理工程质

量的投诉。  

  第七条 建设部对工程质量投诉管理工作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订工程质量投诉处理的有关规定和办法；  

  （二）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投诉处理工作进行指导、督促；  

  （三）受理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工程质量投诉。  

  第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各有关主管部门对工程质量投诉管理工作的主

要职责是：  

  （一）贯彻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制订本地区。本部门的工程质

量投诉处理的有关规定和办法；  

  （二）组织、协调和督促本地区、本部门的工程质量投诉处理工作；  

  （三）受理本地区、本部门范围内的工程质量投诉。  

  第九条 市（地）、县建委（建设局）的工程质量投诉管理机构和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或地方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条 对涉及到由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勘察设计、建筑规划、市政公用建设和村镇建设等方面原因

引起的工程质量投诉，应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协调下，由分管该业务的职能部门负责调查处理。  

  第十一条 投诉处理机构要督促工程质量责任方，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处理好用户的工程质量投诉。  

  第十二条 投诉处理机构对于投诉的信函要做好登记；对以电话、来访等形式的投诉，承办人员在接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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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听取陈述意见，做好详细记录并进行登记。  

  第十三条 对需要几个部门共同处理的投诉，投诉处理机构要主动与有关部门协商，在政府的统一领导和

协调下，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处理。  

  第十四条 建设部批转各地区、各部门处理的工程质量投诉材料，各地区、各部门的投诉处理机构应在三

个月内将调查和处理情况报建设部。  

  第十五条 省级投诉处理机构受理的工程质量投诉，按照属地解决的原则，交由工程所在地的投诉处理机

构处理，并要求报告处理结果。对于严重的工程质量问题可派人协助有关方面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 市、县级投诉处理机构受理的工程质量投诉，原则上应直接派人或与有关部门共同调查处理，

不得层层转批。  

  第十七条 对于投诉的工程质量问题，投诉处理机构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合理的要求，要及时妥善

处理；暂时解决不了的，要向投诉人作出解释，并责成工程质量责任方限期解决；对不合理的要求，要作出说明，

经说明后仍坚持无理要求的，应给予批评教育。  

  第十八条 对注明联系地址和联系人姓名的投诉，要将处理的情况通知投诉人。  

  第十九条 在处理工程质量投诉过程中，不得将工程质量投诉中涉及到的检举、揭发、控告材料及有关情

况，透露或者转送给被检举、揭发、控告的人员和单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压制、打击报复、迫害投诉人。  

  第二十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把处理工程质量投诉作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抓好。对

在工程质量投诉处理工作中做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对在处理投诉工作中不履行职责、敷衍、推氛拖

延的单位及人员，要给予批评教育。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条 对涉及到由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勘察设计、建筑规划、市政公用建设和村镇建设等方面原因引起

的工程质量投诉，应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协调下，由分管该业务的职能部门负责调查处理。 

第十一条投诉处理机构要督促工程质量责任方，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处理好用户的工程质量投诉。 

第十二条投诉处理机构对于投诉的信函要做好登记；对以电话、来访等形式的投诉，承办人员在接待时，要认

真听取陈述意见，做好详细记录并进行登记。 

第十三条对需要几个部门共同处理的投诉，投诉处理机构要主动与有关部门协商，在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

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处理。 

第十四条建设部批转各地区、各部门处理的工程质量投诉材料，各地区、各部门的投诉处理机构应在三个月内

将调查和处理情况报建设部。 

第十五条省级投诉处理机构受理的工程质量投诉，按照属地解决的原则，交由工程所在地的投诉处理机构处理，

并要求报告处理结果。对于严重的工程质量问题可派人协助有关方面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市、县级投诉处理机构受理的工程质量投诉，原则上应直接派人或与有关部门共同调查处理，不得层

层转批。 

5.5.20）《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计建设[1990]1215 号 1990-09-11） 

http://law.npc.gov.cn/FLFG/flfgByID.action?txtid=4&flfgID=37491&showDetailType=QW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CJS199006000&dbname=CJFD&dbcode=CJFQ&UID=WEE

vREcwSlJHSldTTEYzU3EycEhjSTdEai9ZMnFZT3YySUJiMG0yKzNicz0%3d%24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

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autoLogin=0  

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的通知   按照国务院国办发（８３）８３号文的要

求，在清理建国以来至１９８７年由我委或以我委为主与有关部门联合颁发的法规以及原国家建委颁发的法规时，

我委曾明令废止了不适应新形势的基本建设竣工验收方面的主要法规。根据新的情况，为使项目竣工验收工作有章

可循，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和征求意见，我们制订了《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

情况贯彻执行，并将执行中的问题和意见告我委。 

  附：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 

  竣工验收，是全面考核建设工作，检查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和工程质量的重要环节，对促进建设项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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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投产，发挥投资效果，总结建设经验有重要作用。为了搞好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特制定如下办法： 

  一、竣工验收范围。凡新建、扩建、改建的基本建设项目（工程）和技术改造项目，按批准的设计文件所

规定的内容建成，符合验收标准的，必须及时组织验收，办理固定资产移交手续。 

  二、竣工验收依据。批准的设计任务书、初步设计或扩大初步设计、施工图和设备技术说明书以及现行施

工技术验收规范以及主管部门（公司）有关审批、修改、调整文件等。 

  从国外引进新技术或成套设备的项目以及中外合资建设项目，还应按照签订的合同和国外提供的设计文件

等资料，进行验收。 

  三、竣工验收的要求。 

  进行竣工验收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１．生产性项目和辅助性公用设施，已按设计要求建完，能满足生产使用； 

  ２．主要工艺设备配套设施经联动负荷试车合格，形成生产能力，能够生产出设计文件所规定的产品； 

  ３．必要的生活设施，已按设计要求建成； 

  ４．生产准备工作能适应投产的需要； 

  ５．环境保护设施、劳动安全卫生设施、消防设施已按设计要求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使用。 

  有的建设项目（工程）基本符合竣工验收标准，只是零星土建工程和少数非主要设备未按设计规定的内容

全部建成，但不影响正常生产，亦应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对剩余工程，应按设计留足投资，限期完成。有的项目投

产初期一时不能达到设计能力所规定的产量，不应因此拖延办理验收和移交固定资产手续； 

  有些建设项目或单项工程，已形成部分生产能力或实际上生产方面已经使用，近期不能按原设计规模续建

的，应从实际情况出发，可缩小规模，报主管部门（公司）批准后，对已完成的工程和设备，尽快组织验收，移交

固定资产。 

  国外引进设备项目，按合同规定完成负荷调试、设备考核合格后，进行竣工验收。其他项目在验收前是否

要安排试生产阶段，按各个行业的规定执行。 

  已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项目（工程），三个月内不办理验收投产和移交固定资产手续的，取消企业和主管

部门（或地方）的基建试车收入分成，由银行监督全部上交财政。如三个月内办理竣工验收确有困难，经验收主管

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期限。 

  四、竣工验收程序。 

  １．根据建设项目（工程）的规模大小和复杂程度，整个建设项目（工程）的验收可分为初步验收和竣工

验收两个阶段进行。规模较大、较复杂的建设项目（工程），应先进行初验，然后进行全部建设项目（工程）的竣

工验收。规模较小、较简单的项目（工程），可以一次进行全部项目（工程）的竣工验收。 

  ２．建设项目（工程）在竣工验收之前，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设计及使用等有关单位进行初验。初验前

由施工单位按照国家规定，整理好文件、技术资料，向建设单位提出交工报告。建设单位接到报告后，应及时组织

初验。 

  ３．建设项目（工程）全部完成，经过各单项工程的验收，符合设计要求，并具备竣工图表、竣工决算、

工程总结等必要文件资料，由项目（工程）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向负责验收的单位提出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五、竣工验收的组织 

  大中型和限额以上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工程），由国家计委或由国家计委委托项目主管部门、地方

政府部门组织验收。小型和限额以下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工程），由项目（工程）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部门

组织验收。竣工验收要根据工程规模大小，复杂程度组成验收委员会或验收组。验收委员会或验收组应由银行、物

资、环保、劳动、统计、消防及其它有关部门组成。建设单位、接管单位、施工单位、勘察设计单位参加验收工作。 

  验收委员会或验收组，负责审查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听取各有关单位的工作报告，审阅工程档案资料并

实地察验建筑工程和设备安装情况，并对工程设计、施工和设备质量等方面作出全面的评价。不合格的工程不予验

收；对遗留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意见，限期落实完成。 

  六、竣工决算的编制 

  所有竣工验收的项目（工程）在办理验收手续之前，必须对所有财产和物资进行清理，编好竣工决算，分

析预（概）算执行情况，考核投资效果，报上级主管部门（公司）审查。竣工项目（工程）经验收交接后，应及时

办理固定资产移交手续，加强固定资产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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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整理各种技术文件材料，绘制竣工图纸。建设项目（包括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前，各有关单位应将所

有技术文件材料进行系统整理，由建设单位分类立卷，在竣工验收时，交生产单位统一保管，同时将与所在地区有

关的文件材料交当地档案管理部门。以适应生产、维修的需要。 

  八、各部门（公司）、各地区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国家计委备案。 

  九、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5.5.21）《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117 号 2003-11-01） 

http://www.mlr.gov.cn/zwgk/flfg/xgflfg/200507/t20050708_638730.htm  

http://www.sjzghj.gov.cn/col/1325063301543/2014/02/21/1392961697546.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679.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17 号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管理规定》已于 2003 年 7 月 1 日经第 11 次部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三年九月十九日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提高城市的综合抗震防灾能力，减轻地震灾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震减灾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抗震设防区的城市，编制与实施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必须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抗震设防区，是指地震基本烈度六度及六度以上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05g 的地区)。 

第三条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专业规划。在抗震设防区的城市，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必须包

括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的规划范围应当与城市总体规划相一致，并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实施。 

城市总体规划与防震减灾规划应当相互协调。 

第四条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的编制要贯彻“预防为主，防、抗、避、救相结合”的方针，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突出重点。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综合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的管理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并

监督实施。 

第六条 编制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应当对城市抗震防灾有关的城市建设、地震地质、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地形

地貌、土层分布及地震活动性等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取得准确的基础资料。 

有关单位应当依法为编制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提供必需的资料。 

第七条 编制和实施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应当符合有关的标准和技术规范，应当采用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 

第八条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编制应当达到下列基本目标： 

(一)当遭受多遇地震时，城市一般功能正常； 

(二)当遭受相当于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时，城市一般功能及生命线系统基本正常，重要工矿企业能正常或者很

快恢复生产； 

(三)当遭受罕遇地震时，城市功能不瘫痪，要害系统和生命线工程不遭受严重破坏，不发生严重的次生灾害。 

第九条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地震的危害程度估计，城市抗震防灾现状、易损性分析和防灾能力评价，不同强度地震下的震害预测等。 

(二)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目标、抗震设防标准。 

(三)建设用地评价与要求： 

1.城市抗震环境综合评价，包括发震断裂、地震场地破坏效应的评价等； 

2.抗震设防区划，包括场地适宜性分区和危险地段、不利地段的确定，提出用地布局要求； 

3.各类用地上工程设施建设的抗震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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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抗震防灾措施： 

1.市、区级避震通道及避震疏散场地(如绿地、广场等)和避难中心的设置与人员疏散的措施； 

2.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要求：城市交通、通讯、给排水、燃气、电力、热力等生命线系统，及消防、供油

网络、医疗等重要设施的规划布局要求； 

3.防止地震次生灾害要求：对地震可能引起的水灾、火灾、爆炸、放射性辐射、有毒物质扩散或者蔓延等次生

灾害的防灾对策； 

4.重要建(构)筑物、超高建(构)筑物、人员密集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设施的布局、间距和外部通道要求； 

5.其他措施。 

第十条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中的抗震设防标准、建设用地评价与要求、抗震防灾措施应当列为城市总体规划的

强制性内容，作为编制城市详细规划的依据。 

第十一条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应当按照城市规模、重要性和抗震防灾的要求，分为甲、乙、丙三种模式： 

(一)位于地震基本烈度七度及七度以上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10g 的地区)的大城市应当按照甲类模式编

制； 

(二)中等城市和位于地震基本烈度六度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等于 0.05g 的地区)的大城市按照乙类模式编制； 

(三)其他在抗震设防区的城市按照丙类模式编制。 

甲、乙、丙类模式抗震防灾规划的编制深度应当按照有关的技术规定执行。规划成果应当包括规划文本、说明、

有关图纸和软件。 

第十二条 抗震防灾规划应当由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直辖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

进行技术审查。专家评审委员会的组成应当包括规划、勘察、抗震等方面的专家和省级地震主管部门的专家。甲、

乙类模式抗震防灾规划评审时应当有三名以上建设部全国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审查委员会成员参加。全国城市抗震防

灾规划审查委员会委员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聘任。 

第十三条 经过技术审查的抗震防灾规划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按照法定程序审批。 

第十四条 批准后的抗震防灾规划应当公布。 

第十五条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应当根据城市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等各种因素的变化，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修订。

对城市抗震防灾规划进行局部修订，涉及修改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按照原规划的审批要求评审和报批。 

第十六条 抗震设防区城市的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的要求。 

第十七条 在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所确定的危险地段不得进行新的开发建设，已建的应当限期拆除或者停止使用。 

第十八条 重大建设工程和各类生命线工程的选址与建设应当避开不利地段，并采取有效的抗震措施。 

第十九条 地震时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工程不得建在城市人口稠密地区，已建的应当逐步迁出；正在使用

的，迁出前应当采取必要的抗震防灾措施。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抗震防灾规划确定的避震疏散场地和避震通道上搭建临时性建(构)筑物或者

堆放物资。 

重要建(构)筑物、超高建(构)筑物、人员密集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设施的外部通道及间距应当满足抗震防灾的

原则要求。 

第二十一条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投诉制度，接受社会和舆论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的实施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建设活动违反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0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本规定颁布前，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管理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

的，以本规定为准。 

 

本规定所称抗震设防区，是指地震基本烈度六度及六度以上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05g 的地区）。  

  第三条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专业规划。在抗震设防区的城市，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必

须包括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的规划范围应当与城市总体规划相一致，并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实施。  

  城市总体规划与防震减灾规划应当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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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城市抗震规划的编制要贯彻“预防为主，防、抗、避、救相结合”的方针，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突出重点。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综合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的管理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抗震防灾规划，

并监督实施。  

  第六条 编制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应当对城市抗震防灾有关的城市建设、地震地质、工程地质、水文地质、

地形地貌、土层分布及地震活动性等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取得准确的基础资料。  

  有关单位应当依法为编制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提供必需的资料。  

  第七条 编制和实施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应当符合有关的标准和技术规范，应当采用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 

第十一条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应当按照城市规模、重要性和抗震防灾的要求，分为甲、乙、丙三种模式：  

  （一）位于地震基本烈度七度及七度以上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10g 的地区）的大城市应当按照甲

类模式编制；  

  （二）中等城市和位于地震基本烈度六度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等于 0.05g 的地区）的大城市按照乙类

模式编制；  

  （三）其他在抗震设防区的城市按照丙类模式编制。  

  甲、乙、丙类模式抗震防灾规划的编制深度应当按照有关的技术规定执行。规划成果应当包括文本、说明、

有关图纸和软件。 

 

5.5.22）《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2005 年 12 月 31 日建设部令第 148 号） 

http://www.gov.cn/flfg/2006-02/23/content_208289.htm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fggz/315073/index.shtml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86.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48 号 

  《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已于 2005 年 12 月 31 日经建设部第 83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

布，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监督管理，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律、行

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抗震设防区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有关活动，实施对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监督管理，

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 

  制定、修订工程建设标准时，应当及时将先进适用的抗震新技术、新材料和新结构体系纳入标准、规范，

在房屋建筑工程中推广使用。 

  第六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抗震设防。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降低抗震设防标准。 

  第七条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遵守有关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

防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规定，保证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质量，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八条 城市房屋建筑工程的选址，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抗震防灾专业规划的要求；村庄、集镇

建设的工程选址，应当符合村庄与集镇防灾专项规划和村庄与集镇建设规划中有关抗震防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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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采用可能影响房屋建筑工程抗震安全，又没有国家技术标准的新技术、新材料的，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申请核准。申请时，应当说明是否适用于抗震设防区以及适用的抗震设防烈度范围。 

  第十条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中甲类和乙类建筑工程的初步设计文件应当有抗震设防专项内容。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应当在初步设计阶段进行抗震设防专项审查。 

  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设计应当作为施工图审查的重要内容。 

  第十一条 产权人和使用人不得擅自变动或者破坏房屋建筑抗震构件、隔震装置、减震部件或者地震反应

观测系统等抗震设施。 

  第十二条 已建成的下列房屋建筑工程，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且未列入近期拆除改造计划的，应当委托具

有相应设计资质的单位按现行抗震鉴定标准进行抗震鉴定： 

  （一）《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中甲类和乙类建筑工程； 

  （二）有重大文物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房屋建筑工程； 

  （三）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房屋建筑工程。 

  鼓励其他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且未列入近期拆除改造计划的房屋建筑工程产权人，委托具有相应设计资质

的单位按现行抗震鉴定标准进行抗震鉴定。 

  经鉴定需加固的房屋建筑工程，应当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确定的限期内采取必要的抗震

加固措施；未加固前应当限制使用。 

  第十三条 从事抗震鉴定的单位，应当遵守有关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的规定，保证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鉴定质量，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四条 对经鉴定需抗震加固的房屋建筑工程，产权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进行抗

震加固设计与施工，并按国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抗震加固应当与城市近期建设规划、产权人的房屋维修计划相结合。经鉴定需抗震加固的房屋建筑工程在

进行装修改造时，应当同时进行抗震加固。 

  有重大文物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加固，应当注意保持其原有风貌。 

  第十五条 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鉴定、抗震加固费用，由产权人承担。 

  第十六条 已按工程建设标准进行抗震设计或抗震加固的房屋建筑工程在合理使用年限内，因各种人为因

素使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能力受损的，或者因改变原设计使用性质，导致荷载增加或需提高抗震设防类别的，产权人

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抗震验算、修复或加固。需要进行工程检测的，应由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

检测。 

  第十七条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当地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受损房屋建筑工程抗震性能的应急

评估，并提出恢复重建方案。 

  第十八条 震后经应急评估需进行抗震鉴定的房屋建筑工程，应当按照抗震鉴定标准进行鉴定。经鉴定需

修复或者抗震加固的，应当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修复或者抗震加固。需易地重建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规划和建设。 

  第十九条 当发生地震的实际烈度大于现行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对应的地震基本烈度时，震后修复或者建设

的房屋建筑工程，应当以国家地震部门审定、发布的地震动参数复核结果，作为抗震设防的依据。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质量的监督管理，并对

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工程执行抗震设防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村镇建设抗震设防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农民自建低层住宅抗震设防进行技术指导和技

术服务，鼓励和指导其采取经济、合理、可靠的抗震措施。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拍摄科普教育宣传片、发送农房抗震图

集、建设抗震样板房、技术培训等多种方式，积极指导农民自建低层住宅进行抗震设防。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有权组织抗震设防检查，并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提供有关房屋建筑工程抗震的文件和资料； 

  （二）发现有影响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质量的问题时，责令改正。 

  第二十三条 地震发生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破坏程度超出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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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标准允许范围的房屋建筑工程的破坏原因进行调查，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地震调查情况，及时组织力量开展房屋建筑工程抗震科学研究，并对相关工

程建设标准进行修订。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质量问题都有权检举和投诉。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擅自使用没有国家技术标准又未经审定通过的新技术、新材料，或者将不适用

于抗震设防区的新技术、新材料用于抗震设防区，或者超出经审定的抗震烈度范围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擅自变动或者破坏房屋建筑抗震构件、隔震装置、减震部件或者地震反应观测

系统等抗震设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个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未对抗震能力受损、荷载增加或者需提高抗震设防类别的房屋建筑工程，进行

抗震验算、修复和加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

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经鉴定需抗震加固的房屋建筑工程在进行装修改造时未进行抗震加固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所称抗震设防区，是指地震基本烈度六度及六度以上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05g

的地区）。 

  本规定所称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是指超出国家现行规范、规程所规定的适用高度和适用结构类型的高层建

筑工程，体型特别不规则的高层建筑工程，以及有关规范、规程规定应当进行抗震专项审查的高层建筑工程。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5.5.23）《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建质[2005]7 号 2005 年 01 月 12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7994.html  

http://www.gxzj.com.cn/news.aspx?id=716  

索 引 号：000013338/2005-00076 主题信息：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建设部、财政部生成日期：2005 年 01

月 12 日文件名称：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有 效 期：2005 年 01 月 12 日生效 文  

号：建质[2005]7 号主 题 词：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建质[2005]7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财政厅，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委、财政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财务司，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建设局、财务局：  

  为了规范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落实工程在缺陷责任期内的维修、修养责任，建设部、财政部制定了

《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现印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五年一月十二日  

                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保修金）管理，落实工程在缺陷责任期内的维修责任，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和《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等

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保修金）（以下简称保证金）是指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

承包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  

  缺陷是指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设计文件，以及承包合同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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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陷责任期一般为六个月、十二个月或二十四个月，具体可由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第三条 发包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保证金预留、返还等内容，并与承包人在合同条款中对涉及保证金

的下列事项进行约定：  

  （一）保证金预留、返还方式；  

  （二）保证金预留比例、期限；  

  （三）保证金是否计付利息，如计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  

  （四）缺陷责任期的期限及计算方式；  

  （五）保证金预留、返还及工程维修质量、费用等争议的处理程序；  

  （六）缺陷责任期内出现缺陷的索赔方式。  

  第四条 缺陷责任期内，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政府投资项目，保证金的管理应按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

执行。其他政府投资项目，保证金可以预留在财政部门或发包方。缺陷责任期内，如发包方被撤销，保证金随交付

使用资产一并移交使用单位管理，由使用单位代行发包人职责。  

  社会投资项目采用预留保证金方式的，发、承包双方可以约定将保证金交由金融机构托管；采用工程质量

保证担保、工程质量保险等其他保证方式的，发包人不得再预留保证金，并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缺陷责任期从工程通过竣（交）工验收之日起计。由于承包人原因导致工程无法按规定期限进行

竣（交）工验收的，缺陷责任期从实际通过竣（交）工验收之日起计。由于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无法按规定期限进

行竣（交）工验收的，在承包人提交竣（交）工验收报告 90 天后，工程自动进入缺陷责任期。  

  第六条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后，发包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承包人支付工程结算价款并预留保证金。  

  第七条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按工程价款结算总额 5％左右的比例预留保证金。  

  社会投资项目采用预留保证金方式的，预留保证金的比例可参照执行。  

  第八条 缺陷责任期内，由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缺陷，承包人应负责维修，并承担鉴定及维修费用。如承包

人不维修也不承担费用，发包人可按合同约定扣除保证金，并由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承包人维修并承担相应费用

后，不免除对工程的一般损失赔偿责任。  

  由他人原因造成的缺陷，发包人负责组织维修，承包人不承担费用，且发包人不得从保证金中扣除费用。  

  第九条 缺陷责任期内，承包人认真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到期后，承包人向发包人申请返还保证金。  

  第十条 发包人在接到承包人返还保证金申请后，应于 14 日内会同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核实。

如无异议，发包人应当在核实后 14 日内将保证金返还给承包人，逾期支付的，从逾期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

利率计付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发包人在接到承包人返还保证金申请后 14 日内不予答复，经催告后 14 日内仍不

予答复，视同认可承包人的返还保证金申请。  

  第十一条 发包人和承包人对保证金预留、返还以及工程维修质量、费用有争议，按承包合同约定的争议

和纠纷解决程序处理。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实行工程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有关保证金的权利与义务的约定，参照本

办法中发包人与承包人相应的权利与义务的约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建设部、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5.24）《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规定》(地震局令第 7 号 2002 年 1 月 16 日） 

http://www.cea.gov.cn/publish/dizhenj/465/527/529/20121206135731121568062/index.html  

http://www.nanjing.gov.cn/xxgk/szf/201301/t20130104_2958009.html  

http://www.changsha.gov.cn/xxgk/qsxxxgkml/txq/gzdt_4516/201601/t20160116_874523.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02/t20180202_235043.html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中 国 地 震 局 令 

第 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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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规定》，已于 2002 年 1 月 16 日经中国地震局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 

局  长 宋瑞祥    

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以下简称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管理，防御与减轻

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确定、使用和监督管理，必须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抗震设防要求，是指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破坏的准则和在一定风险水准下抗震设计采用的地震烈

度或地震动参数。 

    第三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监督管

理工作。 

    第四条  建设工程必须按照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应当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其他建设工程

的抗震设防要求按照国家颁布的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复核、地震小区划结果确定。 

    第五条  应当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必须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委托具有资质的

单位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并将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报送有关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审定。 

    第六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

当设立地震安全性评审组织。 

    地震安全性评审组织应当由 15 名以上地震行业及有关行业的技术、管理专家组成，其中技术专家不得少

于二分之一。 

    第七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

当委托本级地震安全性评审组织，对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进行评审。 

    地震安全性评审组织应当按照国家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技术规范和其他有关技术规范，对地震安全性评价报

告的基础资料、技术途径和评价结果等进行审查，形成评审意见。 

    第八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

当根据地震安全性评审组织的评审意见，结合建设工程特性和其他综合因素，确定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 

    第九条  下列区域内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不应直接采用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结果，必须进行地震动参数

复核： 

    （一） 位于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峰值加速度分区界线两侧各 4 公里区域的建设工程； 

    （二） 位于某些地震研究程度和资料详细程度较差的边远地区的建设工程。 

    第十条  下列地区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开展地震小区划工作： 

    （一）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的大中城市和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城市； 

    （二）位于地震动参数 0.15g 以上（含 0.15g）的大中城市； 

    （三）位于复杂工程地质条件区域内的大中城市、大型厂矿企业、长距离生命线工程和新建开发区； 

    （四）其他需要开展地震小区划工作的地区。 

    第十一条  地震动参数复核和地震小区划工作必须由具有相应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的单位进行。 

    第十二条  地震动参数复核结果一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负

责审定，结果变动显著的，报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审定；地震小区划结果，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审

定。 

    地震动参数复核和地震小区划结果的审定程序按照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执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将审定后的地震动参数复核结果报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经过地震动参数复核或者地震小区划工作的区域内不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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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按照地震动参数复核或者地震小区划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第十四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会

同同级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建设工程按照抗震设防要求进

行抗震设防。 

    第十五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按

照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加强对村镇房屋建设抗震设防的指导，逐步增强村镇房屋抗御地震破坏

的能力。 

    第十六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

强对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的宣传教育，提高社会的防震减灾意识，增强社会防御地震灾害的能力。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并处 5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5.25）《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暂行规定》(建建〔2000〕142 号 2000 年 06 月 30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3295.html  

 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各计划单列市建委，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集团公司，总后营房部，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 

  

  为贯彻《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范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现将《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

工验收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暂行规定。 

  

建设部 

2000 年 6 月 30 日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竣工验收，保证工程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和《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建、扩建、改建的各类房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竣工验收（以下简

称工程竣工验收），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委托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竣工验收实施监督。 

  第五条 工程符合下列要求方可进行竣工验收： 

  （一）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二）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后对工程质量进行了检查，确认工程质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符合设计文件及合同要求，并提出工程竣工报告。工程竣工报告应经项目经理和施工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

签字。  

  （三）对于委托监理的工程项目，监理单位对工程进行了质量评估，具有完整的监理资料，并提出工程质

量评估报告。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应经总监理工程监理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签字。  

  （四）勘察、设计单位对勘察、设计文件及施工过程中由设计单位签署的设计变更通知书进行了检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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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质量检查报告。质量检查报告应经该项目勘察、设计负责人和勘察、设计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签字。  

  （五）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六）有工程使用权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 

  （七）建设单位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 

  （八）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九）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是否符合规划设计要求进行检查，并出具认可文件。 

  （十）有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十一）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等有关部门责令整改的问题全部整改完毕。 

  第六条 工程竣工验收应当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申请工程竣工验收。实行监理的工程竣工报

告须经总监理工程师签署意见。  

  （二）建设单位收到工程竣工报告后，对符合竣工验收要求的工程，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

和其他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验收组，制定验收方案。  

  （三）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 7 个工作日前将验收的时间、地点及验收组名单书面通知负责监督该

工程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四）建设单位组织工程竣工验收。 

  1．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分别汇报工程合同履约情况和在工程建设各个环节执行法律、法

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2．审阅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工程档案资料； 

  3．实地查验工程质量； 

  4．对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安装质量和各管理环节等方面作出全面评价，形成经验收组人员签署

的工程竣工验收意见。  

  参与工程竣工验收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时，应当协商提出解决的方

法，等意见一致后，重新组织工程竣工验收。  

  第七条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提出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主要包括工

程概况，建设单位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情况，对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方面的评价，工程竣工验收时间、程

序、内容和组织形式，工程竣工验收意见等内容。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还应附有下列文件： 

  （一）施工许可证。 

  （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 

  （三）本规定第五条（二）、（三）、（四）、（九）、（十）项规定的文件。 

  （四）验收组人员签署的工程竣工验收意见。 

  （五）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应附有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 

  （六）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七）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有关文件。 

  第八条 负责监督该工程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对工程竣工验收的组织形式、验收程序、执行验收标准

等情况进行现场监督，发现有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改正，并将对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情况作为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的重要内容。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抢险救灾工程临时性房屋建设工程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工程，不适用本规定。 

  第十一条 军事建设工程的管理，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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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6）《房屋接管验收标准》(建标[1991]69 号 1991-07-01） 

http://www.kygov.gov.cn/wsfw/ggfw/zffw/zcfg_34247/201609/t20160914_1007886.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房屋接管验收标准 

建标（1991）第 69 号 

１９９１年２月４日建设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房屋接管验收标准  

１．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１．１ 为确保房屋住用的安全和正常的使用功能。明确在房屋接管验收中交接双方应遵守的事项，特制定本

标准。 

１．２ 凡按规定交房管部门接管的房屋，应按本标准执行；依法代管。依约托管和单位自有房屋的接管，可

参照本标准执行。 

１．３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一般民用建筑的接管验收。工业建筑、大型公共建筑、文物保护建筑及某些有特殊

设备和使用要求的建筑的接管验收可参照使用。 

２．引用标准 

ＧＢＪ７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ＧＢＪ１０ 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Ｊ１１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Ｊ１４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ＧＢＪ１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Ｊ４５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Ｊ２０６ 木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Ｊ２０７ 屋面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Ｊ２３２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Ｊ２４２ 采暖与卫生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ＣＪ１３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３．术语和定义 

３．１ 接管验收 

地方政府设置的房屋管理部门（以下简称“房管部门”）接管建设单位移交的新建房屋和实行产权转移的原有

房屋进行的验收。 

３．２ 按规定交房管部门接管的房屋 

指中央或地方政府投资建造并决定由房管部门直接管理的房屋。市、县政府用收取的住宅建设配套费建造的房

屋、征（拨）地拆迁安置中按规定把产权划归政府的房屋，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没收并通知接管的房屋，以及其它应

由政府接收并决定交房管部门接管的房屋。 

３．３ 新建房屋 

建成后未经确认产权的房屋。 

３．４ 原有房屋 

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并已投入使用的房屋。 

４．新建房屋的接管验收 

４．１ 新建房屋的接管验收，是在竣工验收合格的基础上，以主体结构安全和满足使用功能为主要内容的再

检验。 

４．２ 接管验收应具备的条件： 

ａ．建设工程全部施工完毕，并业经竣工验收合格； 

ｂ．供电、采暖、给水排水、卫生、道路等设备和设施能正常使用； 

ｃ．房屋幢、户编号业经有关部门确认。 

４．３ 接管验收应检索提交的资料 

４．３．１ 产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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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项目批准文件； 

ｂ．用地批准文件； 

ｃ．建筑执照； 

ｄ．拆迁安置资料。 

４．３．２ 技术资料： 

ａ．竣工图——包括总平面、建筑、结构、设备、附属工程及隐蔽管线的全套图纸； 

ｂ．地质勘察报告； 

ｃ．工程合同及开、竣工报告； 

ｄ．工程预决算； 

ｅ．图纸会审记录； 

ｆ．工程设计变更通知及技术核定单（包括质量事故处理记录）； 

ｇ．隐蔽工程验收签证； 

ｈ．沉降观察记录； 

ｉ．竣工验收证明书； 

ｊ．钢材、水泥等主要材料的质量保证书； 

ｋ．新材料、构配件的鉴定合格证书； 

ｌ．水、电、采暖、卫生器具、电梯等设备的检验合格证书； 

ｍ．砂浆、混凝土试块试压报告； 

ｎ．供水、供暖的试压报告。 

４．４ 接管验收程序 

４．４．１ 建设单位书面提请接管单位接管验收。 

４．４．２ 接管单位按“４．２”和“４．３”条进行审核，对具备条件的，应在１５日内签发验收通知并约

定验收时间。 

４．４．３ 接管单位会同建设单位按“４．５”条进行检验。 

４．４．４ 对验收中发现的质量问题，按“４．６．１”和“４．６．２”条处理。 

４．４．５ 经检验符合要求的房屋，接管单位应签置验收合格凭证，签发接管文件。 

４．５ 质量与使用功能的检验 

４．５．１ 主体结构 

４．５．１．１ 地基基础的沉降不得超过ＧＢＪ７的允许变形值；不得引起上部结构的开裂或相邻房屋的损

坏。 

４．５．１．２ 钢筋混凝土构件产生变形、裂缝，不得超过ＧＢＪ１０的规定值。 

４．５．１．３ 砖石结构必须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不允许有明显裂缝。 

４．５．１．４ 木结构应结点牢固，支撑系统可靠，无蚁害，其构件的选材必须符合ＧＢＪ２０６中２．１．１

条的有关规定。 

４．５．１．５凡应抗震设防的房屋，必须符合ＧＢＪ１１的有关规定。 

４．５．２ 外墙不得渗水。 

４．５．３ 屋面 

４．５．３．１ 各类屋面必须符合ＧＢＪ２０７中４．０．６条的规定，排水畅通，无积水，不渗漏。 

４．５．３．２ 平屋面应有隔热保温措施，三层以上房屋在公用部位应设置屋  

面检修孔。 

４．５．３．３ 阳台和三层以上房屋的屋面应有组织排水，出水口、檐沟、落水管应安装牢固、接口平密、不

渗漏。 

４．５．４ 楼地面 

４．５．４．１ 面层与基层必须粘结牢固，不空鼓。整体面层平整，不允许有裂缝、脱皮和起砂等缺陷；块料

面层应表面平正、接缝均匀顺直，无缺棱掉角。 

４．５．４．２ 卫生间、阳台、盥洗间地面与相邻地面的相对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应有积水，不允许倒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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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渗漏。 

４．５．４．３ 木楼地面应平整牢固，接缝密合。 

４．５．５ 装修 

４．５．５．１ 钢木门窗应安装平正牢固，无翘曲变形，开关灵活，零配件装配齐全，位置准确，钢门窗缝隙

严密，木门窗缝隙适度。 

４．５．５．２ 进户门不得使用胶合板制作，门锁应安装牢固，底层外窗、楼层公共走道窗、进户门上的亮子

均应装设铁栅栏。 

４．５．５．３ 木装修工程应表面光洁，线条顺直，对缝严密，不露钉帽，与基层必须钉牢。 

４．５．５．４ 门窗玻璃应安装平整，油灰饱满，粘贴牢固。 

４．５．５．５ 抹灰应表面平整，不应有空鼓、裂缝和起泡等缺陷。 

４．５．５．６ 饰面砖应表面洁净，粘贴牢固，阴阳角与线脚顺直，无缺棱掉角。 

４．５．５．７ 油漆、刷浆应色泽一致。表面不应有脱皮、漏刷现象 

４．５．６ 电气 

４．５．６．１ 电气线路安装应平整、牢固、顺直，过墙应有导管。导线连接必须紧密，铝导线连接不得采用

绞接或绑接。采用管子配线时，连接点必须紧密、可靠，使管路在结构上和电气上均连成整体并有可靠的接地。每

回路导线间和对地绝缘电阻值不得小于１ＭΩ／ＫＶ。 

４．５．６．２ 应按套安装电表或预留表位，并有电器接地装置。 

４．５．６．３ 照明器具等低压电器安装支架必须牢固，部件齐全，接触良好，位置正确。 

４．５．６．４ 各种避雷装置的所有连接点必须牢固可靠，接地电阻值必须答合ＧＢＪ２３２的要求。 

４．５．６．５ 电梯应能准确启动运行、选层、平层、停层，曳引机的噪声和震动声不得超过ＧＢＪ２３２的

规定值。制动器、限速器及其他安全设备应动作灵敏可靠。安装的隐蔽工程、试运转记录、性能检测记录及完整的

图纸资料均应符合要求。 

４．５．６．６ 对电视信号有屏蔽影响的住宅，电视信号场强微弱或被高层建筑遮挡及反射波复杂地区的住

宅，应设置电视共用天线。 

４．５．６．７ 除上述要求外，同时应符合地区性“低压电气装置规程”的有关要求。 

４．５．７ 水、卫、消防 

４．５．７．１ 管道应安装牢固、控制部件启闭灵活、无滴漏。水压试验及保温、防腐措施必须符合ＧＢＪ２

４２的要求。应按套安装水表或预留表位。 

４．５．７．２ 高位水箱进水管与水箱检查口的设置应便于检修。 

４．５．７．３ 卫生间、厨房内的排污管应分设，出户管长不宜超过８ｍ，并不应使用陶瓷管、塑料管。地

漏、排污管接口、检查口不得渗漏，管道排水必须流场￡ 

４．５．７．４ 卫生器具质量良好，接口不得渗漏，安装应平正、牢固、部件齐全、制动灵活。 

４．５．７．５ 水泵安装应平稳，运行时无较大震动。 

４．５．７．６ 消防设施必须符合ＧＢＪ１６、ＧＢＪ４５的要求，并且有消防部门检验合格签证。 

４．５．８ 采暖 

４．５．８．１ 采暖工程的验收时间，必须在采暖期以前两个月进行。 

４．５．８．２ 锅炉、箱罐等压力容器应安装平正、配件齐全、不得有变形、裂纹、磨损、腐蚀等缺陷害。安

装完毕后，必须有专业部门的检验合格签证。 

４．５．８．３ 炉排必须进行１２ｈ以上试运转，炉排之间、炉排与炉铁之间不得互相摩擦，且无杂音，不跑

偏，不凸起，不受卡，返转应自如。 

４．５．８．４各种仪器、仪表应齐全精确，安全装置必须灵敏、可靠，控制阀门应开关灵活。 

４．５．８．５ 炉门、灰门、煤斗闸板、烟、风档板应安装平正、启闭灵活，闭合严密，风室隔墙不得透风漏

气。 

４．５．８．６ 管道的管径、坡度及检查井必须符合ＧＢＪ２４２的要求，管沟大小及管道排列应便于维修，

管架、支架、吊架应牢固。 

４．５．８．７ 设备、管道不应有跑、冒、滴、漏现象。保温、防腐措施必须答合ＧＢＪ２４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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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８．８ 锅炉辅机应运转正常，无杂音。消烟除尘、消音减震设备应齐全，水质、烟尘排放浓度应符合

环保要求。 

４．５．８．９ 经过４８ｈ连续试运行，锅炉和附属设备的热工、机械性能及采暖区室温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４．５．９ 附属工程及其它 

４．５．９．１ 室外排水系统的标高、窨井（检查井）设置、管道坡度、管径必须符合ＧＢＪ１４第二章第

２．３．４节的要求。管道应顺直且排水通畅，井盖 应搁置稳妥并设置井圈。 

４．５．９．２ 化粪池应按排污量合理设置，池内无垃圾杂物，进出水口高差不得小于５ｃｍ。立管与粪池

间的连接管道应有足够坡度，并不应起过两个弯。 

４．５．９．３ 明沟、散水、落水沟头不得有断裂、积水现象。 

４．５．９．４ 房屋入口处必须做室外道路。并与主干道相通。路面不应有积水、空鼓和断裂现象。 

４．５．９．５ 房屋应按单元设置信报箱，其规格、位置须符合有关规定。 

４．５．９．６ 挂物钩、晒衣架应安装牢固。烟道、通风道、垃圾道应畅通，无阻塞物。 

４．５．９．７ 单体工程必须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临时设施及过渡用房拆除清理完毕。室外地面平整，室

内外高差符合设计要求。 

４．５．９．８ 群体建筑应检验相应的市政、公建配套工程和服务设施，达到应有的质量和使用功能要求。 

４．６ 质量问题的处理。 

４．６．１ 影响房屋结构安全和设备使用安全的质量问题，必须约定期限由建设单位负责进行加固补强返修，

直至合格。 

影响相邻房屋的安全问题，由建设单位负责处理。 

４．６．２ 对于不影响房屋结构安全和设备使用安全的质量问题，可约定期限由建设单位负责维修，也可采

取费用补偿的办法，由接管单位处理。 

５．原有房屋的收管验收 

５．１ 接管验收应具备的条件 

ａ．房屋所有权、使用权清楚； 

ｂ．土地使用范围明确。 

５．２ 接管验收应检索提交的资料 

５．２．１ 产权资料： 

ａ．房屋所有权证； 

ｂ．土地使用权证； 

ｃ．有关司法、公证文书和协议； 

ｄ．房屋分户使用清册； 

ｅ．房屋设备及定、附着物清册。 

５．２．２ 技术资料： 

ａ．房地产平面图； 

ｂ．房屋分间平面图； 

ｃ．房屋及设备技术资料。 

５．３ 接管验收程序 

５．３．１ 移交人书面提请接管单位接管验收。 

５．３．２ 接管单位按５．１和５．２条进行审核。对具备条件的，应在１５日内签发验收通知并约定验收

时间。 

５．３．３ 接管单位会同移交人按５．４条进行检验。 

５．３．４ 对检验中发现的危损问题，按５．５条处理。 

５．３．５ 交接双方共同清点房屋、装修、设备和定、附着物，核实房屋使用状况。 

５．３．６ 经检验符合要求的房屋，接管单位应签署验收合格凭证，签发接管文件，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

记。 

５．３．７ 移交人配合接管单位按接管单位的规定与房屋使用人重新建立租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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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质量与使用功能的检验 

５．４．１ 以ＣＪ１３和国家有关规定作检验依据。 

５．４．２ 从外观检查建筑物整体的变异状态。 

５．４．３ 检查房屋结构、装修和设备的完好与损坏程度。 

５．４．４ 查验房屋使用情况（包括建筑年代、用途变迁、拆改添建、装修和设备情况）。评估房屋现有价值、

建立资料档案。 

５．５ 危险和损坏问题的处理 

５．５．１ 属有危险的房屋，应由移交人负责排险解危后，始得接管。 

５．５．２ 属有损坏的房屋，由移交人和接管单位协商解决，既可约定期限由移交人负责维修，也可采用其

它补偿形式。 

５．５．３属法院判决没收并通知接管的房屋，按法院判决办理。 

６．交接双方的责任 

６．１ 为尽快发挥投资效益，建设单位应按４．２和４．３条的要求提前做好房屋交验准备， 房屋竣工后，

及时提出接管验收申请。接管单位应在１５日内审核完毕、及进签发验收通知并约定时间验收。经检验符合要求，

接管单位应在７日内签署验收合格凭证，并应 及时签发接管文件。未经接管的新建房屋一律不得分配使用。 

６．２ 接管验收时，交接双方均应严格按照本标准执行。验收不合格时，双方协议处理办法，并商定时间复

验，建设单位应按约返修合格，组织复验。 

６．３ 房屋接管交付使用后，如发生隐蔽性的重大质量事故，应由接管单位会同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等

单位，共同分析研究，查明原因，如属设计、施工、材料的原因应由建设单位负责处理，如属使用不当、管理不善

的原因，则应由接管单位负责处理。 

６．４ 新建房屋自验收接管之日起，应执行建筑工程保修的有关规定由建设单位负责保修，并应向接管单位

预付保修保证金。接管单位在需要时用于代修。保修期满，按实结算，也可以在验收接管时，双方达成协议。建设

单位一次性拨付保修费用，由接管单位负责保修。保修保证金和保修费的标准由各地自定。 

６．５ 新建房屋一经接管，建设单位应负责在三个月内组织办理承租手续，逾期不办，应承担因房屋空置而

产生的经济损失和事故责任。 

６．６ 执行本标准有争议而又不能协商解决时，双方均得申请市、县房地产管理机关进行协调或裁决。 

 

5.5.27）《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30 号 1997-03-01） 

http://www.ccsn.gov.cn/News/ShowInfo.aspx?Guid=22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30 号  

  《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已经 1 9 9 6 年 9 月 26 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199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公安部部长    陶驷驹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六日 

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筑工程的消防监督审核管理，提高建筑工程防火抗灾能力，保障人民生命和公私财产

安全，保障国家消防法律、行政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贯彻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是指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对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内部装修

和用途变更的建筑工程项目，从设计、施工到竣工验收所实施的消防设计审核、施工安装监督检查和消防验收。 

    具体监督审核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作出规定。 

    第三条  凡从事建筑工程建设，消防设计、施工安装和建筑消防设施检测、维修保养的单位和个人，建筑

物所有者以及各级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均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二章   建设、设计、施工安装单位的责任 

    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内部装修以及用途变更工程项目的消防设计图纸和资料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ccsn.gov.cn/News/ShowInfo.aspx?Guid=2207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869 页 共 3277 页 

送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并填写相应的《建筑消防设计防火审核申报表》、《自动消防设施设计防火审核申报表》

或者《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审核申报表》，经审核批准后，方可开工兴建。 

    第五条  设计单位在进行工程项目设计时，必须执行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和其他工程建设标准有关消防设计

的规定。 

    由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有关单位设计的建筑工程项目，必须符合我国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 

    国家、省级重点工程和其他设置建筑自动消防设施的建筑工程设计应当编制消防设计专篇，该专篇包括设

计依据、工程概况说明和工程项目中涉及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内容的图纸资料。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建筑工程消防

设计审核意见书》修改消防设计图纸。 

    第六条  设计单位应当建立消防设计责任制。法定代表人负责组织本单位的消防设计管理工作，检查消防

设计质量；技术负责人应当把消防设计纳人工程设计审查范围，凡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工程设计不应当签发；设

计单位应当组织工程设计人员学习、掌握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定期进行考核。 

    第七条  施工安装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消防设计图纸施工安装，不得擅自改动。 

    第八条  凡含有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五项至第九项建筑自动消防设施的建筑工程，在工程竣工后，施工安装

单位必须委托具备资格的建筑消防设施检测单位进行技术测试，取得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测试报告。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提出工程消防验收申请，送达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测试报告，填

写《建筑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并组织消防验收。 

    消防验收不合格的，施工单位不得交工，建筑物的所有者不得接收使用。 

    第十条  建筑工程消防验收后，建筑物的所有名或者管理者应当落实建筑消防设施的管理和值班人员，与

具备建筑消防设施维修保养资格的企业签订建筑消防设施定期维修保养合同，保证消防设施的正常运行。 

    第十一条  建筑消防设施的设计、安装调试、检测和维修保养必须选用已经取得省级以上公安消防监督机

构审查许可的单位。 

    第十二条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和建筑消防设施应当积极采用先进的消防技术。 

    建筑消防设施、防火材料等必须选用经国家产品质量认证、国家核发生产许可证或者国家消防产品质量检

测中心检测合格的产品。          

第三章  消防监督机构的责任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对建筑工程的消防监督审核实行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及其所辖区（市、县）两

级和地区(州、盟)及其所辖县(市、旗)两级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分工审核制度。具体分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

消防监督机构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规定。 

    省、自治区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负责制定本地区有关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的规章制度，管理、检查本

辖区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工作，参加、指导对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项目的消防监督审核。跨省、跨地区的建筑工

程消防监督审核工作，由公安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负责组织。 

    第十四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对送审的建筑工程项目应当按照建筑防火设计、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分专业实

行分工审核和技术总复核制度。城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内部应当将消防设计审核管理权和消防验收管理权分离。在

实施消防验收时，应当组织防火监督检查、消防产品质量监督、灭火战训和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等部门的专业技

术人员参加。 

    第十五条  消防设计审核的主要内容： 

    (一)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中涉及消防安全的防火间距、消防车道、消防水源等； 

    (二)建筑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和耐火等级； 

    (三)建筑防火防烟分区和建筑构造； 

    (四)安全疏散和消防电梯； 

    (五)消防给水和自动灭火系统； 

    (六)防烟、排烟和通风、空调系统的防火设计； 

    (七)消防电源及其配电； 

    (八)火灾应急照明、应急广播和疏散指示标志； 

    (九)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消防控制室； 

    (十)建筑内部装修的防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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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建筑灭火器配置； 

    (十二)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房的防爆设计； 

    (十三)国家工程建设标准中有关消防设计的其他内容。 

    第十六条  下列建筑工程项目应当列为消防设计审核的重点； 

    (一)甲、乙、丙类火灾危险性的厂房、库房（含堆场）、储罐区，洁净厂房，高层工业建筑； 

    (二)高层民用建筑； 

    (三)发电厂（站），广播、电视中心，邮政、通讯枢纽等重要工程。 

    (四)宾馆、商(市)场、体育馆、影剧院、礼堂、歌舞厅、医院、铁路旅客站、汽车客运站、码头，机场侯机

楼等公共建筑； 

    (五)地下工程； 

    (六)科研基地、学校、幼儿园、图书馆、档案馆、展览馆、博物馆等； 

    (七)其他重要工程。 

    第十七条  消防设计审核应当遵循国家消防法律、行政法规和技术标准。 

    对由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有关单位设计的建筑工程项目，应当依据我国消防技术标准进行审核。 

    对于我国消防技术标准尚未规定的消防设计内容和新材料、新技术带来的有关消防安全的新问题，应当由

省一级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或者公安部消防局会同同级建设主管部门组织设计、施工、科研等部门的专家论证，提出

意见，作为消防设计审核的依据。 

    第十八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对送审的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应当及时审核，从登记收图之日起，一般工程应

当在十日之内，国家、省级重点建筑工程以及设置建筑自动消防设施的建筑工程应当在二十日之内签发《建筑工程

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需要组织专家论证消防设计的工程，可以延长至三十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予答复，即为

同意。 

    第十九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在建筑施工中应当根据本规定第七条和第十二条要求，对消防设计的实施进

行抽样性检查。 

    第二十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在接到建设单位消防验收申请时，应当查验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测试报告等消

防验收申报材料，材料齐全后，应当在十日之内按照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消防验收，并在消防验收后七日之内签

发《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第二十一条  省级以上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对承担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检测和维修保养等服务企

业、机构实行消防专业资格定期审查，每两年进行一次，合格后，核发许可证；不合格的，不发或者撤销许可证，

并定期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二条  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应当建立档案，并按年限、工程的性质和重要性分类保管。 

    第二十三条  承担消防设计审核的消防监督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工程技术专业知识，按照公安部有关消防

监督人员资格管理规定，取得岗位资格，方可上岗。 

    第二十四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和人员严禁以任何名义和形式指定某个企业承担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

调试和维修保养，或者指定使用某个企业的消防产品。选择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和维修保养企业或者选用

消防产品，一律由建设单位根据有关公告确定。 

    第二十五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和人员必须无偿履行消防监督职责，严禁开办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

试、检测和维修保养等服务企业、机构；严禁在上述企业、机构兼职；严禁向企业收取各种名目的咨询费、管理费

等；严禁向企业强行摊派各种费用或者无偿占有企业的钱物。 

第四章   奖  惩 

    第二十六条 对执行消防技术标准和本规定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公安机关、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

位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七条  消防设计不合格的建筑工程设计，不得评为优秀设计。建筑消防设施安装质量不合格的不得

评为优秀工程。 

    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可以对直接责任人

员和主管人员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对拒不改正或者限期不改的，责令停止施工，已经完工的，责令停止使用： 

    （一）未按规定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送审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图纸，即开工兴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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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施工中擅自改动消防设计，违反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 

    （三）建筑消防设施未经验收合格，擅自接收使用的。 

    第二十九条  设计、施工、安装调试、检测、维修保养单位和个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

机关责令改正，并可以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主管人员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对拒不改正或者限期不改的，责令停

工，已完工的不得验收交付使用；已经取得设计、安装调试、检测和维修保养许可证的单位，由省级以上公安消防

监督机构撤销其许可证： 

    （一）工程设计违反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和其他工程建设标准有关消防设计规定，造成后果的； 

    （二）建筑装修施工中擅自移动消防设备，影响消防设施使用功能的： 

    （三）未取得许可证和年度复验，或者超越许可范围承担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的； 

    （四）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检测、维修保养弄虚作假，质量低劣的。 

    （五）选用未经国家法定检测机构检测合格的消防产品，经纠正不改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情节、后果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对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及人员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 

    第三十二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及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应当依照有关

规定，给予责任者行政处分并调离消防监督岗位： 

    (一)故意不履行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职责的不作为行为； 

    (二)对应当办理审批、验收，故意拖延不办，超过审批、验收期限的； 

    (三)向建设单位指定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和维修保养企业的； 

    (四)向建设或者施工安装单位指定使用某个企业的消防产品的； 

    (五)擅自收取各种名目的咨询费、管理费等的； 

    (六)强行摊派各种费用，无偿占有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财物的； 

    (七)索要、接受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财物的； 

    (八)参与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检测、维修保养或者开办从事上述业务的企业、机构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以前有关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的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按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公安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起施行。 

    本《规定》附件： 

    1、建筑消防设计防火审核申报表（略） 

    2、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审核申报表（略） 

    3、自动消防设施设计防火审核申报表（略） 

    4、建筑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略） 

    5、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略） 

    6、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略） 

    7、责令停工停止使用整改通知书（略） 

    8、复查意见书（略）。  

 

 

5.5.28）《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106 号 2009 年 5 月 1 日，公安部令第 119 号 2012 年 7 月

17) 

http://www.shuyang.gov.cn/zgsy/003/20170814/003001011003_91a524c9-8064-4b54-a521-ef7560ed10f7.htm   

2009 

http://www.119.gov.cn/xiaofang/bzfg/19523.htm   2012 

http://www.gx119.gov.cn/upload/Kinded/file/20180426/20180426092232_5701.doc   

http://www.119.gov.cn/xiaofang/bzfg/index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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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2009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消防设计、施工的质量责任 

第三章  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 

第四章  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的备案抽查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落实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和安全责任，规范消防监督管理

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含室内装修、用途变更）等建设工程的消防监督管理。 

本规定不适用住宅室内装修、村民自建住宅、救灾和其他临时性建筑的建设活动。 

第三条  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应当遵守消防法规、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

施工质量和安全负责。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 

第四条  除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承担辖区建设

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工作。具体分工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确定，并报公安部消防局备案。 

跨行政区域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工作，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指定管

辖。 

第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应当遵循公正、严格、文明、高效的原则。 

第六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新颁布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实施之前，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已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或者备案

的，分别按原审核意见或者备案时的标准执行。 

第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建设工程进行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应当由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实

施。 

第二章  消防设计、施工的质量责任 

第八条  建设单位不得要求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和人员违反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

准，降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并承担下列消防设计、施工的质量责任： 

（一）依法申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依法办理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并接受抽查；建设

工程内设置的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二）实行工程监理的建设工程，应当将消防施工质量一并委托监理； 

（三）选用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等级的消防设计、施工单位； 

（四）选用合格的消防产品和满足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及室内装修装饰材料； 

（五）依法应当经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不得组织施工；未经验

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九条  设计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设计的质量责任： 

（一）根据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消防设计，编制符合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不得违反国

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进行设计； 

（二）在设计中选用的消防产品和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室内装修装饰材料，应当注明规格、

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三）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实施情况签字确认。 

第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施工的质量和安全责任： 

（一）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或者备案的消防设计文件组织施工，不得擅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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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消防设计进行施工，降低消防施工质量； 

（二）查验消防产品和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及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的质量，使用合格产品，保

证消防施工质量； 

（三）建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责任制度，确定消防安全负责人。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落实动火、

用电、易燃可燃材料等消防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在建工程竣工验收前消防通道、消防水源、消防设施和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等完好有效。 

第十一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施工的质量监理责任： 

（一）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或者备案的消防设计文件实施工程监理； 

（二）在消防产品和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室内装修装饰材料施工、安装前，核查产品质量

证明文件，不得同意使用或者安装不合格的消防产品和防火性能不符合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室内装修装饰

材料； 

（三）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签字确认。 

第十二条  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提供图纸审查、安全评估、检测等消防技术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应

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资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执业标准提供消防技术服务，并对出

具的审查、评估、检验、检测意见负责。 

第三章  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 

第十三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

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建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

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

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

体宿舍； 

（六）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

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第十四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

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设有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二）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三）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其他公共建筑； 

（四）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五）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

供应站、调压站。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申报表； 

（二）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三）新建、扩建工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 

（四）设计单位资质证明文件； 

（五）消防设计文件。 

第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除提供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材料外，应当同时提供特殊消防设计的

技术方案及说明，或者设计采用的国际标准、境外消防技术标准的中文文本，以及其他有关消防设计的应用实例、

产品说明等技术资料： 

（一）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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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防设计文件拟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消防安全，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 

（三）拟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境外消防技术标准的。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出具书面审核意见。但是依照本规

定需要组织专家评审的，专家评审时间不计算在审核时间内。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对申报的消防设计

文件进行审核。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出

具消防设计审核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一）新建、扩建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设计单位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 

（三）消防设计文件的编制符合公安部规定的消防设计文件申报要求； 

（四）建筑的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耐火等级、建筑构造、安全疏散、消防给水、消防电源及配电、消防设

施等的设计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 

（五）选用的消防产品和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有关管理规定。 

第十九条  对具有本规定第十六条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之日

起五日内将申请材料报送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组织专家评审。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会同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召开专家评审会，对建设单位提交的消防技术方案进行评审。参加评审的专家应当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总

数不应少于七人，并应当出具专家评审意见。评审专家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注明。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专家评审会后五日内将专家评审意见书面通知报送申请材料的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同时报公安部消防局备案。 

对三分之二以上评审专家同意的消防技术方案，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设计

审核合格意见。 

第二十条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确需修改

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重新申请消防设计审核。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三）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四）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

厂合格证； 

（五）消防设施、电气防火技术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六）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七）其他依法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消防验收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组织消防验收，并出具消防验收意见。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申报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应当依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对已经消防

设计审核合格的内容组织消防验收。 

对综合评定结论为合格的建设工程，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对综合评定结论为不合格

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四条  对通过消防设计审核的高层建筑、地下工程，以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建设工程，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重点进行监督检查，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工程建设消防安全和质量责任。 

第四章  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的备案抽查 

第二十五条  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的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

收备案，或者报送纸质备案表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录入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收到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备案后，应当出具备案凭证，并通过消防设计和竣工

验收备案受理系统中预设的抽查程序，随机确定抽查对象；被抽查到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收到备案凭证之日起五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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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备案项目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供本规定第十五条或者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材料。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收到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备案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依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

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完成图纸检查，或者按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完成工程检查，制作检查记录。检查结

果应当在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中公告。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发现消防设计不合格的，应当在五日内书面通知建设单位改正；已经开始施工

的，同时责令停止施工。 

建设单位收到通知后，应当停止施工，对消防设计组织修改后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复查。经复查，对消防设计

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书面复查意见，告知建设单位恢复施工。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竣工验收抽查时，发现有违反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

性要求或者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应当在五日内书面通知建设单位改正。 

建设单位收到通知后，应当停止使用，组织整改后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复查。经复查符合要求的，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书面复查意见，告知建设单位恢复使用。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未依法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法

处罚，责令建设单位在五日内备案，并纳入抽查范围；对逾期不备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备案期限届满之

日起五日内通知建设单位，责令其停止施工、使用。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三十条  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下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第三十一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办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实行主责承办、技术复核、审验分离

和集体会审等制度。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的主责承办人、技术复核人和行政审批人应当依照职责对消防

执法质量负责。 

第三十二条  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互联网上设立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结合辖区内建设

工程数量和消防设计、施工质量情况，统一确定消防设计与竣工验收备案预设程序和抽查比例，并对备案、抽查实

施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对设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的抽查比例不应低于百分之五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人员应当依照本规定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实施备案抽查，不得擅自确定抽查对

象。 

第三十三条  办理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

近亲属，或者与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办理公正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接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关建设工程违反消防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

防技术标准的举报，应当在三日内组织人员核查，核查处理情况应当及时告知举报人。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时，不得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产品设定法律

法规规定以外的地区性准入条件。 

第三十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指定或者变相指定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

位和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不得指定消防产品和建筑材料的品牌、销售单位。不得参与或者干预建设工程消防设施施

工、消防产品和建筑材料采购的招投标活动。 

第三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的依据、范围、条件、程序、期限及其需要提交的

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应当在互联网网站、受理场所、办公场所公示。 

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的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以外，应当予以公开，

公众有权查阅。 

第三十九条  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具许可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或者其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依法撤销许可意见： 

（一）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作出的； 

（二）建设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 

（三）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超出法定职责和权限作出的； 

（四）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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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的。 

依照前款规定撤销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第四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五条二款、第

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有关消防法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

术标准，造成危害后果的，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时，提供虚假材料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不予受理或者

不予许可并处警告。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第四十四条  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擅自

投入使用的，分别处罚，合并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一）已经通过消防设计审核，擅自改变消防设计，降低消防安全标准的； 

（二）建设工程未依法进行备案，且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的； 

（三）经责令限期备案逾期不备案的； 

（四）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函告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一）建设工程被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的； 

（二）建设工程经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抽查不合格的； 

（三）其他需要函告的。 

第四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

下列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消防验收的申请，不予受理、审核、验收或者拖延时间办理的； 

（三）指定或者变相指定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的； 

（四）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利用职务接受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财物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是指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必须严格执行的规定。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中的“三日”、“五日”、“七日”、“二十日”、“三十日”均指工作日。 

第五十条  执行本规定所需的法律文书式样由公安部统一制定。 

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1996 年 10 月 16 日发布的《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

（公安部令第 30 号）同时废止。 

 

公安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公安部令第 119 号）  2012 

一、将第二条第一款中的“含室内装修、用途变更”修改为“含室内外装修、建筑保温、用途变更”。 

将第二款中的“其他临时性建筑”修改为“其他非人员密集场所的临时性建筑”。 

二、将第三条修改为：“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应当遵守消防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法规和国

家消防技术标准，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和安全负责。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对建设工程进行消防监督。” 

三、将第七条中的“二名”修改为“两名”。 

四、将第八条中的“竣工验收备案”修改为“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五、将第十二条修改为：“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依法设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工作应当依法开展。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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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程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提供图纸审查、安全评估、检测等消防技术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

质、资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执业准则提供消防技术服务，并对出具的审查、评估、检

验、检测意见负责。” 

六、将第十四条第三项修改为：“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

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 

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七、删去第十五条第三项，并增加一项，作为第五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应当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依法需

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临时性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应当提供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文件。” 

八、将第十六条中的“特殊消防设计的技术方案及说明”修改为“特殊消防设计文件”。 

九、将第十八条修改为:“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对申报的消防设

计文件进行审核。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

出具消防设计审核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一）设计单位具备相应的资质； 

“（二）消防设计文件的编制符合公安部规定的消防设计文件申报要求； 

“（三）建筑的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耐火等级、建筑构造、安全疏散、消防给水、消防电源及配电、消防设

施等的消防设计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四）选用的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有关管理规定。” 

十、将第十九条第二款中的“消防技术方案”修改为“特殊消防设计文件”。 

将第四款修改为：“对三分之二以上评审专家同意的特殊消防设计文件，可以作为消防设计审核的依据。” 

十一、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 

“（三）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四）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

格证； 

“（五）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六）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七）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十二、删去第二十四条。 

十三、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

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

收消防备案，或者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业务受理场所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 

“建设单位在进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或者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应当分别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供备案申报表、

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相关材料及施工许可文件复印件或者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材料。按照住房和城乡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施工图审查的，还应当提供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合格文件复印件。 

“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可以不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十四、将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合并，作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收到消

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申报后，对备案材料齐全的，应当出具备案凭证；备案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已经备案的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工程中，随机确定检查对象并向社会公告。对确定

为检查对象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二十日内按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完成图纸检查，或者

按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完成工程检查，制作检查记录。检查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检查不合格的，还应当

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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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收到通知后，应当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组织整改后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复查。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进行复查并出具书面复查意见。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已经依法备案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确需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申

报消防设计备案。” 

十五、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未依法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备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法处罚，责令建设单位在五日内备案，并确定为检查对象；对逾期不备案的，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备案期限届满之日起五日内通知建设单位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 

十六、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与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抽查比例由省级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结合辖区内施工图审查机构的审查质量、消防设计和施工质量情况确定并向社会公告。对设有人员

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的抽查比例不应低于百分之五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照本规定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实施备案抽查，不得擅自确

定检查对象。” 

十七、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四十四条，第一项修改为：“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

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或者通过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抽查的”。 

将第二项修改为：“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消防验收的申请或者消防设计、竣工验收的备案、

抽查，不予受理、审核、验收或者拖延办理的”。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五条：“本规定中的建筑材料包含建筑保温材料。” 

十九、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六条，修改为：“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是指国家工程建设

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 

二十、将第四十九条改为第四十七条，修改为：“本规定中的‘日’是指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 

二十一、将第五十条改为第四十八条，修改为：“执行本规定所需要的法律文书式样，由公安部制定。” 

二十二、将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的“室内装修装饰材料”修改为“装修材料”。 

二十三、将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的“有防火性能要求的”修改为“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 

二十四、《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有关条文序号根据本决定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2012 

（2009 年 4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06 号发布,根据 2012 年 7 月 17 日《公安部关于修改<建设工

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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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落实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和安全责任，规范消防监督管理

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含室内外装修、建筑保温、用途变更）等建设工程的消防监督管理。 

本规定不适用住宅室内装修、村民自建住宅、救灾和其他非人员密集场所的临时性建筑的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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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应当遵守消防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法规和国家消防技术标准，

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和安全负责。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对建设工程进行消防监督。 

第四条 除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承担辖区建设

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工作。具体分工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确定，并报公安部消防局备案。 

跨行政区域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工作，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指定管

辖。 

第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应当遵循公正、严格、文明、高效的原则。 

第六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新颁布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实施之前，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已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或者备案

的，分别按原审核意见或者备案时的标准执行。   

第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建设工程进行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应当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实

施。 

  

第二章 消防设计、施工的质量责任 

第八条  建设单位不得要求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和人员违反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

准，降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并承担下列消防设计、施工的质量责任： 

（一）依法申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依法办理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手续并接受抽查；

建设工程内设置的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二）实行工程监理的建设工程，应当将消防施工质量一并委托监理； 

（三）选用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等级的消防设计、施工单位； 

（四）选用合格的消防产品和满足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及装修材料； 

（五）依法应当经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不得组织施工；未经验

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九条  设计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设计的质量责任： 

（一）根据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消防设计，编制符合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不得违反国

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进行设计； 

（二）在设计中选用的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应当注明规格、性能

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三）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实施情况签字确认。 

第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施工的质量和安全责任： 

（一）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或者备案的消防设计文件组织施工，不得擅自改

变消防设计进行施工，降低消防施工质量； 

（二）查验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及装修材料的质量，使用合格产品，保证消防

施工质量； 

（三）建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责任制度，确定消防安全负责人。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落实动火、

用电、易燃可燃材料等消防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在建工程竣工验收前消防通道、消防水源、消防设施和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等完好有效。 

第十一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施工的质量监理责任： 

（一）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或者备案的消防设计文件实施工程监理； 

（二）在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施工、安装前，核查产品质量证明文

件，不得同意使用或者安装不合格的消防产品和防火性能不符合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 

（三）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签字确认。 

第十二条 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依法设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工作应当依法开展。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

竣工验收提供图纸审查、安全评估、检测等消防技术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资格，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执业准则提供消防技术服务，并对出具的审查、评估、检验、检测意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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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 

第十三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

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建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

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

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

体宿舍； 

（六）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

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第十四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

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设有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二）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三）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 

（四）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五）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六）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

供应站、调压站。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申报表； 

（二）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三）设计单位资质证明文件； 

（四）消防设计文件；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应当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依法需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

临时性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应当提供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文件。 

第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除提供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材料外，应当同时提供特殊消防设计文

件，或者设计采用的国际标准、境外消防技术标准的中文文本，以及其他有关消防设计的应用实例、产品说明等技

术资料： 

  （一）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的； 

  （二）消防设计文件拟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消防安全，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的； 

（三）拟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境外消防技术标准的。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出具书面审核意见。但是依照本规

定需要组织专家评审的，专家评审时间不计算在审核时间内。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对申报的消防设计文件进行审

核。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出具消防设计

审核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一）设计单位具备相应的资质； 

（二）消防设计文件的编制符合公安部规定的消防设计文件申报要求； 

（三）建筑的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耐火等级、建筑构造、安全疏散、消防给水、消防电源及配电、消防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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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等的消防设计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四）选用的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有关管理规定。 

第十九条 对具有本规定第十六条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之日

起五日内将申请材料报送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组织专家评审。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会同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召开专家评审会，对建设单位提交的特殊消防设计文件进行评审。参加评审的专家应当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总数不应少于七人，并应当出具专家评审意见。评审专家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注明。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专家评审会后五日内将专家评审意见书面通知报送申请材料的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同时报公安部消防局备案。 

对三分之二以上评审专家同意的特殊消防设计文件，可以作为消防设计审核的依据。 

第二十条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确需修改

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重新申请消防设计审核。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 

（三）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四）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

证； 

（五）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六）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七）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消防验收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组织消防验收，并出具消防验收意见。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申报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应当依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对已经消防

设计审核合格的内容组织消防验收。 

对综合评定结论为合格的建设工程，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对综合评定结论为不合格

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四章 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的备案抽查 

第二十四条 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或者到公安机关消防机

构业务受理场所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建设单位在进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或者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应当分别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供备案申报表、

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相关材料及施工许可文件复印件或者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材料。按照住房和城乡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施工图审查的，还应当提供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合格文件复印件。 

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可以不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收到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申报后，对备案材料齐全的，应当出具备案

凭证；备案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已经备案的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工程中，随机确定检查对象并向社会公告。对确定为

检查对象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二十日内按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完成图纸检查，或者按

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完成工程检查，制作检查记录。检查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检查不合格的，还应当书

面通知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收到通知后，应当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组织整改后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复查。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进行复查并出具书面复查意见。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已经依法备案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确需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申报

消防设计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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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未依法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法

处罚，责令建设单位在五日内备案，并确定为检查对象；对逾期不备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备案期限届满

之日起五日内通知建设单位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二十七条 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下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

导。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办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实行主责承办、技术复核、审验分离

和集体会审等制度。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的主责承办人、技术复核人和行政审批人应当依照职责对消防

执法质量负责。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与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抽查比例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结合辖区内施工图审

查机构的审查质量、消防设计和施工质量情况确定并向社会公告。对设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的抽查比例不应

低于百分之五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照本规定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实施备案抽查，不得擅自确定

检查对象。 

第三十条 办理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近

亲属，或者与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办理公正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一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接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关建设工程违反消防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

防技术标准的举报，应当在三日内组织人员核查，核查处理情况应当及时告知举报人。 

第三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时，不得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产品设定法律

法规规定以外的地区性准入条件。 

第三十三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指定或者变相指定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

位和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不得指定消防产品和建筑材料的品牌、销售单位。不得参与或者干预建设工程消防设施施

工、消防产品和建筑材料采购的招投标活动。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的依据、范围、条件、程序、期限及其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应当在互联网网站、受理场所、办公场所公示。 

  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的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以外，应当予以公

开，公众有权查阅。 

第三十六条 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具许可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或者其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依法撤销许可意见： 

  （一）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作出的； 

  （二）建设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 

  （三）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超出法定职责和权限作出的； 

  （四）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的； 

  （五）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的。 

依照前款规定撤销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第三十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二款、

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有关消防法规、国家工程建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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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技术标准，造成危害后果的，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时，提供虚假材料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不予受理

或者不予许可并处警告。 

第四十条 违反本规定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第四十一条 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擅自

投入使用的，分别处罚，合并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一）已经通过消防设计审核，擅自改变消防设计，降低消防安全标准的； 

  （二）建设工程未依法进行备案，且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的； 

  （三）经责令限期备案逾期不备案的； 

（四）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函告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一）建设工程被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的； 

  （二）建设工程经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抽查不合格的； 

（三）其他需要函告的。 

第四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

下列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或者通过消防设计、竣工

验收消防备案抽查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消防验收的申请或者消防设计、竣工验收的备案、抽查，不予受

理、审核、验收或者拖延办理的； 

（三）指定或者变相指定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的； 

  （四）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利用职务接受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财物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中的建筑材料包含建筑保温材料。 

第四十六条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是指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中的“日”是指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 

第四十八条  执行本规定所需要的法律文书式样，由公安部制定。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1996 年 10 月 16 日发布的《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

定》（公安部令第 30 号）同时废止。 

 

 

5.5.29）《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 73 号 2004 年 9 月 1 日，公安部令第 107 号 2009 年 5 月 1 日，公安

部令第 120 号 2012 年 7 月 17） 

http://www.mps.gov.cn/n2254314/n2254409/n2254443/n2254450/c3940174/content.html   2004 

http://www.119.gov.cn/xiaofang/bzfg/17584.htm  2009 

http://www.gx119.gov.cn/WebHtml/News/2018/newsdetail_35_7029.shtm   2012 

http://www.gx119.gov.cn/upload/Kinded/file/20180426/20180426092919_7564.doc  2012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 73 号） 2004 

  1998 年 9 月 30 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                                     2004 年 4 月 30 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修

订                                     2004 年 4 月 30 日公安部令第 73 号公布                                     自 2004 年 9 月 1 日起施

行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已经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4 年 9 月 1 日起施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消防监督工作，规范消防监督检查行为，保障消防法规的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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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公安消防机构依法对单位遵守消防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条  城市(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以及市辖区)、地（州、盟）、县（旗）公安消防机构具体

实施消防监督检查，受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并在确定后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公安消防机

构备案。上级公安消防机构对下级公安消防机构实施消防监督检查的情况进行检查和指导。 

公安派出所应当对居民住宅区的管理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和上级公安机关

授权管理的单位进行消防监督检查。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对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检查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第四条  公安消防机构从事消防监督检查的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岗位资格，持证上岗。 

    公安派出所从事消防监督检查的人员应当经过消防业务培训合格后上岗。 

第二章  监督检查的形式和方法 

第五条  公安消防机构进行消防监督检查的形式主要有： 

（一）对单位进行监督抽查； 

（二）对公众聚集场所在使用或者开业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三）对具有火灾危险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在举办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四）对举报、投诉的消防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五）根据需要进行的其他消防监督检查。 

    第六条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根据本地区火灾规律、特点以及结合重大节日、重大活动等消防安全需要，组织

监督抽查。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监督抽查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对其他单位的监督抽查每年至少组织一次。 

    公安部消防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消防机构可以根据需要统一组织监督抽查。 

    第七条  组织监督抽查时，可以分行业或者地区采取随机方式确定检查单位。 

第八条  抽查的单位数量，根据消防监督检查人员的数量和监督检查的工作量化标准确定。具体量化标准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消防机构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第九条  公安消防机构组织监督检查时，可以事先公告检查的范围、内容、要求和时间。监督检查的结果可

以通过适当方式予以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本地区重大火灾隐患情况应当定期公布。 

第三章  监督检查的内容 

    第十条  公安消防机构进行监督抽查时，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被检查单位的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了公安消防机构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 

（二）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是否符合规定； 

（三）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消防车通道、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是否符合规定；  

（四）消防设施运行、消火栓状况以及灭火器材配置是否符合规定； 

（五）消防控制室的值班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六）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 

 前款规定中的第（三）项、第（四）项内容，检查的部位、数量可以采取抽查的方式。 

第十一条  公安消防机构对具有一定规模的下列公众聚集场所在使用或者开业前申报消防安全检查的，应当依

法进行检查： 

    （一）歌舞厅、影剧院等公共娱乐场所； 

    （二）宾馆、饭店； 

（三）商场、集贸市场； 

（四）体育场馆、会堂； 

（五）其他依法需要经消防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或者开业的场所。 

    第十二条  对公众聚集场所申报使用或者开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依法通过了公安消防机构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 

（二）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是否符合规定； 

（三）消防设施运行、消火栓状况以及灭火器材配置是否符合规定； 

（四）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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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规定中的第（二）项、第（三）项内容，检查的部位、数量可以采取抽查的方式。 

第十三条  对举办集会、焰火晚会、灯会等具有火灾危险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前申报消防安全检查的，应当对活

动现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检查下列内容： 

（一）室内活动使用的建筑物（场所）是否依法通过了公安消防机构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 

（二）室内活动使用的建筑物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是否符合规定； 

（三）消防设施运行、消火栓状况以及灭火器材配置是否符合规定； 

（四）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 

 前款规定中的第（二）项、第（三）项内容，检查的部位、数量可以采取抽查的方式。 

     

第四章  监督检查的程序 

    第十四条  公安消防机构进行消防监督检查时，消防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应当着制式警服，并出示

执法身份证件。 

    第十五条  消防监督检查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填写《消防监督检查记录》。检查完毕，《消防监督检查

记录》应当交被检查单位主管人员阅后签名；对记录有异议或者拒绝签名的，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应当注明情况。《消

防监督检查记录》应当交所属公安消防机构存档备查。 

    第十六条  对于具有火灾危险的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申报的消防安全检查和公众聚集场所使用或者开业前

申报的消防安全检查，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自依法受理之日起 4 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制

作并送达《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第十七条  公安消防机构接到对安全出口上锁、疏散通道堵塞的举报、投诉，应当在 24 小时内进行核查；对其

他消防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应当在 4 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情况属实的，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处理。核查、处理

情况应当及时告知举报、投诉人；无法告知的，应当在《消防违法行为举报、投诉查处情况记录》上注明。 

公安消防机构受理对消防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应当填写《消防违法行为举报、投诉查处情况记录》；举报、

投诉人要求保密的，应当为其保密。 

第十八条  公安消防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定为火灾隐患： 

（一）影响人员安全疏散或者灭火救援行动，不能立即改正的； 

（二）消防设施不完好有效，影响防火灭火功能的； 

（三）擅自改变防火分区，容易导致火势蔓延、扩大的； 

    （四）在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不能立即改正的； 

（五）不符合城市消防安全布局要求，影响公共安全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且情况严重，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应当确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第十九条  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在监督检查时，发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立即改正，并在《消防监督

检查记录》上记载，依法予以处罚： 

    （一） 违章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的； 

    （二） 违章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等违反禁令的； 

    （三） 将安全出口上锁、遮挡，或者占用防火间距、堵塞疏散通道的； 

    （四） 消防设施、灭火器材被遮挡等妨碍使用或者被挪作他用的； 

    （五） 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开启状态，或者防火卷帘下堆放物品的； 

    （六） 违章关闭消防设施、切断消防电源的； 

    （七） 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生产、使用、储存、销售、运输或者销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 

    （八）其他应当立即改正的消防违法行为。 

    第二十条  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 

    （一）建筑工程的消防设计未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核或者经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二）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竣工时未经消防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擅自使用的； 

（三）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合格，擅自使用、开业的； 

（四）擅自降低消防技术标准施工、使用防火性能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或者不

合格的装修、装饰材料施工的；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886 页 共 3277 页 

（五）在设有车间或者仓库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集体宿舍的； 

（六）消防设施、灭火器材、消防安全标志不符合规定，不能立即改正的； 

（七）在安全出口或者疏散通道上安装栅栏等影响疏散的障碍物，不能立即改正的； 

（八）防火防烟分区不符合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消防车通道、防火间距被占用，不能立即改正的； 

（九）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或者线路、管路的敷设不符合有关消防安全技术规定的； 

（十）其他不能立即改正的消防违法行为。 

第二十一条  对于依法投入使用的人员密集场所和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场所（建筑物），发现其有关

消防安全条件未达到本规定发布时的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要求的，应当责令单位按照下列要求限期整改： 

（一）安全疏散设施未达到要求，不需要改动建筑结构的，应当在十日内整改完毕；需要改动建筑结构的，应

当在一个月内整改完毕。 

（二）应当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而未设置的，应当在一年内整改完毕。 

第二十二条  对于应当限期整改的，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制作《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构成重大火灾隐患的，制

作《重大火灾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自检查之日起 4 个工作日内送达。限期整改，应当考虑单位实际情况，合理

确定整改期限和整改方式。确定重大火灾隐患及其整改期限，公安消防机构负责人应当组织集体讨论；涉及复杂或

者疑难技术问题的，应当在确定前组织专家论证。组织专家论证的，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送达相应的通知书。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责令单位在整改过程中采取确保消防安全、防止火灾发生的措施。 

    第二十三条  对于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在限期内整改完毕的，可以由单位在整改期限届满前向公安消防机构提

出书面延期申请。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对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同意延期的决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

制作、送达《同意/不同意延期整改通知书》。  

    第二十四条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自整改期限届满次日起 4 个工作日内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自复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制作并送达《复查意见书》。 

对逾期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处罚。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改正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第二十五条  公安消防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城市消防安全布局或者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

应当书面报请当地人民政府或者通报有关部门予以解决；发现医院、养老院、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地铁以及生

产、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单位等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自身确无能力解决的，或者本地区存在影响公共安全

的重大火灾隐患难以整改的，应当书面报请当地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第二十六条  对擅自举办具有火灾危险的大型群众性活动，有火灾隐患且当场不能改正的，公安消防机构应当

责令停止举办，当日制作并送达《责令停止举办通知书》；情况紧急的，应当立即送达，并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公安消防机构发现依法投入使用或者开业的公众聚集场所，在使用或者经营中存在重大火灾隐

患且逾期不改，不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除依法予以处罚外，还应当撤销原同意其使用或者开业的《消防安全检

查意见书》，自复查之日起的 3 个工作日内制作并送达《撤销批准决定书》。 

    第二十八条  公安消防机构实施警告、罚款、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停产停业以及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

等处罚时，应当依据有关法规和法定程序，作出处罚决定并制作《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当场处罚决定书》。 

 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报请当地人民政府决定。 

    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消防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安消防机构可以依法采取措施、申请当地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九条  公安消防机构督促改正消防违法行为、整改火灾隐患或者依法实施处罚时，根据需要可以传唤

有关责任人员。传唤时，应当使用《传唤证》。 

    第三十条  对于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举办后，单位经整改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由

单位提出恢复施工、使用、生产、营业或者举办的书面申请。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4 个工作日内进

行检查。经检查确认单位已经改正消防违法行为，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应当同意恢复施工、使用、生产、营业或

者举办；对消防违法行为尚未改正，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不得同意恢复施工、使用、生产、营业或者举办。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自检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制作并送达《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第三十一条  公安消防机构依照本规定制作的法律文书，其内容必须严格依法填写，并按照规定程序签发，

加盖公安消防机构的印章。对于给予拘留处罚的，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加盖公安机关的印章。 

公安消防机构实施消防监督检查的法律文书和记录，应当统一存档备查。 

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制定消防监督检查法律文书审批程序和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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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公安消防机构及其人员在消防监督检查工作中违反本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

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给予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一）不按规定制作、送达法律文书，超过规定的时限复查，或者有其他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消防监督检查

职责的行为，经指出不改正的； 

（二）对依法受理的消防安全检查申报，未经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同意其施工、使用、生产、

营业或举办的； 

（三）对当事人故意刁难的； 

（四）在消防监督检查工作中弄虚作假的； 

（五）利用职务为用户指定消防产品的销售单位、品牌或者消防设施施工、维修、检测单位的； 

   （六）接受、索要当事人财物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七）向当事人强行摊派各种费用、乱收费的； 

（八）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单位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对有固定经营场所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应当纳入监督检查范围并依照本规定进行消防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三十三条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公众聚集场所和个体工商户的界定标准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公安消防机构确定并公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所称人员密集场所，是指下列场所： 

（一）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 

（二）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和集体宿舍，养老院、托儿所、幼儿园； 

（三）客运车站、码头、民用机场的候车、候船、候机厅（楼）； 

（四） 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的展览厅； 

（五）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员工集体宿舍。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中的法律文书和有关的表格式样由公安部统一制定。 

 第三十七条  公安派出所实施消防监督检查的范围、程序、行政处罚的权限以及法律文书等，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公安机关参照本规定作出规定。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0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1998 年 12 月 9 日发布施行的《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

令第 36 号）同时废止。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 107 号）  2009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消防监督检查工作，督促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履行消防

安全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公安派出所依法对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情况进行消防监督检查。 

第三条 直辖市、市（地区、州、盟）、县（市辖区、县级市、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施消防监督检查，

确定本辖区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并由所属公安机关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公安派出所可以对居民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和上级公安

机关确定的单位实施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公安派出所日常消防监督检查的单位范围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工作主管部门共同研究拟定，

报省级公安机关确定。 

第四条 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对下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监督检查的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与公安派出所共同做好辖区消防监督工作，并对公安派出所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工作

进行指导，定期对公安派出所民警进行消防监督业务培训。 

第五条 对消防监督检查的结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对检查发现的影响公共安

全的火灾隐患应当定期公布，提示公众注意消防安全。  

第二章 消防监督检查的形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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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消防监督检查的形式有： 

（一）对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 

（三）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核查； 

（四）对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五）根据需要进行的其他消防监督检查。 

第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本地区火灾规律、特点等消防安全需要组织监督抽查；在火灾多发季节，重大

节日、重大活动前或者期间，应当组织监督抽查。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作为监督抽查的重点，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必须在监督抽查的单位数量中占有一定比例。

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每年至少监督检查一次。 

第八条 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三）依法取得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的法律文件复印件； 

（四）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五）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和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取得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六）其他依法应当申报的材料。 

对依法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且没有进行备案抽查的公众聚集场所申请消防安全检查的，还应当提交场所室内

装修消防设计施工图、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装修装饰材料防火性能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证明文件、出

厂合格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消防安全检查的申请，应当按照行政许可有关规定受理。 

第九条 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合格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抽查合格；依法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且没

有进行备案抽查的场所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二）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三）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员工是否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 

（四）消防设施、器材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并完好有效； 

（五）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 

（六）室内装修装饰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第十条 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应当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检查下列内容： 

（一）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是否通过投入使用、

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建筑物或者场所的使用情况是否与消防验收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时确定的使用性质相符； 

（三）单位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四）建筑消防设施是否定期进行全面检测，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定期组织检验、维修，是否

完好有效； 

（五）电器线路、燃气管路是否定期维护保养、检测； 

（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防火分区是否改变，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七）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消防演练和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八）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是否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九）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十）其他依法需要检查的内容。 

对人员密集场所还应当抽查室内装修装饰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第十一条 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除检查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内容外，

还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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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否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 

（二）是否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三）是否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四）是否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 

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还应当检查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中承担灭火和组织疏散任务的

人员是否确定。 

第十二条 在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对活动现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应当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一）室内活动使用的建筑物（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是否

通过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三）是否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 

（四）是否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分工并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五）活动现场消防设施、器材是否配备齐全并完好有效； 

（六）活动现场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 

（七）活动现场的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并完好有效。 

第十三条 对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的施工工地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应当重点检查施工单位

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 

（一）是否制定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二）对电焊、气焊等明火作业是否有相应的消防安全防护措施； 

（三）是否设置与施工进度相适应的临时消防水源、安装消火栓并配备水带水枪，消防器材是否配备并完好有

效； 

（四）是否设有消防车通道并畅通； 

（五）是否组织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消防演练； 

（六）员工集体宿舍是否与施工作业区分开设置，员工集体宿舍是否存在违章用火、用电、用油、用气  

第三章消防监督检查的程序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监督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消防监督检查应当填写检查记录，如实记录检查情况。 

第十五条 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

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投入使用或者营业的决定，并送达申请人。 

第十六条 对大型群众性活动现场在举办前进行的消防安全检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接到本级公安机关

治安部门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并将检查记录移交本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接到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应当及时受理、登记，并按照《公安机关

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按照下列时限，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进行实地核查： 

（一）对举报投诉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以及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的，应当在接到举报投诉后二十四小时内进行核查； 

（二）对举报投诉本款第一项以外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在接到举报投诉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 

核查后，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处理。处理情况应当及时告知举报投诉人；无法告知的，应当在受理登

记中注明。 

第十九条 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发现的依法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责令改正的消防安全违

法行为，应当当场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依法予以处罚。 

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当场改正完毕，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可以口头责令改正，并在检查记录上注明。 

第二十条 对依法责令限期改正的，应当根据改正违法行为的难易程度合理确定改正期限。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责令改正期限届满或者收到当事人的复查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查。对逾期

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或者发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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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存在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组织集体研究确定，自检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提

出处理意见，由所属公安机关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解决；对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还应当在确定之日起

三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单位进行整改。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涉及复杂或者疑难技术问题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确定前组织专家论证。组织专家论

证的，前款规定的期限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应当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立即采取措施消

除；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及时消除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应当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予以临时查封： 

（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或者严重堵塞，已不具备安全疏散条件的； 

（二）建筑消防设施严重损坏，不再具备防火灭火功能的； 

（三）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 

（四）公众聚集场所违反消防技术标准，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 

（五）其他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火灾隐患。 

临时查封期限不得超过一个月。但逾期未消除火灾隐患的，不受查封期限的限制。 

第二十三条 临时查封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决定和实施： 

（一）告知当事人拟作出临时查封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听取并记录当事人的

陈述和申辩。 

（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应当组织集体研究决定是否实施临时查封。决定临时查封的，应当明确临时查

封危险部位或者场所的范围、期限和实施方法，并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制作和送达临时查封决定。 

（三）实施临时查封的，应当在被查封的单位或者场所的醒目位置张贴临时查封决定，并在危险部位或者场所

及其有关设施、设备上加贴封条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使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停止生产、经营或者使用。 

（四）对实施临时查封情况制作笔录。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照相或者录音录像。 

情况危急、不立即查封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可以在口头报请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

同意后立即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实施临时查封，并在临时查封后二十四小时内按照前款第二项规定作出临时查封决

定，送达当事人。 

临时查封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实施。需要公安机关其他部门或者公安派出所配合的，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应当报请所属公安机关组织实施。 

实施临时查封后，当事人请求进入被查封的危险部位或者场所整改火灾隐患的，应当允许。但不得在被查封的

危险部位或者场所生产、经营或者使用。 

第二十四条 火灾隐患消除后，当事人应当向作出临时查封决定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解除临时查封。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解除临时查

封的决定，并送达当事人。 

对检查确认火灾隐患已消除的，应当作出解除临时查封的决定。 

第二十五条 对当事人有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组织强制清除或者拆除相关障碍物、妨碍物，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

人承担。 

当事人逾期不执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作出的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停止施工决定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对

有关场所、部位、设施或者设备予以查封，使被处罚的单位或者场所停止生产、经营、使用或者施工。 

第二十六条 强制执行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决定和实施： 

（一）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听取当事人的陈

述和申辩并记录。 

（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应当组织集体研究强制执行方案，在当事人拒不改正或者处罚决定执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制作并送达强制执行决定。 

（三）实施强制执行的，应当在被强制执行的单位或者场所的醒目位置张贴强制执行决定，并按照强制执行决

定载明的强制执行方法执行。 

（四）对实施强制执行过程制作笔录。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照相或者录音录像。 

强制执行应当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实施。需要公安机关其他部门或者公安派出所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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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报请所属公安机关组织实施；需要其他行政部门配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提出意见，

并由所属公安机关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二十七条 对被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停产停业处罚的当事人申请恢复施工、使用、生产、经营的，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送达当

事人。 

对当事人已改正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同意恢复施工、使用、生产、

经营；对违法行为尚未改正、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应当不同意恢复施工、使用、生产、经营，并说明理由。  

第四章公安派出所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公安派出所对其日常监督检查范围的单位，应当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公安派出所对群众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受理，依法处理；对属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管辖的，

应当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在受理后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处理。 

第二十九条 公安派出所对单位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投入使

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是否制定消防安全制度； 

（三）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四）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室内消火栓、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灭火器是否完好

有效； 

（五）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是否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对设有消防设施的单位，公安派出所还应当检查单位是否每年对建筑消防设施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 

对居民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公安派出所除检查本条第一款第（二）至（四）项内容

外，还应当检查物业服务企业对管理区域内共用消防设施是否进行维护管理。 

第三十条 公安派出所对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消防安全管理人是否确定； 

（二）消防安全工作制度、村（居）民防火安全公约是否制定； 

（三）是否开展消防宣传教育、防火安全检查； 

（四）是否对社区、村庄消防水源（消火栓）、消防车通道、消防器材进行维护管理； 

（五）是否建立志愿消防队等多种形式消防组织。 

第三十一条 公安派出所民警在日常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被检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依法改正： 

（一）未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未组织防火检查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消防演练的； 

（二）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 

（三）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 

（四）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的； 

（五）室内消火栓、灭火器、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六）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 

（七）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的； 

（八）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的； 

（九）生产、储存和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 

（十）未对建筑消防设施定期进行全面检测的。 

公安派出所发现被检查单位的建筑物未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擅自投入使用的；公

众聚集场所未依法通过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擅自使用、营业的，应当在检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书面移

交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处理。 

公安派出所民警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应当填写检查记录，记录发现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责令改正的情况。 

第三十二条 公安派出所在日常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火灾隐患，应当在责令改正的

同时书面报告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第五章 执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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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健全消防监督检查工作制度，建立执法档案，定期进行执法质量考评，落

实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应当自觉接受单位和公民的监督。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消防监督检查中有下列情形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规定制作、送达法律文书，不按照本规定履行消防监督检查职责，拒不改正的； 

（二）对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公众聚集场所准予消防安全检查合格的； 

（三）无故拖延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的； 

（四）未按照本规定组织开展消防监督抽查的； 

（五）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整改的； 

（六）利用消防监督检查职权为用户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指定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

施施工、维修保养单位的； 

（七）接受被检查单位、个人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八）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严禁在其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经营消防公司、承揽消

防工程、推销消防产品。 

违反前款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予以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定为火灾隐患： 

（一）影响人员安全疏散或者灭火救援行动，不能立即改正的； 

（二）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影响防火灭火功能的； 

（三）擅自改变防火分区，容易导致火势蔓延、扩大的； 

（四）在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能立即改正的； 

（五）不符合城市消防安全布局要求，影响公共安全的； 

（六）其他可能增加火灾实质危险性或者危害性的情形。 

重大火灾隐患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认定。 

第三十七条 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应当纳入消防监督检查范围。具体标准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确定并公告。 

第三十八条 铁路、交通运输、民航、森林公安机关在管辖范围内实施消防监督检查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执行本规定所需要的法律文书式样，由公安部制定。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2004 年 6 月 9 日发布的《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 73

号）同时废止。 

  

 

 

公安部关于修改《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的决定（公安部令第 120 号）  2012 

为进一步规范消防监督检查工作，完善消防监督检查的内容和程序，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公安部决定对《消防监督检查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场所平面布置图”。 

将第六项修改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将第二款修改为：“依照《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不需要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公众聚集场所申请消

防安全检查的，还应当提交场所室内装修消防设计施工图、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装修材料防火性能符

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二、将第九条修改为：“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合格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抽查合格；依法进行竣工验收

消防备案但没有进行备案抽查的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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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三）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员工是否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 

  “（四）消防设施、器材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并完好有效； 

“（五）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 

“（六）室内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七）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三、将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将第四项修改为：“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定期组织维修保养，是否完好有效”。 

将第二款修改为：“对人员密集场所还应当抽查室内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

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四、将第十三条修改为：“对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应当重

点检查施工单位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 

“（一）是否明确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制定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二）在建工程内是否设置人员住宿、可燃材料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储存等场所； 

“（三）是否设置临时消防给水系统、临时消防应急照明，是否配备消防器材，并确保完好有效； 

“（四）是否设有消防车通道并畅通； 

“（五）是否组织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消防演练； 

“（六）施工现场人员宿舍、办公用房的建筑构件燃烧性能、安全疏散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五、将第十六条中的“本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通知”修改为“本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书面通知”。 

六、将第十七条中的“并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处理”修改为“并按照《公

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处理”。 

七、将第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发现的依法应当责令立即改正的消

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当场制作、送达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并依法予以处罚；对依法应当责令限期改正的，应当

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制作、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依法予以处罚。” 

八、将第二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责令限期改正期限届满或者收到当事人的复查申请

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查。对逾期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处罚。” 

九、将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的“书面通知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单位进行整改”修改为“制作、送达重大火灾隐

患整改通知书”。 

十、将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中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修改为“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 

将第二款修改为：“临时查封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临时查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仍未消除火灾隐患的，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可以再次依法予以临时查封。” 

十一、将第二十三条改为两条，作为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修改为： 

“第二十三条 临时查封应当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集体研究决定。决定临时查封的，应当研究确定

查封危险部位或者场所的范围、期限和实施方法，并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制作、送达临时查封决定书。 

“情况紧急、不当场查封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可以在口头报请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

人同意后当场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实施临时查封，并在临时查封后二十四小时内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集

体研究，制作、送达临时查封决定书。经集体研究认为不应当采取临时查封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 

“第二十四条 临时查封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实施。需要公安机关其他部门或者公安派出所配合的，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报请所属公安机关组织实施。 

“实施临时查封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实施临时查封时，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临时查封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二）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三）在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及其有关设施、设备上加贴封条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使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停止生

产、经营或者使用； 

“（四）对实施临时查封情况制作现场笔录，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照相或者录音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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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临时查封后，当事人请求进入被查封的危险部位或者场所整改火灾隐患的，应当允许。但不得在被查封

的危险部位或者场所生产、经营或者使用。” 

十二、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对当事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

款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组织强制清除或者拆除相关障碍物、妨碍物，所

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十三、将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合并改为两条，作为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修改为：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不执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作出的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停止施工决定的，作出决定的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

和申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当事人提出

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 

“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义务且无正当理由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应当组织集体研究强制执行方

案，确定执行的方式和时间。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自决定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制作、送达当事人。 

“第二十八条 强制执行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实施。需要公安机关其他部门或者公安派

出所配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报请所属公安机关组织实施；需要其他行政部门配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

当提出意见，并由所属公安机关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实施强制执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实施强制执行时，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向当事人宣读强制执行决定，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二）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三）对实施强制执行过程制作现场笔录，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照相或者录音录像； 

“（四）除情况紧急外，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强制执行； 

“（五）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义务。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中止执行或者终结执行。” 

十四、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对设有建筑消防设施的单位，公安派出所还应当检查

单位是否对建筑消防设施定期组织维修保养。” 

十五、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修改为：“人员密集场所在外墙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

火救援的障碍物的”。 

将第十项修改为：“未对建筑消防设施定期组织维修保养的。” 

十六、将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六条，第六项中的“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机构”修改为“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十七、将第三十八条改为第四十条，修改为：“铁路、港航、民航公安机关和国有林区的森林公安机关在管辖

范围内实施消防监督检查参照本规定执行。” 

十八、将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的“消防竣工验收备案”修改为“竣工验收

消防备案”。 

十九、《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的有关条文序号根据本决定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2009 年 4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07 号发布,根据 2012 年 7 月 17 日《公安部关于修改<消防监

督检查规定>的决定》修订）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消防监督检查的形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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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消防监督检查的程序 

第四章 公安派出所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消防监督检查工作，督促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履行消防

安全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公安派出所依法对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情况进行消防监督检查。 

第三条 直辖市、市（地区、州、盟）、县（市辖区、县级市、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施消防监督检查，

确定本辖区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并由所属公安机关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公安派出所可以对居民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和上级

公安机关确定的单位实施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公安派出所日常消防监督检查的单位范围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工作主管部门共同研究拟

定，报省级公安机关确定。 

第四条 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对下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监督检查的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与公安派出所共同做好辖区消防监督工作，并对公安派出所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工作进行指导，定期对公安派出所民警进行消防监督业务培训。 

第五条  对消防监督检查的结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对检查发现的影响公共安

全的火灾隐患应当定期公布，提示公众注意消防安全。 

  

第二章 消防监督检查的形式和内容 

第六条 消防监督检查的形式有： 

（一）对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 

  （三）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核查； 

  （四）对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五）根据需要进行的其他消防监督检查。 

第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本地区火灾规律、特点等消防安全需要组织监督抽查；在火灾多发季节，重大

节日、重大活动前或者期间，应当组织监督抽查。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作为监督抽查的重点，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必须在监督抽查的单位数量中占有一定

比例。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每年至少监督检查一次。 

第八条 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三）依法取得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法律文件复印件； 

（四）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场所平面布置图； 

（五）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和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取得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依照《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不需要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公众聚集场所申请消防安全检查的，还应

当提交场所室内装修消防设计施工图、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装修材料防火性能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证

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消防安全检查的申请，应当按照行政许可有关规定受理。 

第九条 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合格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抽查合格；依法进行竣工验收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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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备案但没有进行备案抽查的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二）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三）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员工是否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 

  （四）消防设施、器材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并完好有效； 

（五）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 

（六）室内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七）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第十条 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应当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检查下列内容： 

（一）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是否通过投入使用、

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建筑物或者场所的使用情况是否与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确定的使用性质相符； 

（三）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四）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定期组织维修保养，是否完好有效； 

（五）电器线路、燃气管路是否定期维护保养、检测； 

（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防火分区是否改变，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七）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消防演练和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八）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是否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九）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十）其他依法需要检查的内容。 

对人员密集场所还应当抽查室内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

障碍物。 

第十一条 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除检查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内容外，

还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 

（二）是否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三）是否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四）是否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 

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还应当检查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中承担灭火和组织疏散任务的

人员是否确定。 

第十二条 在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对活动现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应当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一）室内活动使用的建筑物（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是否

通过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三）是否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 

（四）是否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分工并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五）活动现场消防设施、器材是否配备齐全并完好有效； 

（六）活动现场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 

（七）活动现场的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并完好有效。 

第十三条 对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应当重点检查施工单位

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 

（一）是否明确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制定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二）在建工程内是否设置人员住宿、可燃材料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储存等场所； 

（三）是否设置临时消防给水系统、临时消防应急照明，是否配备消防器材，并确保完好有效； 

（四）是否设有消防车通道并畅通； 

（五）是否组织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消防演练； 

（六）施工现场人员宿舍、办公用房的建筑构件燃烧性能、安全疏散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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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消防监督检查的程序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监督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消防监督检查应当填写检查记录，如实记录检查情况。 

第十五条 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

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投入使用或者营业的决定，并送达申请人。 

第十六条 对大型群众性活动现场在举办前进行的消防安全检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接到本级公安机关

治安部门书面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并将检查记录移交本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接到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应当及时受理、登记，并按照《公安机关

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按照下列时限，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进行实地核查： 

  （一）对举报投诉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以及擅自停用消防

设施的，应当在接到举报投诉后二十四小时内进行核查； 

  （二）对举报投诉本款第一项以外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在接到举报投诉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核

查。 

  核查后，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处理。处理情况应当及时告知举报投诉人；无法告知的，应当在受

理登记中注明。 

第十九条 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发现的依法应当责令立即改正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

当场制作、送达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并依法予以处罚；对依法应当责令限期改正的，应当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制作、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依法予以处罚。 

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当场改正完毕，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可以口头责令改正，并在检查记录上注明。 

第二十条 对依法责令限期改正的，应当根据改正违法行为的难易程度合理确定改正期限。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责令限期改正期限届满或者收到当事人的复查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查。对

逾期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或者发现

本地区存在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组织集体研究确定，自检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内提出处理意见，由所属公安机关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解决；对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还应当在确定之

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制作、送达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涉及复杂或者疑难技术问题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确定前组织专家论证。组织专家论

证的，前款规定的期限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应当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立即采取措施消

除；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及时消除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应当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予以临时查封： 

（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或者严重堵塞，已不具备安全疏散条件的； 

  （二）建筑消防设施严重损坏，不再具备防火灭火功能的； 

  （三）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 

  （四）公众聚集场所违反消防技术标准，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 

  （五）其他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火灾隐患。 

临时查封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临时查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仍未消除火灾隐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可以再

次依法予以临时查封。 

第二十三条 临时查封应当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集体研究决定。决定临时查封的，应当研究确定查

封危险部位或者场所的范围、期限和实施方法，并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制作、送达临时查封决定书。 

情况紧急、不当场查封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可以在口头报请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

同意后当场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实施临时查封，并在临时查封后二十四小时内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集体

研究，制作、送达临时查封决定书。经集体研究认为不应当采取临时查封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 

第二十四条 临时查封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实施。需要公安机关其他部门或者公安派出所配合的，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报请所属公安机关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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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临时查封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实施临时查封时，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临时查封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

权利、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二）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三）在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及其有关设施、设备上加贴封条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使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停止生产、

经营或者使用； 

（四）对实施临时查封情况制作现场笔录，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照相或者录音录像。 

实施临时查封后，当事人请求进入被查封的危险部位或者场所整改火灾隐患的，应当允许。但不得在被查封的

危险部位或者场所生产、经营或者使用。 

第二十五条 火灾隐患消除后，当事人应当向作出临时查封决定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解除临时查封。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解除临时查

封的决定，并送达当事人。 

对检查确认火灾隐患已消除的，应当作出解除临时查封的决定。 

第二十六条 对当事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

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一

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组织强制清除或者拆除相关障碍物、妨碍物，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不执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作出的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停止施工决定的，作出决定的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

申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当事人提出的

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 

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义务且无正当理由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应当组织集体研究强制执行方案，

确定执行的方式和时间。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自决定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制作、送达当事人。 

第二十八条 强制执行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实施。需要公安机关其他部门或者公安派出

所配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报请所属公安机关组织实施；需要其他行政部门配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

提出意见，并由所属公安机关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实施强制执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实施强制执行时，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向当事人宣读强制执行决定，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二）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三）对实施强制执行过程制作现场笔录，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照相或者录音录像； 

（四）除情况紧急外，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强制执行； 

（五）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义务。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中止执行或者终结执行。 

第二十九条 对被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停产停业处罚的当事人申请恢复施工、使用、生产、经营的，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送达当

事人。 

对当事人已改正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同意恢复施工、使用、生产、

经营；对违法行为尚未改正、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应当不同意恢复施工、使用、生产、经营，并说明理由。 

  

第四章 公安派出所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公安派出所对其日常监督检查范围的单位，应当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公安派出所对群众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受理，依法处理；对属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管辖的，

应当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在受理后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处理。 

第三十一条 公安派出所对单位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投入使

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是否制定消防安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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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四）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室内消火栓、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灭火器是否完好

有效； 

（五）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是否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对设有建筑消防设施的单位，公安派出所还应当检查单位是否对建筑消防设施定期组织维修保养。 

对居民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公安派出所除检查本条第一款第（二）至（四）项内容

外，还应当检查物业服务企业对管理区域内共用消防设施是否进行维护管理。 

第三十二条 公安派出所对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消防安全管理人是否确定； 

（二）消防安全工作制度、村（居）民防火安全公约是否制定； 

（三）是否开展消防宣传教育、防火安全检查； 

（四）是否对社区、村庄消防水源（消火栓）、消防车通道、消防器材进行维护管理； 

（五）是否建立志愿消防队等多种形式消防组织。 

第三十三条  公安派出所民警在日常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被检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依法改正： 

（一）未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未组织防火检查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消防演练的； 

（二）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 

（三）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 

（四）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的； 

（五）室内消火栓、灭火器、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六）人员密集场所在外墙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 

（七）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的； 

（八）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的； 

（九）生产、储存和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 

（十）未对建筑消防设施定期组织维修保养的。 

  公安派出所发现被检查单位的建筑物未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擅自投入使用的；

公众聚集场所未依法通过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擅自使用、营业的，应当在检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书面

移交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处理。 

  公安派出所民警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应当填写检查记录，记录发现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责令改正的

情况。 

第三十四条 公安派出所在日常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火灾隐患，应当在责令改正的

同时书面报告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健全消防监督检查工作制度，建立执法档案，定期进行执法质量考评，落

实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应当自觉接受单位和公民的监督。 

第三十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消防监督检查中有下列情形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规定制作、送达法律文书，不按照本规定履行消防监督检查职责，拒不改正的； 

（二）对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公众聚集场所准予消防安全检查合格的； 

（三）无故拖延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的； 

（四）未按照本规定组织开展消防监督抽查的； 

（五）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整改的； 

（六）利用消防监督检查职权为用户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指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

工、维修保养单位的； 

（七）接受被检查单位、个人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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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三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严禁在其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经营消防公司、承揽消

防工程、推销消防产品。 

违反前款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予以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定为火灾隐患： 

（一）影响人员安全疏散或者灭火救援行动，不能立即改正的； 

（二）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影响防火灭火功能的； 

（三）擅自改变防火分区，容易导致火势蔓延、扩大的； 

（四）在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能立即改正的； 

（五）不符合城市消防安全布局要求，影响公共安全的； 

（六）其他可能增加火灾实质危险性或者危害性的情形。 

重大火灾隐患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认定。 

第三十九条 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应当纳入消防监督检查范围。具体标准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确定并公告。 

第四十条 铁路、港航、民航公安机关和国有林区的森林公安机关在管辖范围内实施消防监督检查参照本规定

执行。 

第四十一条 执行本规定所需要的法律文书式样，由公安部制定。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2004 年 6 月 9 日发布的《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 73

号）同时废止。 

 

 

 

5.5.30）《江西省防震减灾条例》(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2000 年 8 月 1 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2007 年 3 月 29 日，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2011 年 3 月 30 日）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fg/200804/t20080428_8012.htm   2000 

http://www.jxdz.gov.cn/html/zhengcefagui/falvfagui/10797.html    2011 

http://www.zgsr.gov.cn/doc/2014/07/31/75811.shtml  2011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dfrd/jiangxi/2012-01/31/content_1687105.htm  2011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fg/index.htm  

 

江西省防震减灾条例  2000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00 年 6 月 24 日通过，自 2000 年 8 月 1 日起

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顺利进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应急、震后救灾与重建等防震减灾活动，

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震减灾工作实

行统一领导。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防震减灾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根据本地区实际编

制防震减灾规划和计划，并根据防震减灾工作需要，确保资金和物资的投入。 

    第五条 经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包括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城市，下同）是防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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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工作的重点地区。 

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需要改变的，由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省人民政府

批准。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防震减灾工作领导机构，负责综合协调各有关部门防震减灾工作，其日常办事机构设

在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 

设区的市（包括地区行政公署，以下统称市）和位于地震基本烈度 6 度以上或者地震动加速度 0．05ｇ以上区

域的县（包括县级市和市辖区，以下统称县）人民政府应当成立防震减灾工作领导机构，其日常工作由同级人民政

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承担。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在防震减灾工作中，主要负责地震行业管理，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

全性评价工作、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管理和监督，并具体组织编制和实施省防震减灾规划、计划和省地震监测

预报方案。 

    省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在防震减灾工作中，主要负责将防震减灾的有关工作任务列入基本建设、社

会发展、科技进步、重点项目等专项计划，并具体根据责权划分的原则，保障必要经费投入和相应的配套措施。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防震减灾工作中，主要负责城镇建设以及工业与民用建筑的抗震设计规范

实施，抗震设计和施工的监督管理。 

省人民政府民政主管部门在防震减灾工作中，主要负责地震应急期间和破坏性地震发生后救济物品的调配和灾

民安置工作。 

    省人民政府的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第八条 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与其他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按照职责分

工，各负其责，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震减灾工作。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震减灾活动的义务，对妨碍、破坏防震减灾工作的行为有制止和举报

的权利。 

                      第二章 地震监测预报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震监测设施建设和专业队伍建设，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地震

监测预报水平。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强对地震活动与地震前兆的信息

检测、传递、分析、处理和对可能发生地震的地点、时间和震级的预测，提高地震监测预报能力，并鼓励、支持各

种形式的群测群防活动。 

    第十二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制定短期与临震预报方案，建

立震情跟踪与会商制度。 

    第十三条 地震监测台网建设，由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其建设

所需资金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由省人民政府和地震监测台网所在地人民政府共同承担。 

    地震监测台网的撤销与迁移，由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提出申请，报省人民政

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省级地震台网的撤销与迁移，还应当报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大型水库、核电站、大型企业可以根据防震减灾的需要，自行投资建设和管理承担特定监测任务的地震监

测台网，其台址的勘选、设计和技术验收，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指导。 

    第十四条 地震监测设施及其观测环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

境，不得干扰和妨碍地震监测台的工作，不得占用地震专用通信网的线缆、信道及其设施。 

    第十五条 在国家规定的地震监测设施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应当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观

测环境造成危害；确实无法避免造成危害又必须建设的工程，建设单位在工程设计前应当征得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同意，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承担增建抗干扰工程或者拆建、新建地震监

测设施的全部费用。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统一向社会发布地震预报。新闻媒体刊登或者

播发地震预报消息，应当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地震预报为准。 

    对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地震谣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迅速采取措施，予以澄清。 

    第十七条 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必须及时核实、上报地震异常信息。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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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短期预报的地区，如果发现明显临震异常，在紧急情况下，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布 48 小时之内的临震

预报，同时向省人民政府及其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章 地震灾害预防 

    第十八条 地震灾害预防，坚持工程性预防措施和非工程性预防措施相结合的原则。 

    第十九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达到抗震设防要求。下列建设工程在建设前必须进行地震安全

性评价工作，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一）对社会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医疗、广播、通信、交通、供水、供电、供气等工程； 

（二）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灾、火灾、爆炸、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大量泄漏和其他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

工程，包括水库大坝、堤防和贮油、贮气、贮存易燃易爆、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的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发生严重次

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三）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 

前款规定的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的具体范围和评价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本条例所称地震安全性评价，主要包括对工程建设场地所进行的地震烈度复核、地震危险性分析、设计地

震动参数确定、地震影响小区划、场址及其周围地震地质稳定性评价、场地震害预测等工作。 

    第二十条 按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程建设项目，其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方案设

计必须包括专门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内容。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参与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方案设计的审查。未

经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参与审查，有关主管部门对该工程 

    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方案设计不予审批。 

    第二十一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应当由取得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

门颁发许可证的单位承担。 

    第二十二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经省地震安全性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由省人民政

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省地震安全性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意见，按照国家规定的分级管理原则进行审定，并确定抗

震设防要求。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物、构筑物等建设工程，必须按照国

家颁布的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专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各专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抗震设计规范，对本行业

专业建设工程的抗震设计与施工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设计单位必须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抗震设计

进行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必须按照设计要求对抗震设防措施进行监理。建设单位不得拒绝和阻碍抗震设防的设计和

施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建设单位违反前款规定

的行为进行查处。涉及抗震设防的建设工程在竣工验收时应当对抗震设防质量进行验收，抗震设防质量不符合要求

的，建设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第二十五条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自建住房抗震设防的指导，逐步提高农村

自建住房的抗震能力。 

    第二十六条 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根据震情和震害预测结果，会同同级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防震减灾规划和阶段性的防震减灾目标，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地震重点监视防预区和位于地震基本烈度 6 度以上或者地震动加速度 0．05ｇ以上区域的市、县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防震减灾规划编制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城

市总体规划，其抗震措施应当与城市建设同步实施。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宣传、教育、卫生等有关部门做好防震减灾的宣传教育，增强公

民的防震减灾意识，提高公民在地震灾害中自救、互救的能力。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当加强对中小学生进

行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增强学生对震害的自我防护能力；各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专业人员的培训，提高抢

险救灾能力。 

    地震重点监视防预区和位于地震基本烈度 6 度以上或者地震动加速度 0．05ｇ以上区域的县级人民政府，

应当按照地震应急预案的要求组织地震应急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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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地震应急 

     第二十八条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和南昌市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本行政区域的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位于地震基本烈度 6 度以上或者地震动加速度 0．05ｇ以上区域的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

门或者机构，应当参照上级政府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报同

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省和位于地震基本烈度 6 度以上或者地震动加速度 0．05ｇ以上区域的市、县人民政府，要加强地震应急

决策指挥系统建设，保证防震减灾工作协调、有序和高效地开展。 

    第二十九条破坏性地震临震预报发布后，省人民政府可以宣布预报区进入临震应急期，并指明临震应急期

的起止时间。临震应急期一般为 10 日，必要时可以延长 10 日。预报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破坏性地震应急预

案，统一部署和领导临震应急工作。 

    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应急预案的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做好临震应急工作，对生命线工程和次

生灾害源采取紧急防护措施，做好人员紧急疏散、重要设施保护和危险品管理等为主要内容的地震应急工作。 

    第三十条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按照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的要求，成立抗震

救灾指挥机构，领导、指挥和协调震后应急工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办事机构设在同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

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地震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震情、灾情及其发展趋势等信息，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地震

行政主管部门。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告震情和灾情。 

   第三十一条破坏性地震发生后，省人民政府应当宣布灾区进入震后应急期，并指明震后应急期的起止时间。

震后应急期一般为 10 日，必要时可以延长 20 日。 

    第三十二条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强现场地震监测预报，及时向同级人

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地震有关参数，并对地震趋势作出判断。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现场地震灾害损失进行调查、评估，

灾情调查结果应当及时报告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破坏性地震灾情及评估结果由省人民政府统一

对外公告。 

                    第五章震后救灾与重建 

    第三十三条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地震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交通、铁路、民航、通信、供水、

供电、卫生、医药、民政、公安、建设等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采取紧急措施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集体

财产；设置避难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点，提供救济物品，救治伤病员；预防次生灾害，制止灾情、疫情的蔓延和发

展；抢修被毁坏的交通、通信、供水、供电、供气等工程；维护社会秩序，保证抢险救灾顺利进行。 

    第三十四条地震灾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当地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和调度，自

觉维护社会秩序，积极参加救灾与重建活动。 

    第三十五条破坏性地震发生后，省人民政府应当对地震灾区提供救助，并责成有关部门统筹安排救灾资金

和物资。 

    非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震情和灾情，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对地震灾区及时提供援助。 

    对省内外提供的援助，按省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安排，由地震灾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或者组织

负责接受和分配。 

    第三十六条地震救灾资金和物资通过国家调拨、自筹、公民互助、保险理陪、捐款和信贷等多种方式筹集。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救灾资金和物资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专物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必须对地震救灾资金使用和物资分配情况实行专项审计监督。 

    第三十七条地震灾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恢复灾区的生产、生活、社会秩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本

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及时编制地震灾区恢复重建规划。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地震监测设施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

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下列不同情况予以处罚： 

（一）对国家地震监测基本台监测设施或者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的，视危害程度处以 5000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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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二）对省级地震监测台网监测设施或者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的，视危害程度处以 5000 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罚款； 

（三）对市、县级地震监测台网监测设施或者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的，视危害程度处以 5000 元以上 6 万元以下

罚款。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有关建设单位不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或者不按照根据地震安全

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

并可根据下列不同情况予以处罚： 

（一）对工程投资总额在 2000 万元以下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二）对工程投资总额在 2000 万元以上的，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不按照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的，或者不按照抗震设计要求进行施

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专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责令改正，并可根据下列

不同情况予以处罚： 

（一）对工程投资总额在 2000 万元以下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二）对工程投资总额在 2000 万元以上的，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和国家治安管理处罚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制造、散布地震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二）阻挠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紧急调用人员、物资或者占用场地的； 

（三）在临震应急期或者震后应急期哄抢国家、集体或者他人财产的； 

（四）给防震减灾工作造成危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在防震减灾工作中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机关或者所在单

位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发布地震预报或者擅自向社会扩散地震预测意见，造成社会混乱和经济损失的； 

（二）不按规定制定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造成损失的； 

（三）违抗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命令，拒不承担地震应急任务的； 

（四）在地震应急期间不坚守工作岗位，临阵脱逃的； 

（五）虚报、隐瞒灾情，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截留、挪用地震救灾资金或者物资的； 

（七）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其他渎职行为的。 

    第四十三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

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四条本条例自 2000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江西省防震减灾条例  2011 

（2000 年 6 月 24 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2007 年 3 月 29 日江西省第十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订，2011 年 3 月 30 日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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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顺利进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应急救援、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

建等防震减灾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和有重点的全面防御的要求，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防震减灾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工作体系。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防震减灾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

算，其经费投入总体水平应当随着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负责领导、协调本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的防震减灾工作；在地

震灾害发生后，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抗震救灾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承担本级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日常工作。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以下简称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在防震减灾工作中，主要负责

地震行业管理，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监督管理，并具体组织编制和实施省地震

监测预报方案。 

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按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防震减灾的监督管理，

接受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对地震工作的指导。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主管部门在防震减灾工作中，主要负责将防震减灾的有关工作任务纳入本

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根据责权划分的原则，保障必要经费投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在防震减灾工作中，主要负责城乡建设以及工业与民用建筑和市政公用设施的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抗震设计和施工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主管部门在防震减灾工作中，主要负责地震灾害发生后灾民的基本生活救助和灾后居民

住房恢复重建的有关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通信等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专业建设工程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

和施工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根据上一级防震减灾规

划和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防震减灾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

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备案。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加强对下列工作的监督检查： 

（一）  防震减灾规划的编制与实施； 

（二）  地震应急预案的编制与实施； 

（三）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设置与管理； 

（四）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的建设与培训； 

（五）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 

（六）地震应急救援演练； 

（七）防震减灾相关工作经费的投入和使用情况； 

（八）其他防震减灾重点工作。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增强公民防震减灾意识，鼓励和支持防震减灾科学技术研究，积极

参与国内、国际合作交流，推广先进科技成果，提高防震减灾工作水平。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妨碍、破坏防震减灾工作的行为有制止和举报的权利，有依法参加防震减灾活动

的义务。 

第二章  地震监测预报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震监测设施建设、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建设和专业队伍建设，依靠科学

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地震监测预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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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根据地震活动趋势，提出确定和调整省级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意见，报省人

民政府批准。 

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

当加强地震监测工作，制定短期与临震预报方案，建立震情跟踪会商制度，提高地震监测预报能力。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强对地震活动与地震前兆信息的检测、

传递、分析、处理和对可能发生的地震地点、时间和震级的预测。    

一次齐发爆破用药相当于四吨梯恩梯炸药能量以上爆破作业，公安机关应当在办理审批手续后，及时告知当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并在爆破作业三日前向社会发布信息。 

第十五条  地震监测台网建设，由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全省地震监测台网，

由省级地震监测台网和市、县地震监测台网组成，其建设、运行所需资金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由省人民

政府和地震监测台网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共同承担。 

市、县地震监测台网的中止或者终止由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提出申请，报省地震

工作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省级地震监测台网的中止或者终止，必须报国务院地震工

作主管部门批准。 

核电站、水库大坝、特大桥梁、重要发射塔等重大建设工程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强震动监测设施。强震

动监测设施的建设资金和运行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并列入项目建设、营运成本。强震动监测设施由建设单位或

者使用单位负责管理。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建设专用地震监测台网的建设工程单位，自行投资建设和管理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其台

址的勘选、设计和技术验收，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指导。 

第十六条  地震监测设施及其观测环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

不得干扰和妨碍地震监测台的工作，不得侵占地震监测场地，不得占用地震专用通信网的线缆、信道及其设施，不

得擅自移动、损坏地震监测仪器、设施、标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会同公安机关联合设立地震监测设施保护标志。 

第十七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确实无法避免造成危

害又必须建设的工程，建设单位在工程设计前应当征得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

机构的同意，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承担增建抗干扰工程或者拆建、新建地震监测设施的全部费用。 

对在国家规定的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工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核发选址意见书，

或者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征求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意见。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统一向社会及时发布地震预报。新闻媒体刊登或者

播发地震预报消息，应当以国务院、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地震预报为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散布有关地震的谣言；对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有关地震谣言，当地人民政府

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及时予以澄清，消除影响。    

第十九条  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必须及时核实、上报地震异常信息。

已经发布短期预报的地区，如果发现明显临震异常，在紧急情况下，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四十八小时之内

的临震预报，同时向省人民政府及其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条  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全国地震烈度速报系统建设的要求，组织实施省地震烈度速报系统建

设，为地震灾害发生后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和重要工程设施的紧急自动处置提供依据。 

第三章  地震灾害预防 

第二十一条  地震灾害预防，坚持工程性预防措施和非工程性预防措施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城市乡规划应当充分考虑地震地质构造环境。建设工程应当避开地震活动断层。

有活动断层通过的城市和经济开发区，应当开展活动断层探测，为科学规划提供依据。 

第二十三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必须达到抗震设防要求。 

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结果，

确定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必须按照国家颁布的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对学

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高于当地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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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建设工程和省级立项的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

的确定。 

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负责本级立项的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确定。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在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初步设计阶段实施抗震设防审批。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将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纳入基本建设管理程序，把抗

震设防要求作为项目可行性论证或者项目申请报告、工程设计的依据和必备内容。对项目可行性论证或者项目申请

报告、工程设计中未包含抗震设防要求的建设工程，有关主管部门不得审批。 

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项目可行性论证时，应当向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提出确定建

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申请，取得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关于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审定意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未

包含地震安全性评价内容的，有关主管部门不得审批。 

第二十六条  下列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一）交通工程 

1．多孔跨径总长大于一千米或者单孔跨径大于一百五十米公路、铁路干线的桥梁，长度大于一千米的隧道，

城市道路上的大跨度桥、高架桥、地下铁道、地下公路、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 

2．铁路、公路干线上的大中城市火车站与铁路枢纽工程、一级汽车客运站； 

3．新建、扩建民用航空机场，五千吨级以上港口工程。 

（二）能源工程    

1．省、设区的市电力调度中心； 

2．单机容量三百兆瓦以上或者规划容量八百兆瓦以上的火力发电厂； 

3．单机容量一百兆瓦以上或者总装机容量三百兆瓦以上的水力发电厂； 

4．枢纽变电站（所）和五百千伏以上变电站（所）、五百千伏以上线路大跨越塔； 

5．抽水蓄能电站； 

6．大型工矿企业的自备电厂。 

（三）广播电视、通信与信息工程 

1．省、设区的市广播电视中心主体工程、高度在一百米以上或者总发射功率大于二百千瓦的广播电视发射塔； 

2．通信枢纽工程、本地网汇接局、应急通信指挥用房和金融、证券、保险、铁路、民航、电力、海关、税务等

重要信息系统工程。 

（四）工业与民用建筑、公共设施 

1．大型的矿山、化工、石化、钢铁、有色金属等工程； 

2．省、设区的市领导机关办公楼； 

3．一百米以上高层建筑工程或者平面和竖向的结构均不规则的建筑工程； 

4．一千二百座以上大型影剧院、六千座以上体育馆、大型体育场、二万五千平方米以上会展中心和商场、一

万平方米以上教学楼； 

5．省级博物馆、档案馆、科技馆、展览馆、图书馆； 

6．省、设区的市级急救中心、中心血站和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7． 五百张以上床位的综合性医院或者专科医院的住院楼、门诊楼； 

 8．规划人口五十万以上城市各类救灾应急指挥中心、邮政枢纽； 

9．城市日供水十万吨以上和日污水处理二十万吨以上的主体工程； 

10．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大型建(构)筑物。 

（五）特殊工程 

核电站、核反应堆、核供热装置及核废料处理工程。 

（六）可能产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工程 

1．重要的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质生产和仓储设施工程； 

2．研究、生产和存放传染性生物制品和细菌与病毒的设施工程；    

3．三万立方米以上的贮油工程，气态五万立方米以上、液态一千立方米以上的贮气工程，大型长线输油、输

气管道输送设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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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十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和 I 级挡水坝； 

5．大中型化工工程； 

6．大Ⅱ型尾矿坝。 

（八）其他工程 

1．位于地震动参数区划分界线两侧各五千米范围内的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 

2．地震研究程度和资料详细程度较差的边远地区的建设工程； 

3．位于复杂工程地质条件区域的城市、新建开发区的建设工程及长距离生命线工程。 

第二十七条  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务院《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取

得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并按照核定的业务范围

开展工作。 

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单位，应当在工程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

者机构进行业务登记，并接受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八条  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必须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委托具有资质的

单位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并与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订立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及技术规范对建设工程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编制该建设工程的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编制完成后，工程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其报送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

者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审定。   

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委托省地震安全性评定委员会对地震安

全性评价报告进行评审，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定委员会的评审意见，结合建设工程特性和其他综合因素，确定建设

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    

抗震设防要求确定后，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建设单位，并告知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市、县人

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降低抗震设防要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强对抗震设防要求的监督管理。 

设计单位必须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抗震设计，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抗震设计进行施工，

工程监理单位必须按照设计要求对抗震设防措施进行监理。建设单位不得拒绝和阻碍抗震设防的设计和施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通信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建设单位不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的行为进行查处。涉及抗震设防

的建设工程在竣工验收时应当对抗震设防质量进行验收，抗震设防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建设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第三十条  已经建成的下列建设工程，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或者抗震设防措施未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其所有

权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抗震性能鉴定，并采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 

（一）重大建设工程； 

（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三）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建设工程； 

（四）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五）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的建设工程。 

 第三十一条  农村的建制镇、集镇规划区公用建筑必须根据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和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 

各级人民政府对于农村民居等建筑，应当制定相应政策，采取建设示范点、免费提供设计图纸等扶持措施，在

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组织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引导村民采取必要的抗震设防措施，逐步提高农村民居的抗

震能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强对农村民居防震保安的技术指

导和服务。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地震应急避难的需要，在城乡规划中合理确定应急疏散通道和应急避

难场所，统筹安排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必需的交通、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设施建设。已有的广场、公园、城市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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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校操场和体育场馆等场所可以辟为应急避难场所。应急避难场所、应急疏散通道应当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基础设施的维护、管理，保证其正常使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管理和维

护给予技术指导。 

第三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及宣传、地震、教育、科技、农业、建设、卫生等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

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应当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和必要的地震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公民在地震灾

害中自救互救的能力。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根据所在地人民政府的要求，结合各自的实

际情况，在本区域、本单位开展地震应急知识的宣传活动和地震应急救援演练。 

学校应当将地震应急知识教育纳入公共安全教育内容，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地震应急救援演练，培养学生的安全

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对学校开展地震应急知识教育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新闻媒体应当无偿开展地震灾害预防和应急、自救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指导、协助、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防震减灾知

识的宣传教育和地震应急救援演练等工作。 

每年５月 12 日所在周为本省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活动周。 

第四章  地震应急救援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省地震应急预案，制定本部门的地震应急预案，并报省应急委员会

和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参照上级人民政府地震应急预案，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地震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

者机构备案，县级地震应急预案应当同时报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应急预案的动态管理，根据情况变化适时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第三十五条  地震灾害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本省行政区域内特别重大地震灾害事件的抗震救灾工作按照国家规定由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统一领导、指

挥和协调；重大地震灾害事件的抗震救灾工作由省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较大、一般

地震灾害事件的抗震救灾工作分别由发生地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 

第三十六条  省、设区的市和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所在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充分利用

消防等现有队伍，按照一队多用、专职与兼职结合的原则，建立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并为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

伍配备相应的装备、器材，组织开展培训和演练，提高救援能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震应急指挥技术系统、灾情速报系统和应急救灾基础数据库系统建设，保证应急

救援工作协调、有序和高效地开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地震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建设，开展地震应急救援知识培训和技能演

练，适时组织地震应急演习，提高地震应急响应和救助能力。地震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应当在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

统一安排下开展救援活动；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应当为其开展抗震救灾活动提供必要物资、安全和卫生保障。 

第三十七条  临震预报发布后，省人民政府可以宣布预报区进入临震应急期，并指明临震应急期的起止时间。

临震应急期一般为十日，必要时可以延长十日。预报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地震应急预案，统一部署和领导临震

应急工作。 

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应急预案的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做好临震应急工作，对生命线工程和次生灾

害源采取紧急防护措施，做好以人员紧急疏散、重要设施保护和危险品管理等为主要内容的地震应急工作。 

在地震发生时，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应当积极履行人员疏散和救护职责；交通、

铁路、电力、通信等单位的值守人员应当按照地震应急预案的规定履行职责。 

第三十八条  地震灾害发生后，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迅速查清受灾

情况，提出地震应急救援力量的配置方案，并按国家有关规定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一）迅速组织抢救被压埋人员，并组织有关单位和人员开展自救互救； 

（二）迅速组织实施紧急医疗救护，协调伤员转移和接收、救治； 

（三）迅速组织抢修毁损的交通、铁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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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启用应急避难场所或者设置临时避难场所，设置救济物资供应点，提供救济物品、简易住所和临时住所，

及时转移和安置受灾群众，确保饮用水消毒和水质、食品安全，积极开展卫生防疫和卫生监督工作，妥善安排受灾

群众生活； 

（五）迅速控制危险源，封锁危险场所，做好次生灾害的排查和监测预警工作，防范地震可能引发的火灾、水

灾、爆炸、山体滑坡和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或者剧毒、强腐蚀性、放射性物质泄漏等次生灾害以及传染病疫

情的发生； 

（六）依法采取维持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的必要措施。 

第三十九条   地震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震情、灾情及其发展趋势等信息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和省地

震工作主管部门。地震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等信息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实行归口管理，统一、准确、及时发布。 

第四十条  地震灾害发生后，由省人民政府宣布灾区进入应急期，震后应急期一般为十日，必要时可以延长二

十日。应急工作结束后，由省人民政府宣布应急期结束。 

第四十一条  地震灾害发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强现场地震监测

预报，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地震有关参数，并对地震趋势作出判断。 

地震灾害发生后，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现场地震灾害损失进行调查、评估，灾情调查结果

应当及时报告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地震灾情及评估结果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对外公告。 

地震对工程建筑造成破坏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

关部门进行安全性能鉴定。 

第五章  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 

第四十二条  地震灾害发生后，受灾群众需要过渡性安置的，灾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

设置过渡性安置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做好过渡性安置工作，确保受灾群众的安全和基本生活需要。 

第四十三条  地震灾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当地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和调度，自觉

维护社会秩序，积极参加救灾与重建活动。 

第四十四条  地震灾害发生后，省人民政府应当对地震灾区提供救助，并责成有关部门统筹安排救灾资金和物

资，保障救灾物资和人员及时到达地震灾区，情况紧急时可以依法临时征用房屋、运输工具、通信设备等。 

非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震情和灾情，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对地震灾区及时提供援助。 

对省内外提供的援助，由地震灾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接受和分配。    

第四十五条  地震救灾资金和物资通过国家救助、社会捐赠、自筹、公民互助、保险理赔和信贷等多种方式筹

集。 

因救灾需要，临时征用房屋、运输工具、通信设备等，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救灾资金和物资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专物专用，登记造册，张榜公布。 

国外、境外捐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应当对地震救灾资金使用和物资分配情况实行专项审计监督。 

第四十六条  地震灾区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恢复灾区的生产、生活、社会秩序，根据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核定的

抗震设防要求，统筹规划安排地震灾区重建工作。 

地震灾区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编制地震灾区恢复重建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四十七条  地震灾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保护典型的地震遗址、遗迹，作为防震减灾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

基地，并列入灾区的重建规划。 

第四十八条  地震灾区和受地震灾害影响较大地方的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对可能发生山体滑坡、

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以及剧毒、强腐蚀性、放射性物质泄漏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源进行排查和长期监

测，并采取必要措施加以防范或者消除。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散布有关地震谣言，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处罚。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不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或者不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

行抗震设防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根据下列不

同情况处以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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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投资额一千万元以下的，处三万元以上九万元以下罚款； 

（二）总投资额一千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处九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总投资额二千万元以上一亿元以下的，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四）总投资额一亿元以上三亿元以下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 

（五）总投资额三亿元以上的，处二十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上级主管机关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应当出具抗震设防要求的意见而不出具或者不按规定出具的； 

（二）超出规定的权限确定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或者擅自降低抗震设防要求的； 

（三）对项目可行性论证或者项目申请报告、工程设计中未包含抗震设防要求的建设工程予以审批的； 

（四）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不予查处的； 

（五）其他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的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地震安全性评价，是指根据对建设工程场址和场址周围的地震活动与地震地质环境的分析，按照工程设

防的风险水准，给出与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相应的地震动参数，以及场地的地震地质灾害预测结果。主要内容包括：

工程场地和场地周围区域的地震活动环境评价、地震地质环境评价、断裂活动性鉴定、地震危险性分析、设计地震

动参数确定、地震地质灾害评价等。 

（二）抗震设防要求，是指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破坏的准则和在一定风险水准下抗震设计采用的地震烈度或者地

震动参数。 

（三）重大建设工程，是指对社会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工程。 

（四）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是指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灾、火灾、爆炸、剧毒或者强腐蚀性

物质大量泄漏和其他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包括水库大坝、堤防和贮油、贮气、贮存易燃易爆、剧毒或者强腐

蚀性物质的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第十九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达到抗震设防要求。下列建设工程在建设前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

评价工作，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第二十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必须达到抗震设防要求。 

  地震动参数 0.05g 以上的地区，一般建设工程必须按照国家颁布的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

进行抗震设防。地震动参数低于 0.05g 的地区，在经济许可的条件下，一般建设工程也应当采取必要的抗震措施。   

  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的

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5.5.31）《江西省雷电灾害防御办法》(省政府令第 197 号 2012 年 3 月 1 日） 

http://www.jianzai.gov.cn/DRpublish/zcfg/0000000000009797.html  

《江西省雷电灾害防御办法》已经 2011 年 12 月 26 日省人民政府第 5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代省长鹿心社 

   二○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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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雷电灾害防御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雷电灾害的防御，避免、减轻雷电灾害造成的损失，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国务院《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雷电灾害防御及其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雷电灾害，是指因直击雷、雷电电磁脉冲等所造成的灾害。 

   第三条 雷电灾害防御工作实行以人为本、科学防御、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将雷电灾害的防御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负责组织管理本行政区域内雷电灾害防御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工业和信息化、工商、公安、安全生产监督、质

量技术监督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雷电灾害防御相关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气象主管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向社会宣传普及雷电灾害防御知识，提高公众防

御雷电灾害的意识和能力。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做好本单位、本区域群众性的雷电灾害防御科普知识的

宣传。 

   中小学校应当把雷电灾害防御知识纳入科普教育内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雷电灾害防御意识和自救互救能

力。 

   第七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根据本省行政区域内雷击发生的频次，划分雷击风险等级区域，并向社会公布；

对雷击风险等级较高区域的防雷工作，应当加强指导。 

   第八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雷电和雷电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系统建设，提高雷电和雷电灾害监

测、预警预报的准确率、时效性。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负责雷电和雷电灾害监测，并按照职责发布雷电灾害预警预报。其

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雷电灾害预警预报。 

   广播、电视、报纸、通信和信息网络等媒体收到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要求播发雷电灾害预警预报信

息后，应当及时无偿地向公众传播。 

   第九条 对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生产和贮存场所等建设项

目，建设单位应当委托所在地气象主管机构组织进行雷击风险评估。 

   气象主管机构收到建设单位委托书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进行雷击风险评估，并出具雷击风险

评估报告书。 

   第十条 雷击风险评估报告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所在地雷电活动规律和地理、地质、土壤、植被等环境状况； 

   （二）雷电灾害可能造成危害的分析、预测和评估； 

   （三）防御和减轻雷电灾害的建议和措施； 

   （四）雷击风险评估结论。 

   雷击风险评估结论应当作为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和设计的技术依据。 

   第十一条 下列建（构）筑物、场所或者设施，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安装雷电防护装

置（以下简称防雷装置），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和投入使用： 

   （一）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规定的一、二、三类建（构）筑物； 

   （二）石油、化工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或者贮存场所； 

   （三）电力生产设施和输配电系统； 

   （四）通信设施、广播电视系统、计算机信息系统；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防雷技术规范规定必须安装防雷装置的其他场所和设施。 

   本办法所称防雷装置是指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电涌保护器及其连接导体等构成的，用以防御雷电

灾害的设施或者系统。 

   第十二条 专门从事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施工、检测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国家或者省气象主管机构颁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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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证书，在相应的资质范围内从事设计、施工、检测。禁止无证或者超出资质等级承担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施工

或者检测。 

   从事电力、通信防雷装置检测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和国务院电力或者国务院通信主

管部门共同颁发的资质证书。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可以在核准的资质范围内从事建设工程的

防雷装置设计、施工。 

   防雷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依照国家的规定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 

   第十三条 省外取得防雷装置专业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进入本省行政区域内承接防雷工程的，应当到本

省省气象主管机构备案，并接受防雷装置所在地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对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设计文件，组织进行审查的部门，应当就防雷装置设计征求气

象主管机构的意见。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向组织进行审查的部门出具审核意见。防雷装置设计不符合

防雷标准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气象主管机构的审核意见进行修改。 

   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需要单独安装防雷装置的，防雷装置

设计审核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自受理建设单位提交的申请和防雷装置设计文

件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决定，对符合防雷标准的设计，出具《防雷装置设计核准书》；对不符合防雷标准

的，出具《防雷装置设计修改意见书》，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修改意见书进行修改。 

   未经审核同意的防雷装置设计，不得交付施工。 

   第十五条 安装防雷装置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审查或者审核通过的防雷装置设计进行施工。 

   防雷装置的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防雷装置检测资质的单位对防雷装置的隐蔽工程进行逐项检测。检测不

合格的，应当及时向建设单位提出书面整改意见。 

   检测单位应当记录检测数据，登记建档，并出具检测报告。检测单位对其出具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六条 对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组织进行验收的部门，应当通知气象主管机构参加验收防雷

装置，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向组织进行验收的部门出具验收意见。不符合防雷要求的，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出具书面整

改意见，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气象主管机构的要求进行整改。 

   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单独安装的防雷装置，由县级以上气

象主管机构负责竣工验收。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在受理建设单位验收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竣工验收

决定。验收合格的，出具防雷装置验收合格文件；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气象主管机构的要求进行整改。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防雷装置，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七条 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安装的防雷装置，使用单位应当做好日常维护工作。石油、化工、易燃

易爆物品的生产和贮存场所，其防雷装置每半年检测一次，其他重要单位的防雷装置每年检测一次。检测不合格的

防雷装置，使用单位必须在限期内整改。防雷装置检测后，防雷装置检测单位应当出具检测报告，并对检测报告负

责。 

   防雷装置检测收费作为经营服务性收费，具体收费标准由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防雷装置种类、检

测的内容等情况核定后，向社会公布。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防雷装置检测工作的指导监督。  

   第十八条 防雷产品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并具有产品合格证书和使用说明书。 

   在本省销售的防雷产品，经营单位应当到省气象主管机构备案，并接受省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检查。 

   禁止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的防雷产品。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乡（镇）人民政府制定农村防雷设施建设规划，报县级人民政府

批准后组织实施。 

   农村中小学校、农村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雷击风险等级较高的村民集中居住区，乡（镇）人民政府

应当组织安装防雷装置。气象主管机构应当进行指导和检查。 

   第二十条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防雷装置使用和维护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违反雷电灾害防御管理规定

或者雷击安全隐患，应当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采取措施，限期改正；发现重大雷击安全隐患，应当及时向有

关单位和个人发出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必要时，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上级气象主管机构报告。 

   第二十一条 遭受雷电灾害的组织和个人，应当迅速开展自救互救，并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气象主管机构

报告，不得隐瞒不报、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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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人民政府和气象主管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派人赶赴现场，组织抢险救灾，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

规定及时将雷电灾害情况上报上一级行政机关。 

   第二十二条 雷电灾害发生后，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及时开展雷电灾害调查和鉴定，查清雷电灾害原因和性

质，提出整改措施。 

   调查和鉴定报告应当及时上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气象主管机构。 

   第二十三条 气象主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核发防雷装置设计、施工、检测资质证书，审核防雷装置设计，

进行防雷装置竣工验收等活动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

严重的，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应当安装防雷装置而拒不安装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

正，对个人可以处两百元以下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处两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规定，防雷装置设计未经审核同意擅自施工的，或者防雷装置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防雷装置应当接受定期检测的单位不按要求进行检测的，由县级以

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5.5.3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主席令第 94 号 1998 年 3 月 1 日，主席令第 7 号 2009 年 5 月 1 日）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5-09/27/content_70628.htm   1998 

http://www.cma.gov.cn/2011zwxx/2011zflfg/2011zfl/201110/t20111027_135259.html   1998 

http://www.mohurd.gov.cn/fgjs/fl/200905/t20090507_189632.html   2009 

http://www.weinan.gov.cn/news/bmdt/dzj/147376.htm   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1998 

 （1997 年 12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7 年 12 月 29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 94 号公布 自 1998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地震监测预报 

  第三章 地震灾害预防 

  第四章 地震应急 

  第五章 震后救灾与重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应急、震后救灾与重建等（以下

简称防震减灾）活动，适用本法。 

  第三条 防震减灾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 

  第四条 防震减灾工作，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五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防震减灾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提高防震减灾工作水平。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防震减灾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第七条 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经济综合主管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民政部

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按照

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震减灾工作。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震减灾活动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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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应当执行国家赋予的防震减灾任务。 

第二章 地震监测预报 

  第九条 国家加强地震监测预报工作，鼓励、扶持地震监测预报的科学技术研究，逐步提高地震监测预报

水平。 

  第十条 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国地震监测预报方案，并组织实施。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根据全国地震监测预报方案，负责制定本行政区

域内的地震监测预报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震活动趋势，提出确定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意见，报国务院

批准。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强地震监测工作，

制定短期与临震预报方案，建立震情跟踪会商制度，提高地震监测预报能力。 

  第十二条 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

强对地震活动与地震前兆的信息检测、传递、分析、处理和对可能发生地震的地点、时间和震级的预测。 

  第十三条 国家对地震监测台网的建设，实行统一规划，分级、分类管理。 

  全国地震监测台网，由国家地震监测基本台网、省级地震监测台网和市、县地震监测台网组成，其建设所

需投资，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承担。 

  为本单位服务的地震监测台网，由有关单位投资建设和管理，并接受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

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指导。 

  第十四条 国家依法保护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

测环境。地震观测环境应当按照地震监测设施周围不能有影响其工作效能的干扰源的要求划定保护范围。 

  本法所称地震监测设施，是指地震监测台网的监测设施、设备、仪器和其他依照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

的规定设立的地震监测设施、设备、仪器。 

  第十五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确实无法避

免造成危害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

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同意，并按照国务院的规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后，方可建设。 

  第十六条 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 

  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 

  任何单位或者从事地震工作的专业人员关于短期地震预测或者临震预测的意见，应当报国务院地震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按照前款规定处理，不得擅自向社会扩散。 

第三章 地震灾害预防 

  第十七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必须达到抗震设防要求。 

  本条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必须按照国家颁布的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规定的抗震

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的

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本法所称重大建设工程，是指对社会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工程。 

  本法所称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是指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灾、火灾、爆炸、剧毒或者强

腐蚀性物质大量泄漏和其他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包括水库大坝、堤防和贮油、贮气、贮存易燃易爆、剧毒或

者强腐蚀性物质的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放射性污染的严重次生灾害，必须认真进行地震安全性

评价，并依法进行严格的抗震设防。 

  第十八条 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并负责对地震安全

性评价结果的审定工作。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城市市政设施的建设工程的抗震设计规

范。但是，本条第三款另有规定的除外。 

  国务院铁路、交通、民用航空、水利和其他有关专业主管部门负责分别制定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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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水工程和其他专业建设工程的抗震设计规范。 

  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必须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并按照抗震设计进行施工。 

  第二十条 已经建成的下列建筑物、构筑物，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抗震性

能鉴定，并采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 

  （一）属于重大建设工程的建筑物、构筑物； 

  （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筑物、构筑物； 

  （三）有重大文物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建筑物、构筑物； 

  （四）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建筑物、构筑物。 

  第二十一条 对地震可能引起的火灾、水灾、山体滑坡、放射性污染、疫情等次生灾害源，有关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采取相应的有效防范措施。 

  第二十二条 根据震情和震害预测结果，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

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编制防震减灾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修改防震减灾规划，应当报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开展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防震减灾意识，

提高公民在地震灾害中自救、互救的能力；加强对有关专业人员的培训，提高抢险救灾能力。 

  第二十四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与可能，在本级财政预算和

物资储备中安排适当的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 

  第二十五条 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参加地震灾害保险。 

第四章 地震应急 

  第二十六条 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国家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报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家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制定本部门的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并报国务院地震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地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

参照国家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省、自治区和人

口在一百万以上的城市的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还应当报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本法所称破坏性地震，是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地震灾害。 

  第二十七条 国家鼓励、扶持地震应急、救助技术和装备的研究开发工作。 

  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地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责成有关部门进行必要的地震应急、救助装备的储

备和使用训练工作。 

  第二十八条 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应急机构的组成和职责； 

  （二）应急通信保障； 

  （三）抢险救援人员的组织和资金、物资的准备； 

  （四）应急、救助装备的准备； 

  （五）灾害评估准备； 

  （六）应急行动方案。 

  第二十九条 破坏性地震临震预报发布后，有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宣布所预报的区域进

入临震应急期；有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组织有关部门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抢险救灾的

准备工作。 

  第三十条 造成特大损失的严重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国务院应当成立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组织有关部门实

施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办事机构，设在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有关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组织有关部门实施破坏性

地震应急预案。 

  本法所称严重破坏性地震，是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使灾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自我恢复能力，

需要国家采取相应行动的地震灾害。 

  第三十一条 地震灾区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震情、灾情及其发展趋势等信息报告上一级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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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地震灾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告震情和灾情。 

  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地震灾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应当及

时会同有关部门对地震灾害损失进行调查、评估；灾情调查结果，应当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第三十二条 严重破坏性地震发生后，为了抢险救灾并维护社会秩序，国务院或者地震灾区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在地震灾区实行下列紧急应急措施： 

  （一）交通管制； 

  （二）对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药品统一发放和分配； 

  （三）临时征用房屋、运输工具和通信设备等； 

  （四）需要采取的其他紧急应急措施。 

第五章 震后救灾与重建 

  第三十三条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地震灾区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各方面力量，抢救人员，并组织

基层单位和人员开展自救和互救；非地震灾区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震情和灾情，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对

地震灾区提供救助。 

  严重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国务院应当对地震灾区提供救助，责成经济综合主管部门综合协调救灾工作并会

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统筹安排救灾资金和物资。 

  第三十四条 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卫生、医药和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伤员医

疗救护和卫生防疫等工作。 

  第三十五条 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民政和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迅速设置避难场所

和救济物资供应点，提供救济物品，妥善安排灾民生活，做好灾民的转移和安置工作。 

  第三十六条 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交通、邮电、建设和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措

施，尽快恢复被破坏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输油等工程，并对次生灾害源采取紧急防护措施。 

  第三十七条 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加强治安管理和安全

保卫工作，预防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 

  第三十八条 因救灾需要，临时征用的房屋、运输工具、通信设备等，事后应当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者

无法归还的，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他处理。 

  第三十九条 在震后救灾中，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服从指挥，自觉维护社会

秩序。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地震救灾资金和物资。 

  各级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地震救灾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 

  第四十一条 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震害情况和抗震设防要求，统筹规划、安排地震

灾区的重建工作。 

  第四十二条 国家依法保护典型地震遗址、遗迹。 

  典型地震遗址、遗迹的保护，应当列入地震灾区的重建规划。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

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对地震监测设施或者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又未依法事先征得同意

并采取相应措施的； 

  （二）破坏典型地震遗址、遗迹的。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有关建设单位不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或者不按照根据地

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由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

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专

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不按照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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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按照抗震设计进行施工的。 

  第四十六条 截留、挪用地震救灾资金和物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

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防震减灾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法自１９９８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

2008 年 12 月 27 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公布，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8 年 12 月 2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1997 年 12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8 年 12 月 27 日第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防震减灾规划 

  第三章 地震监测预报 

  第四章 地震灾害预防 

  第五章 地震应急救援 

  第六章 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地

震应急救援、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等防震减灾活动，适用本法。 

  第三条 防震减灾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防震减灾工作的领导，将防震减灾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五条 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国务院经济综合宏观调控、建设、民政、卫生、

公安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按照职

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的防震减灾工作。 

  第六条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机构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全国抗震救灾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抗震救灾指挥机构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抗震救灾工作。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承担本级人民政府

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日常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防震减灾意识，提高全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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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减灾能力。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震减灾活动的义务。 

  国家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地震群测群防活动，对地震进行监测和预防。 

  国家鼓励、引导志愿者参加防震减灾活动。 

  第九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依照本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军事法规的规定和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执行抗震救灾任务，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第十条 从事防震减灾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有关防震减灾标准。 

  第十一条 国家鼓励、支持防震减灾的科学技术研究，逐步提高防震减灾科学技术研究经费投入，推广先

进的科学研究成果，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高防震减灾工作水平。 

  对在防震减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防震减灾规划      

  第十二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国家防震减灾规划，报国务院批准后组

织实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根据上一级防震减灾规划和

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防震减灾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

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备案。 

  第十三条 编制防震减灾规划，应当遵循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合理布局、全面预防的原则，以震情和震

害预测结果为依据，并充分考虑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及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保护等需要。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编制防震减灾规划的需要，及时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四条 防震减灾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震情形势和防震减灾总体目标，地震监测台网建设布局，地震

灾害预防措施，地震应急救援措施，以及防震减灾技术、信息、资金、物资等保障措施。 

  编制防震减灾规划，应当对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地震监测台网建设、震情跟踪、地震灾害预防措施、地

震应急准备、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等作出具体安排。 

  第十五条 防震减灾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征求有关部门、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防震减灾规划报送审批文件中应当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 

  第十六条 防震减灾规划一经批准公布，应当严格执行；因震情形势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确需修改

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送审批。 

  第三章 地震监测预报      

  第十七条 国家加强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建立多学科地震监测系统，逐步提高地震监测预报水平。 

  第十八条 国家对地震监测台网实行统一规划，分级、分类管理。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按照国务院有关规

定，制定地震监测台网规划。 

  全国地震监测台网由国家级地震监测台网、省级地震监测台网和市、县级地震监测台网组成，其建设资金

和运行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十九条 水库、油田、核电站等重大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建设专用地震监

测台网或者强震动监测设施，其建设资金和运行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条 地震监测台网的建设，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标准，保证建设质量。 

  第二十一条 地震监测台网不得擅自中止或者终止运行。 

  检测、传递、分析、处理、存贮、报送地震监测信息的单位，应当保证地震监测信息的质量和安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相关单位为地震监测台网的运行提供通信、交通、电力等保障条件。 

  第二十二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强海域地震活动监测

预测工作。海域地震发生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及时向海洋主管部门

和当地海事管理机构等通报情况。 

  火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利用地震监测设施和技术手

段，加强火山活动监测预测工作。 

  第二十三条 国家依法保护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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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损、拆除或者擅自移动地震监测设施。地震监测设施遭到破坏的，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组织修复，确保地震监测设施正常运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地震观测环境。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

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划定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并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城乡规划。 

  第二十四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建设国家

重点工程，确实无法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

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要求，增建抗干扰设施；不能增建抗干扰设施的，应当新建地震监测设施。 

  对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项目，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选址意见书时，应当征求负责

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意见；不需要核发选址意见书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征求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意见。 

  第二十五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建立健全地震监测信息共享平台，为社会提供服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将地震监测信息及时报送上一级人民政府

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和强震动监测设施的管理单位，应当将地震监测信息及时报送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第二十六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根据

地震监测信息研究结果，对可能发生地震的地点、时间和震级作出预测。 

  其他单位和个人通过研究提出的地震预测意见，应当向所在地或者所预测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

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书面报告，或者直接向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书面报告。收到书面报告的部门或者

机构应当进行登记并出具接收凭证。 

  第二十七条 观测到可能与地震有关的异常现象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

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报告，也可以直接向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告。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进

行登记并及时组织调查核实。 

  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应当组织召开震情会商会，必要时邀请有关部门、专家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对地震预测意见和可能与地震有关的

异常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形成震情会商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经震情会商形成地震预报意见的，在报本级人

民政府前，应当进行评审，作出评审结果，并提出对策建议。 

  第二十九条 国家对地震预报意见实行统一发布制度。 

  全国范围内的地震长期和中期预报意见，由国务院发布。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地震预报意见，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 

  除发表本人或者本单位对长期、中期地震活动趋势的研究成果及进行相关学术交流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测意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 

  第三十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根据地震活动趋势和震害预测结果，提出确定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

意见，报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震情跟踪，对地震活动趋势进行分析评估，提出

年度防震减灾工作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年度防震减灾工作意见和当地的地震活动趋势，组

织有关部门加强防震减灾工作。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增加地震监测台网

密度，组织做好震情跟踪、流动观测和可能与地震有关的异常现象观测以及群测群防工作，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上

一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第三十一条 国家支持全国地震烈度速报系统的建设。 

  地震灾害发生后，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通过全国地震烈度速报系统快速判断致灾程度，为指挥抗

震救灾工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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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

对发生地震灾害的区域加强地震监测，在地震现场设立流动观测点，根据震情的发展变化，及时对地震活动趋势作

出分析、判定，为余震防范工作提供依据。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地震监测台网的管

理单位，应当及时收集、保存有关地震的资料和信息，并建立完整的档案。 

  第三十三条 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地震监

测活动，必须经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批准，并采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合作的形

式进行。     

 

  第四章 地震灾害预防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负责审定建

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第三十五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达到抗震设防要求。 

  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按

照经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标准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对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的质量负责。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

震设防；对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高于当地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

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抗震设防能力。 

  第三十六条 有关建设工程的强制性标准，应当与抗震设防要求相衔接。 

  第三十七条 国家鼓励城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地震小区划图。地震小区划图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

责审定。 

  第三十八条 建设单位对建设工程的抗震设计、施工的全过程负责。 

  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抗震设计，并对抗震设计的质量以及出具的施

工图设计文件的准确性负责。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施工，并对施工质量负责。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选用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材料、构配件和设备。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第三十九条 已经建成的下列建设工程，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或者抗震设防措施未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抗震性能鉴定，并采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 

  （一）重大建设工程； 

  （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三）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建设工程； 

  （四）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五）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的建设工程。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村民住宅和乡村公共设施抗震设防的管理，组织开展农

村实用抗震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推广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经济适用、具有当地特色的建筑设计和施工技术，培训相

关技术人员，建设示范工程，逐步提高农村村民住宅和乡村公共设施的抗震设防水平。 

  国家对需要抗震设防的农村村民住宅和乡村公共设施给予必要支持。 

  第四十一条 城乡规划应当根据地震应急避难的需要，合理确定应急疏散通道和应急避难场所，统筹安排

地震应急避难所必需的交通、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十二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在本级财政预算和物资储

备中安排抗震救灾资金、物资。 

  第四十三条 国家鼓励、支持研究开发和推广使用符合抗震设防要求、经济实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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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应当组织开展

地震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和必要的地震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公民在地震灾害中自救互救的能力。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的要求，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加强对本单位人

员的地震应急知识宣传教育，开展地震应急救援演练。 

  学校应当进行地震应急知识教育，组织开展必要的地震应急救援演练，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

力。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地震灾害预防和应急、自救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指导、协助、

督促有关单位做好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地震应急救援演练等工作。 

  第四十五条 国家发展有财政支持的地震灾害保险事业，鼓励单位和个人参加地震灾害保险。 

  第五章 地震应急救援     

  第四十六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国家地震应急预案，报国务院批准。国务

院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地震应急预案，制定本部门的地震应急预案，报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上级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的地震应急预案和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地震应急预案和本部门的地震应急预案。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地震应急预案，应当报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交通、铁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以及可能发生

次生灾害的核电、矿山、危险物品等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地震应急预案，并报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

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备案。 

  第四十七条 地震应急预案的内容应当包括：组织指挥体系及其职责，预防和预警机制，处置程序，应急

响应和应急保障措施等。 

  地震应急预案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修订。 

  第四十八条 地震预报意见发布后，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预报的震情可以宣布有关区域

进入临震应急期；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地震应急预案，组织有关部门做好应急防范和抗震救灾准备工作。 

  第四十九条 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地震灾害分为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四级。具

体分级标准按照国务院规定执行。 

  一般或者较大地震灾害发生后，地震发生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启动地震应急预案；重大

地震灾害发生后，地震发生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启动地震应急预案；特别重大地震

灾害发生后，国务院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启动地震应急预案。 

  第五十条 地震灾害发生后，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迅速查清受灾情况，提出地

震应急救援力量的配置方案，并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一）迅速组织抢救被压埋人员，并组织有关单位和人员开展自救互救； 

  （二）迅速组织实施紧急医疗救护，协调伤员转移和接收与救治； 

  

  （三）迅速组织抢修毁损的交通、铁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 

  （四）启用应急避难场所或者设置临时避难场所，设置救济物资供应点，提供救济物品、简易住所和临时

住所，及时转移和安置受灾群众，确保饮用水消毒和水质安全，积极开展卫生防疫，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生活； 

  （五）迅速控制危险源，封锁危险场所，做好次生灾害的排查与监测预警工作，防范地震可能引发的火灾、

水灾、爆炸、山体滑坡和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或者剧毒、强腐蚀性、放射性物质大量泄漏等次生灾害以及传

染病疫情的发生； 

  （六）依法采取维持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的必要措施。 

  第五十一条 特别重大地震灾害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在地震灾区成立现场指挥机构，并根据

需要设立相应的工作组，统一组织领导、指挥和协调抗震救灾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应当按照统一部

署，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地震应急救援工作。 

  第五十二条 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地震震情和灾情等信息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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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不得迟报、谎报、瞒报。 

  地震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等信息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实行归口管理，统一、准确、及时发布。 

  第五十三条 国家鼓励、扶持地震应急救援新技术和装备的研究开发，调运和储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设施、

装备，提高应急救援水平。 

  第五十四条 国务院建立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市、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充分利用消防

等现有队伍，按照一队多用、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 

  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应当配备相应的装备、器材，开展培训和演练，提高地震灾害紧急救援能力。 

  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在实施救援时，应当首先对倒塌建筑物、构筑物压埋人员进行紧急救援。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协调配合，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地震灾害紧

急救援队伍和医疗救治队伍快速、高效地开展地震灾害紧急救援活动。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建立地震灾害救援志愿者队伍，并组织开展地震应

急救援知识培训和演练，使志愿者掌握必要的地震应急救援技能，增强地震灾害应急救援能力。 

  第五十七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协调外国救援队和医疗队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开展地震灾害紧急救援活动。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机构负责外国救援队和医疗队的统筹调度，并根据其专业特长，科学、合理地安排紧

急救援任务。 

  地震灾区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外国救援队和医疗队开展紧急救援活动予以支持和配合。 

 

  第六章 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   

  第五十八条 国务院或者地震灾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对地震灾害损失进行调查

评估，为地震应急救援、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提供依据。 

  地震灾害损失调查评估的具体工作，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地震灾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和财政、建设、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承担。 

  第五十九条 地震灾区受灾群众需要过渡性安置的，应当根据地震灾区的实际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安置。 

  第六十条 过渡性安置点应当设置在交通条件便利、方便受灾群众恢复生产和生活的区域，并避开地震活

动断层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区域。 

  过渡性安置点的规模应当适度，并采取相应的防灾、防疫措施，配套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确保受灾群众的安全和基本生活需要。 

  第六十一条 实施过渡性安置应当尽量保护农用地，并避免对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以及生态脆

弱区域造成破坏。 

  过渡性安置用地按照临时用地安排，可以先行使用，事后依法办理有关用地手续；到期未转为永久性用地

的，应当复垦后交还原土地使用者。 

  第六十二条 过渡性安置点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次生灾害、饮用水水质、食

品卫生、疫情等的监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整治环境卫生，避免对土壤、水环境等造成污染。 

  过渡性安置点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应当加强治安管理，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第六十三条 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修复毁损

的农业生产设施，提供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优先恢复供电、供水、供气等企业的生产，并对大

型骨干企业恢复生产提供支持，为全面恢复农业、工业、服务业生产经营提供条件。 

  第六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协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共同

做好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第六十五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组织有关专家开展地震活动对相关建设工程破坏机理的调查评估，为修

订完善有关建设工程的强制性标准、采取抗震设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第六十六条 特别重大地震灾害发生后，国务院经济综合宏观调控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与地震灾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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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共同组织编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报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重大、较大、一般

地震灾害发生后，由地震灾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组织编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 

  地震灾害损失调查评估获得的地质、勘察、测绘、土地、气象、水文、环境等基础资料和经国务院地震工

作主管部门复核的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应当作为编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依据。 

  编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应当征求有关部门、单位、专家和公众特别是地震灾区受灾群众的意见；重

大事项应当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专题论证。 

  第六十七条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应当根据地质条件和地震活动断层分布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重点

对城镇和乡村的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防灾减灾和生态环境以及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

作出安排。 

  地震灾区内需要异地新建的城镇和乡村的选址以及地震灾后重建工程的选址，应当符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规划和抗震设防、防灾减灾要求，避开地震活动断层或者生态脆弱和可能发生洪水、山体滑坡和崩塌、泥石流、地

面塌陷等灾害的区域以及传染病自然疫源地。 

  第六十八条 地震灾区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

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第六十九条 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根据地震灾害损失调查评估结

果，制定清理保护方案，明确典型地震遗址、遗迹和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具有历史价值与民族特色的建筑物、构筑物

的保护范围和措施。 

  对地震灾害现场的清理，按照清理保护方案分区、分类进行，并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妥

善清理、转运和处置有关放射性物质、危险废物和有毒化学品，开展防疫工作，防止传染病和重大动物疫情的发生。 

  第七十条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统筹安排交通、铁路、水利、电力、通信、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和

市政公用设施，学校、医院、文化、商贸服务、防灾减灾、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和无障碍设施的建

设，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时序。 

  乡村的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尊重村民意愿，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以群众自建为主，政府补助、

社会帮扶、对口支援，因地制宜，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保护耕地。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的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尊重当地群众的意愿。 

  第七十一条 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抢救、保护与收集整理有关档

案、资料，对因地震灾害遗失、毁损的档案、资料，及时补充和恢复。 

  第七十二条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原则。 

  地震灾区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受灾群众和企业开展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尽快恢复生产。 

  国家对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给予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并提供物资、技术和人力等支持。 

  第七十三条 地震灾区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做好救助、救治、康复、补偿、抚慰、抚恤、安置、

心理援助、法律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等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做好受灾群众的就业工作，鼓励企业、事业单位优先吸纳符合条件的受灾群

众就业。 

  第七十四条 对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手续的事项，有审批权的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

按照方便群众、简化手续、提高效率的原则，依法及时予以办理。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七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加强对防震减灾规划和地震应急预案的编制与实施、地震应急避难场

所的设置与管理、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的培训、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和地震应急救援演练等工作的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地震应急救援、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的物资的质量安全

的监督检查。 

  第七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交通、铁路、水利、电力、地震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

强对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抗震设防要求执行情况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七十七条 禁止侵占、截留、挪用地震应急救援、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的资金、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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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地震应急救援、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的资金、物资以及社会捐赠

款物的使用情况，依法加强管理和监督，予以公布，并对资金、物资的筹集、分配、拨付、使用情况登记造册，建

立健全档案。 

  第七十八条 地震灾区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公布地震应急救援、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的资

金、物资以及社会捐赠款物的来源、数量、发放和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七十九条 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地震应急救援、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的资金、物资的筹集、

分配、拨付、使用的审计，并及时公布审计结果。 

  第八十条 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参与防震减灾工作的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

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监察。 

  第八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防震减灾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权进行举报。 

  接到举报的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应当进行调查，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八十二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以及

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不依法作出行政许可或者办理批准文件的，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

法行为的举报后不予查处的，或者有其他未依照本法规定履行职责的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八十三条 未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地震监测台网建设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

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一）侵占、毁损、拆除或者擅自移动地震监测设施的； 

  （二）危害地震观测环境的； 

  （三）破坏典型地震遗址、遗迹的。 

  单位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

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按照要求增建抗干扰设施或者新建地震监测设施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

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

辖的其他海域从事地震监测活动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监测成果和监测设施，并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外国人有前款规定行为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还应当依照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律的规定缩短其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停留的期限或者取消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留的资格；情节严重的，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 

  第八十七条 未依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或者未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

震设防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测意见、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或者在地震灾后过

渡性安置、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扰乱社会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第八十九条 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迟报、谎报、瞒报地震震情、灾情等信息的，由上级人民

政府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九十条 侵占、截留、挪用地震应急救援、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或者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资金、物资的，

由财政部门、审计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责令改正，追回被侵占、截留、挪用的资金、物资；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九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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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附则      

  第九十二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地震监测设施，是指用于地震信息检测、传输和处理的设备、仪器和装置以及配套的监测场地。 

  （二）地震观测环境，是指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划定的保障地震监测设施不受干扰、能够正常发挥工作效能

的空间范围。 

  （三）重大建设工程，是指对社会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工程。 

  （四）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是指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灾、火灾、爆炸，或者剧毒、强

腐蚀性、放射性物质大量泄漏，以及其他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包括水库大坝和贮油、贮气设施，贮存易燃易

爆或者剧毒、强腐蚀性、放射性物质的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五）地震烈度区划图，是指以地震烈度（以等级表示的地震影响强弱程度）为指标，将全国划分为不同

抗震设防要求区域的图件。 

  （六）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是指以地震动参数（以加速度表示地震作用强弱程度）为指标，将全国划分为

不同抗震设防要求区域的图件。 

  （七）地震小区划图，是指根据某一区域的具体场地条件，对该区域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详细划分的图件。 

  第九十三条 本法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5.5.33）《地震速报技术管理规定》 (中震测发[2008]137 号 2008 年 8 月 22 日） 

http://www.jxdz.gov.cn/html/zhengcefagui/guifanxingwenjian/10798.html  

 索 引 号：                                         主题分类：法规文件/规范性文件发布机构：中国地震局                              

  发文日期：2008 年 8 月 22 日                  名    称：地震速报技术管理规定  文    号：中震测发

[2008]137 号                     主 题 词：  

地震速报技术管理规定 

（2008 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地震速报质量，加强地震速报及地震参数发布的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国家和省级台网的地震速报及地震参数上报、交换、发布与信息发送的技术流程与管理。 

第三条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与各省级地震台网中心之间的地震参数速报、共享、交换与反馈统一使用全国速报

数据交换平台（EQIM2.2 版本），并根据需要更新升级，具体技术约定见附件 1。 

第二章  地震速报基本参数 

第四条  发震时刻与震中坐标。发震时刻使用北京时间，以“年—月—日”、“时—分-秒” 表示；震中坐标以

地理纬度、经度表示，以度为单位，保留 1 位小数。 

第五条  速报震级与震源深度。使用国家标准震级 M（GB 17740-1999）；原则使用多台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

保留 1 位小数。震源深度以千米为单位，保留到个位数,不能为零或空。 

第六条  深震（震源深度大于 70km）与近震不能用地震面波测定 MS 震级时，可用《地震及前兆数字观测技

术规范（试行）》（2001）规定的 m、ML 测定。为保证速报震级的统一性，速报时须将其换算为国家标准震级 M，

见附表 1、2。 

第三章  震中参考地名及相邻地区交界的划分 

第七条  震中位于某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下同）、某市（地、州）内且在某行政县（旗、市，其

中地级市代管的省辖县级市前略去地级市名称，下同）内时，使用震中所在的行政县级地名，如“某省（自治区、

直辖市）、某市（地、州）、某县（旗、市）”。 

第八条  震中靠近两个以上（含两个）行政县级交界地区时，使用排列方式命名，如“某省某市某县与某县交

界地区（或某省某市某县、某县、某县交界地区）”。当各县分属不同省时，在县名前加注所属市名与省名，如“某

省某市某县与某省某市某县交界地区（或某省某市某县、某省某市某县、某省某市某县交界地区）”。 

第九条  省内两县（或三县）交界，以震中距离县界 5KM 为限（5KM 内为交界）；两省或三省交界以震中距

离省界 10KM 为限（10KM 内为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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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发生在边境地区的地震，使用中国与相邻国国名交界地区方式命名，如“中缅交界地区（或中蒙俄交

界地区）”。 

第十一条  在不便使用行政地名命名时，可以采用地理地名命名，如“唐古拉山”、“兴都库什”、“渤海海域”、

“黄海海域”、“东海海域”、“台湾海峡”、“北部湾海域”和“南海海域”等。对于发生在中国海域的地震，应标注

震中与陆地某个最近大中城市的距离（千米）。 

第十二条  震中参考地名应该以更名后的最新地名命名。（如彭县更名为彭州，云南中甸更名为云南香格里拉

等） 

第十三条  对于发生在国外、公海或其他国家海域的地震，难以给出准确参考震中地名时，可直接用国名、海

岛或某公海海域。 

第四章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速报任务及时间要求 

第十四条  在 10 分钟内向中国地震局完成首都圈地区（含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个完整行政区，下同）

M≥3.0 地震的正式速报（样式见附件 3，下同），和向各省级地震台网中心反馈正式速报结果。 

第十五条  在 20 分钟内向中国地震局完成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山东、陕西、宁夏、河南、安徽、江

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重庆、贵州 23 个完整行政区以及我

国沿岸近海地区（指我国海岸线外 50 千米范围内，下同）M≥4.0 地震，四川、云南、甘肃 3 个完整行政区 M≥5.0

地震的正式速报和向各省级地震台网中心反馈正式速报结果。 

第十六条  在 30 分钟内向中国地震局完成青海、新疆、内蒙古、西藏、台湾 5 个完整行政区 M≥5.0 地震的正

式速报和向各省级地震台网中心反馈正式速报结果。 

第十七条  在 40 分钟内向中国地震局完成我国国境线外 300 千米范围内 M≥6.0 地震的正式速报和向各省级

地震台网中心反馈正式速报结果。 

第十八条  在地震最大面波掠过整个国家地震台网后的 20 分钟内，完成其他国外地区 M≥7.0 地震的速报和

向各省级地震台网中心反馈正式速报结果。 

第十九条  负责国外有影响地震（一般 M≥6.0）的地震短信信息通报,并根据中国地震局要求打印正式速报卡。 

第二十条  负责各省级台网 M≥3.0 及其辖区内大中城市发生的有感地震初步速报及正式速报的信息转发，并

根据中国地震局要求打印正式速报卡。 

第二十一条  对于发生在国内和国外 M≥6.5 以上的地震，震级和位置可以修订，第一次速报结果可以作为初

步速报，最后一次为正式速报，正式速报时间可以相应延长。 

第二十二条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上述速报任务的同时，要通过专用电话（见附件 5）和中国

地震局予以确认。 

第二十三条  严禁跨上述规定范围和任务的速报。 

第五章  省级地震局速报任务及时间要求 

第二十四条  首都圈地区的省级地震局在 8 分钟内向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完成首都圈地区 M≥3.0 的地震以及本

行政区内的大中城市有感地震的初步速报（样式见附件 2，下同）；在 15 分钟内向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完成本行政区

边线外 100 千米范围内（不含本行政区）M≥4.0 地震、200 千米范围内（不含本行政区）M≥5.0 地震、300 千米范

围内（不含本行政区）M≥6.0 地震的初步速报。 

第二十五条  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山东、陕西、宁夏、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

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甘肃、贵州等省级地震局在 12 分钟内向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完成本行政区边线外（注：行政区边线指海岸线、省界和国界，下同）50 千米范围内（含本行政区）M≥3.0 地震

的初步速报，以及本行政区内的大中城市有感地震的初步速报。 

青海、新疆、内蒙古、西藏等省级地震局在 15 分钟内完成上述规定范围和震级的初步速报任务。 

另外，福建省地震局负责台湾地区，广东省地震局负责香港、澳门地区规定地震的速报任务，下同。 

第二十六条  各省级地震局在 15 分钟内向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完成本行政区边线外 100 千米范围内（不含本行

政区）M≥4.0 地震、200 千米范围内（不含本行政区）M≥5.0 地震、300 千米范围内（不含本行政区）M≥6.0 地

震的初步速报。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行政区边线外的地震速报要求同上。 

第二十七条  各省级地震局负责规定和执行本行政区范围内的其它地震（一般是指低于本规定关于省级初步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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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震级的地震）的速报。 

第二十八条  各省级地震局在速报地震时，要包括震相数据,参加计算震级的台数一般不应少于 4 个。 

第二十九条  各省级地震局严禁跨上述规定范围和任务的速报。但考虑到省级台网速报结果和国家台网中心确

定的最终结果之间可能有误差，对于行政区边界外范围和震级的误差规定可根据本省台网的具体情况自行制订。 

第六章  地震速报参数的确定 

第三十条  属于国家台网速报范围的地震参数以省级台网测定的参数为初步速报结果，以国家台网测定的参数

为正式速报结果。 

第三十一条  不属于国家台网速报范围的地震参数以震中所在区域的省级台网测定的参数为初步速报和正式

速报结果。但震级 M≥3.0 的地震在以下四种情况下，以国家台网反馈（用 CD/CC 身份）的结果为正式速报结果。 

1．当地震发生在省边界时，各省级台网都把地震定位为本省的地震； 

2．当地震发生在省边界时，各省级台网都把地震定位为它省的地震； 

3．当省级台网测定的参数达到属于国家台网速报范围，但国家台网测定的实际地震参数未达到国家台网速报

范围； 

4．当省级台网测定的参数未达到属于国家台网速报范围，但国家台网测定的实际地震参数达到国家台网速报

范围。 

第七章  地震速报信息的上报和发布 

第三十二条  中国地震局负责首都圈地区 M≥3.0，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山东、陕西、宁夏、河南、安

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重庆、贵州（含沿岸近海）

M≥4.0，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西藏及台湾地区 M≥5.0，边境外地区（300 千米以内）M≥6.0，

国外其他地区 M≥7.0 的地震初步速报和正式速报信息的上报和正式速报信息的发布。 

上报部门、样式、完成时间和发布方式、对象根据中国地震局办公室相关规定和要求执行。 

第三十三条  各省级地震局应按照上述中国地震局上报震级的范围要求，负责本辖区内所发生地震的初步速报

信息和正式速报信息的上报以及正式速报信息的发布。其中初步速报信息的上报使用本单位测定的速报参数；正式

速报信息的上报使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反馈的结果，达到国家台网速报震级的，以国家台网结果作为正式速报结果；

达不到国家台网速报震级的，以本单位测定的参数作为正式速报结果。 

上报的部门、样式、完成时间以及发布方式、对象由省级地震局另行规定。 

在本规定范围以外地震速报信息的上报，由各省级地震局自行规定,并报中国地震局备案。 

第三十四条  中国地震局和各省级地震局对于同一地震的正式速报参数上报和发布口径要统一，应使用统一的

M 震级、位置、时间、震源深度等参数。 

第八章  地震速报信息的短信发送 

第三十五条  中国地震局和各省级地震局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分别向各自用户发送初步速报和正式速报信息，发

送信息须经审核确认无误后方可发出。 

第三十六条  手机短信发送速报信息内容：地震的发震时刻、震中纬度、震中经度、震源深度、震级和参考地

名，样式与内容可参考见附件 4。 

第三十七条  手机短信发送速报信息流程：首先向地震系统内部用户发送初步速报信息；然后向地震系统内部

和外部用户发送正式速报信息。 

第三十八条  手机短信用户发送范围的确定：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会同办公室、应急司负责确定北京地区地

震系统内部用户和外部用户，各省级地震局负责确定各自辖区的地震系统内部和外部用户。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全国 35 个国家大震速报台站的速报任务、速报内容及报送方式仍按原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震局应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并报中国地震局备案。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08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执行，2007 年中国地震局发布的《地震速报及地震参数发布规

定》（中震发测〔2007〕130 号）同时废止。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由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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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速报数据交换平台技术约定 

（2008 年修订） 

  

为保障全国地震速报信息规范、准确和快速报送与共享，提高地震速报质量和服务水平，制定本技术约定。 

一、技术平台 

1．中国地震局、国家地震台网中心和各省地震台网统一使用 EQIM 系统上报、接收和反馈地震速报参数。 

2．EQIM 系统的根服务器和各省的节点服务器构成星形结构（根务器的 IP 地址为 10.5.160.37），根服务器部署

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各省的节点服务器部署在各省台网中心。 

3．每个省只允许 1 台经国家地震台网中心授权的固定 IP 地址的 EQIM 节点服务器与根服务器相连。如需多个

EQIM 节点，可将上一级服务器设成本省授权节点服务器的地址。 

4．各速报单位的 EQIM 系统用户名为其规定台网代码，见附录 1。用户须修改系统缺省密码，以保证数据的

安全。 

5．国家地震台网中心在根服务器上有 3 个用户，其中，CC 为国家台网中心正式速报，CA 为国家台网中心转

发区域台网初报，CD 为国家台网中心转发区域台网终报。各省除了在 EQIM 中设置接收 CC 的结果外，还需要设

置接收 CA 和 CD 的结果，以便及时得到国家台网中心的反馈信息（详见速报报送约定）。 

二、速报报送约定 

1．国家地震台网中心和各省地震台网按照《地震速报及地震参数发布规定》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上报各

自速报范围内的地震参数。 

2．除特殊情况外（见《地震速报及地震参数发布规定》），各省台网速报结果均为初步速报结果，正式速报结

果需由国家台网中心确定。对于符合国家台网中心速报震级的地震，以 CC 的结果为正式速报结果；对于符合区域

台网速报震级但小于国家台网速报震级的地震，以 CD（国家台网转发区域台网结果作为终报）的结果为正式速报

结果。 

3．省级地震台网速报评比以网上速报结果为准，为了满足该需要，各省级地震台网报送的震中坐标以地理纬

度、经度表示，以度为单位，保留 2 位小数；发震时刻使用北京时间，以“年—月—日”、“时—分—秒” 表示，

秒保留 1 位小数。 

三、测试约定 

各地震速报部门发送测试类信息时，要求震中经纬度均为 0.0，震级为 0.0，参考地名为“测试”；特殊情况的

测试由国家地震台网中心另行通知。 

四、维护约定 

1．国家地震台网中心负责 EQIM 系统根服务器的运行维护，每日对在线用户进行检查，发现未在线用户及时

通知相关单位并协助处理。 

2．各省地震速报部门必须建立和维护好本地 EQIM 服务器，并保证其与根服务器实时连通，发现问题时及时

处理解决。 

3．各省地震速报部门必须建立 EQIM 系统运行工作日志，并认真填写。 

4．各省地震速报部门必须每日登录 EQIM 根服务器网站，以便及时获取最新的通知和信息并做出相应的反馈。

网上留言仅限于台网地震监测业务交流。 

五、保密约定 

中国地震局和各省地震局根据《地震速报及地震参数发布规定》统一向外发布地震速报参数，其他数据仅限内

部使用，注意保密。 

六、EQIM 故障时的约定 

1．在 EQIM 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各速报单位可用 ftp 方式上传速报结果，并同时打电话通知国家台网

中心值班人员。 ftp 服务器地址为 10.5.202.29，登录用户名为 subao、密码为 subao369，速报文件名为

YYYYMMDDHHMM. XX，XX 为台网代码（见附录 1），文件内容格式规定为：“台网代码 发震时刻 纬度 经度 

深度 震级 参考地名”（组间为空格）。 

例如，四川台网速报 2008 年 08 月 05 日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 6.1 级地震时，若用 ftp 报送，文件名为：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930 页 共 3277 页 

200808051749.SC；文件内容为：“SC 20080805174918.7 32.8 105.5 010 6.1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 

2．地震速报部门在 EQIM 系统和 ftp 都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可采用传真方式上报速报数据（传真号码：

010-59959376）,传真卡片可由 EQIM 发送程序手动打印，样式见附录 2。 

3．速报传真电话和国家地震台网中心 EQIM 系统运行维护人员联系方式见附录 3。 

  

附录 1：地震速报部门代码约定 

附录 2：XX 台网地震速报卡 

附录 3：  

联系方式  

1．国家地震台网中心传真电话：010-59959376 

2．EQIM 系统运行维护人员联系方式： 

值班电话：010-59959375 

杨  陈：010-59959371/13811114938 

代 光辉：手机：13683296228 

  

附件 2：地震初步速报信息卡 

附件 3：地震正式速报信息卡 

附件 4:   

手机短信内容与样式  

国家台网（或四川台网）测定（或初步测定）：08 月 13 日 16 时 45 分在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北纬 32.5 度、

东经 105.4 度）发生 4.0 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公里。  

附件 5：   

联系电话与传真  

地震速报信息传真联系方式： 

1．中国地震局值班室：010-88015375，88015360 

2、中国地震台网中心：13910278015  010-59959339 

3．传真：中国地震局值班室：010-68218302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010-59959376 

 

 

5.5.34）《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48 号  2006 年 4 月 1 日） 

http://www.gov.cn/flfg/2006-02/23/content_208289.htm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86.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06-00009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建设部生成日期：2006 年 01

月 27 日文件名称：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有 效 期：2006 年 04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部令第 148 号主 题 词：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   

  《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已于 2005 年 12 月 31 日经建设部第 83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

布，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汪光

焘                           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

对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监督管理，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抗震设防区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有关活动，实施对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监督管理，

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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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  

  制定、修订工程建设标准时，应当及时将先进适用的抗震新技术、新材料和新结构体系纳入标准、规范，

在房屋建筑工程中推广使用。  

  第六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抗震设防。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降低抗震设防标准。 

  第七条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遵守有关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

防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规定，保证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质量，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八条 城市房屋建筑工程的选址，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抗震防灾专业规划的要求；村庄、集镇

建设的工程选址，应当符合村庄与集镇防灾专项规划和村庄与集镇建设规划中有关抗震防灾的要求。  

  第九条 采用可能影响房屋建筑工程抗震安全，又没有国家技术标准的新技术、新材料的，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申请核准。申请时，应当说明是否适用于抗震设防区以及适用的抗震设防烈度范围。 

  第十条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中甲类和乙类建筑工程的初步设计文件应当有抗震设防专项内容。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应当在初步设计阶段进行抗震设防专项审查。 

  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设计应当作为施工图审查的重要内容。 

  第十一条 产权人和使用人不得擅自变动或者破坏房屋建筑抗震构件、隔震装置、减震部件或者地震反应

观测系统等抗震设施。 

  第十二条 已建成的下列房屋建筑工程，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且未列入近期拆除改造计划的，应当委托具

有相应设计资质的单位按现行抗震鉴定标准进行抗震鉴定： 

  （一）《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中甲类和乙类建筑工程； 

  （二）有重大文物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房屋建筑工程； 

  （三）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房屋建筑工程。 

  鼓励其他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且未列入近期拆除改造计划的房屋建筑工程产权人，委托具有相应设计资质

的单位按现行抗震鉴定标准进行抗震鉴定。 

  经鉴定需加固的房屋建筑工程，应当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确定的限期内采取必要的抗震

加固措施；未加固前应当限制使用。 

  第十三条 从事抗震鉴定的单位，应当遵守有关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的规定，保证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鉴定质量，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四条 对经鉴定需抗震加固的房屋建筑工程，产权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进行抗

震加固设计与施工，并按国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抗震加固应当与城市近期建设规划、产权人的房屋维修计划相结合。经鉴定需抗震加固的房屋建筑工程在

进行装修改造时，应当同时进行抗震加固。 

  有重大文物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加固，应当注意保持其原有风貌。 

  第十五条 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鉴定、抗震加固费用，由产权人承担。 

  第十六条 已按工程建设标准进行抗震设计或抗震加固的房屋建筑工程在合理使用年限内，因各种人为因

素使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能力受损的，或者因改变原设计使用性质，导致荷载增加或需提高抗震设防类别的，产权人

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抗震验算、修复或加固。需要进行工程检测的，应由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

检测。 

  第十七条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当地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受损房屋建筑工程抗震性能的应急

评估，并提出恢复重建方案。 

  第十八条 震后经应急评估需进行抗震鉴定的房屋建筑工程，应当按照抗震鉴定标准进行鉴定。经鉴定需

修复或者抗震加固的，应当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修复或者抗震加固。需易地重建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规划和建设。 

  第十九条 当发生地震的实际烈度大于现行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对应的地震基本烈度时，震后修复或者建设

的房屋建筑工程，应当以国家地震部门审定、发布的地震动参数复核结果，作为抗震设防的依据。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质量的监督管理，并对

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工程执行抗震设防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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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村镇建设抗震设防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农民自建低层住宅抗震设防进行技术指导和技

术服务，鼓励和指导其采取经济、合理、可靠的抗震措施。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拍摄科普教育宣传片、发送农房抗震图

集、建设抗震样板房、技术培训等多种方式，积极指导农民自建低层住宅进行抗震设防。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有权组织抗震设防检查，并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提供有关房屋建筑工程抗震的文件和资料； 

  （二）发现有影响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质量的问题时，责令改正。 

  第二十三条 地震发生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破坏程度超出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允许范围的房屋建筑工程的破坏原因进行调查，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地震调查情况，及时组织力量开展房屋建筑工程抗震科学研究，并对相关工

程建设标准进行修订。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质量问题都有权检举和投诉。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擅自使用没有国家技术标准又未经审定通过的新技术、新材料，或者将不适用

于抗震设防区的新技术、新材料用于抗震设防区，或者超出经审定的抗震烈度范围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擅自变动或者破坏房屋建筑抗震构件、隔震装置、减震部件或者地震反应观测

系统等抗震设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个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未对抗震能力受损、荷载增加或者需提高抗震设防类别的房屋建筑工程，进行

抗震验算、修复和加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

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经鉴定需抗震加固的房屋建筑工程在进行装修改造时未进行抗震加固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所称抗震设防区，是指地震基本烈度六度及六度以上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05g

的地区）。 

  本规定所称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是指超出国家现行规范、规程所规定的适用高度和适用结构类型的高层建

筑工程，体型特别不规则的高层建筑工程，以及有关规范、规程规定应当进行抗震专项审查的高层建筑工程。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5.5.35）《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2008 年 9 月 18 日建设部令第 1 号,2015 年 1 月 22 日 建设部令第

23 号） 

http://www.gov.cn/flfg/2008-11/18/content_1151893.htm   2008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502/t20150210_220290.html    2015 

 

《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 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 1 号 

  《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已于 2008 年 9 月 18 日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 2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予发布，自 2008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姜伟新 

                            二○○八年十月七日 

  

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的监督管理，提高市政公用设施的抗灾能力，保障市政公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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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运行安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政公用设施的抗灾设防，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市政公用设施，是指规划区内的城市道路（含桥梁）、城市轨道交通、供水、排水、燃气、热

力、园林绿化、环境卫生、道路照明等设施及附属设施。 

  本规定所称抗灾设防是指针对地震、台风、雨雪冰冻、暴雨、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所采取的工程和非工程

措施。 

  第三条 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实行预防为主、平灾结合的方针。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负责全国市政公

用设施抗灾设防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的具体管理工作。 

  第五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实际防灾要

求，制定、修订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将市政公用设施的抗灾设防要求和先进、适用、成熟的技术措施纳入工程建设

标准。 

  第六条 国家鼓励采用符合工程建设标准的先进技术方法和材料设备，进行市政公用设施的抗灾设计与施

工。在工程设计和施工中采用可能影响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能力，且无相应工程建设标准的新技术、新材料的，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核准。 

  第七条 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市政公用设施的运

营、养护单位以及从事市政公用设施抗灾抗震鉴定、工程检测活动的单位，应当遵守有关建设工程抗灾设防的法律、

法规和技术标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八条 城乡规划中的防灾专项规划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在对规划区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基础上，对重大市政公用设施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市

政公用设施，进行灾害及次生灾害风险、抗灾性能、功能失效影响和灾时保障能力评估，并制定相应的对策； 

  （二）根据各类灾害的发生概率、城镇规模以及市政公用设施的重要性、使用功能、修复难易程度、发生

次生灾害的可能性等，提出市政公用设施布局、建设和改造的抗灾设防要求和主要措施； 

  （三）避开可能产生滑坡、塌陷、水淹危险或者周边有危险源的地带，充分考虑人们及时、就近避难的要

求，利用广场、停车场、公园绿地等设立避难场所，配备应急供水、排水、供电、消防、通讯、交通等设施。 

  第九条 城乡规划中的市政公用设施专项规划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一）快速路、主干道以及对抗灾救灾有重要影响的道路应当与周边建筑和设施设置足够的间距，广场、

停车场、公园绿地、城市轨道交通应当符合发生灾害时能尽快疏散人群和救灾的要求； 

  （二）水源、气源和热源设置，供水、燃气、热力干线的设计以及相应厂站的布置，应当满足抗灾和灾后

迅速恢复供应的要求，符合防止和控制爆炸、火灾等次生灾害的要求，重要厂站应当配有自备电源和必要的应急储

备； 

  （三）排水设施应当充分考虑下沉式立交桥下、地下工程和其他低洼地段的排水要求，防止次生洪涝灾害； 

  （四）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和污水处理设施应当符合灾后恢复运营和预防二次污染的要求，环境卫生设施配

置应当满足灾后垃圾清运的要求；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十条 市政公用设施的选址和建设应当符合城乡规划以及防灾专项规划、市政公用设施各项专业规划和

有关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 

  位于抗震设防区、洪涝易发区或者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市政公用设施的选址和建设还应当分别符合城市抗

震防灾、洪涝防治和地质灾害防治等专项规划的要求。 

  第十一条 新建、改建和扩建市政公用设施应当按照有关工程建设标准进行抗灾设防。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降低抗灾设防标准。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和扩建市政公用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设置安全监测、健康监测、应急自动处

置和防灾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安全监测、健康监测、应急自动处置和防灾设

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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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对重大市政公用设施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市政公用设施进行可行性研究时，建设单位应

当组织专家对工程选址和设计方案进行抗灾设防专项论证。 

  第十四条 对抗震设防区的下列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单位应当在初步设计阶段组织专家进行抗震专项论证： 

  （一）属于《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中特殊设防类、重点设防类的市政公用设施； 

  （二）结构复杂或者采用隔震减震措施的大型城镇桥梁和城市轨道交通桥梁，直接作为地面建筑或者桥梁

基础以及处于可能液化或者软粘土层的隧道； 

  （三）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地下停车场等地下工程设施； 

  （四）震后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共同沟工程、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 

  （五）超出现行工程建设标准适用范围的市政公用设施。 

  国家或者地方对抗震设防区的市政公用设施还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第十五条 市政公用设施抗震专项论证的内容包括：市政公用设施的抗震设防类别、抗震设防烈度及设计

地震动参数的采用、场地类型和场地抗震性能、抗震概念设计、抗震计算、抗震及防止次生灾害措施、基础抗震性

能等。对有特殊要求的工程，还应当论证其地震应急处置方案和健康监测方案设计。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组织抗震专项论证时，应当有三名以上国家或者工程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

政公用设施抗震专项论证专家库成员参加。 

  国家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政公用设施抗震专项论证专家库成员分别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公布。 

  第十七条 对风荷载起控制作用的城镇桥梁和城市轨道交通桥梁等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单位应当在初步设

计阶段组织专家进行抗风专项论证。 

  第十八条 施工图审查机构在进行施工图审查时，应当审查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内容。 

  对应当进行抗灾设防专项论证、抗震专项论证、抗风专项论证的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单位应当在提交施工

图的同时将专项论证意见送施工图审查机构。 

  对应当进行而未进行抗灾设防专项论证、抗震专项论证、抗风专项论证的市政公用设施，或者进行了抗灾

设防专项论证、抗震专项论证、抗风专项论证的市政公用设施，其设计图纸未执行专项论证意见的，施工图审查结

论为不合格。 

  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针对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期间的防灾薄弱环节，组织制定技术措施和应急预案，并

组织实施。 

  第二十条 市政公用设施的运营、养护单位应当定期对市政公用设施进行维护、检查和更新，确保市政公

用设施的抗灾能力。 

  市政公用设施的运营、养护单位应当加强对重大市政公用设施、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市政公用设施的

关键部位和关键设备的安全监测、健康监测工作，定期对土建工程和运营设施的抗灾性能进行评价，并制定相应的

技术措施。 

  市政公用设施的运营、养护单位应当保存有关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资料和维护、检查、监测、评价、鉴

定、修复、加固、更新、拆除等记录，建立信息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并及时将有关资料报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动或者破坏市政公用设施的防灾设施、抗震抗风构件、隔震或者

振动控制装置、安全监测系统、健康监测系统、应急自动处置系统以及地震反应观测系统等设施。 

  第二十二条 市政公用设施的运营、养护单位应当按照工程建设标准和应急措施，设置安全报警、监控电

视、漏电报警、燃气等易燃易爆气体和有毒有害气体报警、防汛、消防、逃生、紧急疏散照明、应急发电、应急通

讯、救援等器材和设备，定期维护、检查、更新，并保持正常运行。 

  第二十三条 市政公用设施超出合理使用年限，或者在合理使用年限内，但因环境、人为等各种因素抗灾

能力受损的，市政公用设施的运营、养护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评估，需要进行修复或者加固

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修复或者加固。 

  第二十四条 抗震设防区内已建成的下列市政公用设施，原设计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且未列入近期改造、

改建、拆除计划的，市政公用设施的产权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的单位按照抗震鉴定标准进行抗震鉴定： 

  （一）属于《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中特殊设防类、重点设防类的城镇桥梁，城市轨道交通，燃气、

供水、排水、热力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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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一）项之外的其他重大市政公用设施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市政公用设施； 

  （三）有重大文物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市政公用设施； 

  （四）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的市政公用设施。 

  经鉴定不符合抗震要求的市政公用设施应当进行改造、改建，或者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按照

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依法进行抗震加固设计与施工；未进行改造、改建或者加固前，应当限制使用。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并组织

实施。 

  市政公用设施的运营、养护单位应当根据市政公用设施的具体情况，制定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抢

险和救援队伍，配备抢险、救援器材设备，并定期组织演练。定期演练每年不得少于一次。 

  第二十六条 灾害发生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以及市政公用设施的运营、养护单位应当

按照相应的应急预案及时组织应对响应。 

  第二十七条 灾害发生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受灾的市政公用

设施进行应急评估，并及时将市政公用设施因灾直接经济损失情况报上级建设主管部门以及同级人民政府民政主管

部门。 

  经应急评估需进行抗灾鉴定的市政公用设施，其运营、养护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按照国家

有关工程建设标准进行鉴定。经鉴定需修复、加固或者重建的，应当按照工程建设标准进行修复、加固或者重建。 

  经应急评估可继续使用的市政公用设施，其运营、养护单位应当进行安全性检查，经检查合格后，方可恢

复运营、使用。 

  第二十八条 自然灾害发生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破坏程度超出工程

建设标准允许范围的市政公用设施进行调查分析，对因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造成破坏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

的责任。 

  第二十九条 灾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进行恢复重建时，应当坚持基础设施先行的原则。 

  需易地重建的市政公用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规划和建设。 

  地震后修复或者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应当以国家地震部门审定、发布的地震动参数复核结果，作为抗震设

防的依据。 

  当发生超过当地设防标准的其他自然灾害时，灾后修复或者建设的市政公用设施，应当以国家相关灾害预

测、预报部门公布的灾害发生概率，作为抗灾设防的依据。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质量的监督管理，并对

本行政区域内市政公用设施执行抗灾设防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并可以采

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提供有关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的文件和资料； 

  （二）发现有影响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质量的问题时，责令相关责任人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必

要的检测、鉴定，并提出整改措施。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擅自采用没有工程建设标准又未经核准的新技术、新材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擅自变动或者破坏市政公用设施的防灾设施、抗震抗风构件、隔震或者振动控

制装置、安全监测系统、健康监测系统、应急自动处置系统以及地震反应观测系统等设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个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未对经鉴定不符合抗震要求的市政公用设施进行改造、改建或者抗震加固，又

未限制使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

款。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所称重大市政公用设施，包括快速路、主干道、对抗灾救灾有重要影响的城镇道路上

的大型桥梁（含大型高架桥、立交桥）、隧道工程、城市广场、防灾公园绿地，公共地下停车场工程、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城镇水源工程、水厂、供水排水主干管、高压和次高压城镇燃气热力枢纽工程、城镇燃气热力管道主干管、

城镇排水工程、大型污水处理中心、大型垃圾处理设施等。 

  本规定所称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市政公用设施，是指遭受破坏后可能引发强烈爆炸或者大面积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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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水淹等情况的市政公用设施。 

  本规定所称抗震设防区，是指地震基本烈度六度及六度以上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05g 的地区）。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08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建设部 1994 年 11 月 10 日发布的《建设工程抗御地震

灾害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38 号）同时废止。 

 

 

《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 201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令第 23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已经第 20 次部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陈政高 

                2015 年 1 月 22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 

  为了依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决定： 

  一、将《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1 号）第四条第二款中的“建设主管部

门”修改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余条款依此修改。 

  将第六条修改为：“国家鼓励采用符合工程建设标准的先进技术方法和材料设备，进行市政公用设施的抗

灾设计与施工。市政公用设施勘察、设计文件中规定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可能影响市政公用设施抗灾安全，又

没有国家技术标准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检测和审定后，方可使用。” 

  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擅自使用没有国家技术标准又未经审定的新技术、新材料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二、将《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148 号）第四条中的“建设主管部门”修改为“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余条款依此修改。 

  将第九条修改为：“房屋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中规定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可能影响房屋建筑工程

抗震安全，又没有国家技术标准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检测和审定后，方可使用。” 

  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擅自使用没有国家技术标准又未经审定的新技术、新材料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三、将《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28 号）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务院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将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施

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工作。” 

  将第三条第三款中的“建设主管部门”修改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余条款依此修改。 

  将第五条修改为：“建筑施工企业从事建筑施工活动前，应当依照本规定向企业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 

  四、将《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第一条修改为：“为加强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实施的监督工作，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将第三条中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有

关主管部门”。其余条款依此修改。 

  将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中规定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质

量和安全，又没有国家技术标准的，应当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论证，出具检测报告，并经国务院有关

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组织的建设工程技术专家委员会审定后，方可使用。” 

  将第二十条修改为：“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造成工程质量、安全隐患或者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按照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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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将《城市房屋便器水箱应用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7 号发布，根据建设部令第 103 号修正）第

四条修改为：“原有房屋安装使用淘汰便器水箱和配件的，房屋产权单位应当制定更新改造计划，分期分批进行改

造。” 

  将第十三条中的“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将第十四条中的“建设部”修改为“住房城乡建设部”。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以上 5 部部门规章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发布。 

 

5.5.36）《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灾害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38 号  1994 年 12 月 01 日）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06.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1994-00002 主题信息：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期：1994

年 11 月 10 日文件名称：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灾害管理规定有 效 期：1994 年 12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38 号主 题 词：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灾害管理规定   

  《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灾害管理规定》已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一日经十七次部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  

部长 侯捷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城乡建设、工程建设抗御地震灾害（以下简称抗震）工作的管理，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

灾害，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抗震设防地区。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上述地区进行城乡建设、工程建设均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抗震工作实行预防为主、平震结合的方针。  

  抗震计划应纳入各级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分别组织实施。  

  第四条 抗震工作的任务：贯彻执行抗震工作的法律、法规；制定抗震工作规章；组织制定抗震工作的规

划、计划；负责管理工程（房屋、工程设施、构筑物等）的抗震设防和抗震加固；编制、实施抗震防灾规划和综合

抗震防御体系区域规划；调查、评估震后工程震害；参与、指导抢修、排险和震后恢复重建。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综合管理全国城乡建设、工程建设的抗震工作；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的抗震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抗震工作。  

  第六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应积极开展抗震宣传教育工作，普及抗震知识；推动和加强抗

震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积极开展国际抗震科学技术合作与学术交流。  

  第七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有参加抗震活动的义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对在抗震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新建工程抗震设防费用应纳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抗震加固经费源于地方、部门财力和单位自筹。

有重要文物价值和纪念性建筑等特殊工程项目，可按管理权限申请专项经费。  

  对进行抗震加固的工程，可免于征收建筑税。  

  凡列入抗震的专用经费，严禁挪作它用。  

第二章 抗震防灾规划  

  第九条 城市和大型工矿企业都必须编制抗震防灾规划。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专业规划，

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编制。大型工矿企业抗震

防灾规划由企业组织编制，并应纳入企业发展规划。  

  第十条 抗震防灾规划的内容主要包括：规划纲要，工程震害预测，抗震设防区划，生命线工程、房屋、

工程设施及设备的抗震设防和加固，地震次生灾害的预防，避震场地的布置和疏散道路的安排，震时应急反应和工

程排险抢修预案等。  

  第十一条 省会城市、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抗震防灾规划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国家重点抗

震城市的抗震防灾规划由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他城市的抗震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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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规划由当地人民政府审批；大型工矿企业的抗震防灾规划由企业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二条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大型工矿企业抗震防

灾规划由企业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地震时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工程，不得建在市区、已建在市区的应结合城市改造逐步迁出。  

  第十四条 参照国家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地震趋势意见和有震情背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

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抗震重点防御区。抗震重点防御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应组成跨地区的协调

机构开展区域内的抗震工作。  

  第十五条 抗震重点防御区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有关行业部门共同编制综合抗震防御体系区域规

划，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性的库坝、邮电、电力、铁道、交通等以及城市和农村的抗震对策、措施及震后开展地

区或城市间的相互协调、支援等。  

  第十六条 综合抗震防御体系区域规划在同一省内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跨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三章 抗震设防 

   第十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必须进行抗震设防，不符合抗震设防标准的工程不得进行建设。 

  第十八条 新建工程的抗震设防在进行工程选址、可行性研究时应按国务院计划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提出抗震设防依据、工程建设场地抗震安全评价、设防标准及方案论证等。  

  第十九条 工程建设场地抗震安全评价、抗震设防标准、设防烈度应按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和有关抗震设计规范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提高或降低。凡需要提高设防烈度和设防标准（包括工程项目

或工程项目的一些关键部位）的，应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按规定的业务范围承担工程项目的抗震设计（含勘察），并承担相应的抗震

设计质量责任。  

  第二十一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对工程项目抗震设计质量进行审查、监督。  

  第二十二条 施工单位应严格按图纸施工，遵守有关施工规程和规范，对抗震设防措施不得任意更改。  

  第二十三条 各级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查时，应同时对抗震设防措施进行监督和检查。

凡不符合抗震设防要求的工程，应令其补强、返工以至停工。  

  第二十四条 凡新建工程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和新结构体系，均应通过相应级别的抗震性能鉴定，符合抗

震要求，方可推广使用。  

  第二十五条 村镇建设中的公共建筑、统建的住宅及乡镇企业的生产、办公用房，必须进行抗震设防；其

他建设工程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采取抗震措施，提高村镇房屋的抗震能力。  

第四章 抗震鉴定与加固  

  第二十六条 凡未经抗震设防的房屋、工程设施和设备，除本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外，均应按现行的抗

震鉴定标准和加固技术规程进行鉴定和加固，以达到应有的抗震能力。  

  第二十七条 抗震加固应与城市改造规划、单位及个人的房屋维修、大修计划及企业的技术改造相结合。  

  除有短期地震预报外，对列入城市近期改建、企业改造计划的房屋、工程设施和设备可不进行抗震加固。

对临时性建筑不进行抗震鉴定、加固。  

  第二十八条 抗震加固应突出重点，确保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程和生命线工程的抗震能力。  

  对有重要文物价值和纪念性建筑的抗震加固，应注意保持建筑物的原有风貌。  

  第二十九条 抗震加固必须严格按照鉴定、加固设计、审查和加固施工及竣工验收的程序进行。  

  第三十条 经鉴定不符合抗震设防要求的房屋、工程设施和设备均由产权所有者负责进行抗震加固，提出

加固计划，并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计划限期完成。  

  第三十一条 凡属抗震加固范围内的房屋、工程设施和设备，产权所有者有参加抗震加固保险的义务，其

保险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震后恢复重建  

  第三十二条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有关部门详细调查和核实地震对城乡建设、工

程建设造成的灾害，并尽快提出恢复重建规划。  

  第三十三条 恢复重建规划应根据震害情况，按照一次规划、分期实施、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组织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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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三十四条 恢复重建的抗震设防标准，必须经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第三十五条 对震损房屋、工程设施及设备的拆除，必须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遭受严重破坏的城市，应根据恢复重建规划进行重建。确需易地重建的城市，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对城市新址进行科学论证，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三十七条 在地震灾区村镇建设中，应对抗震性能差的传统结构及建造方法予以改进，并在重建中推广、

应用抗震性能好的结构形式及建造方法。  

第六章 罚则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通报批评、责令限期完

成，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按规定编制城市或企业抗震防灾规划，综合抗震防御体系区域规划的；  

  （二）新建工程未按规定进行抗震设防的；  

  （三）未按规定进行抗震加固的；  

  （四）未按规定拆除震损房屋、工程设施及设备的。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停止施工、

降低资质（格）等级，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按抗震设计规范设计或擅自提高、降低抗震设防标准的；  

  （二）擅自更改或取消抗震设防措施的；  

  （三）使用未经抗震鉴定的新技术、新材料或新结构体系的。  

  第四十条 挪用抗震经费和材料、破坏抗震设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抗震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

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抗震设防地区是指地震烈度为六度以及六度以上地区和今后有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地区。  

  二、抗震设防区划是指，根据一个城市内不同地区（段）地震地质、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历史地震的区

别，反映其地震作用强度和震害分布的差异，在综合考虑城市不同地区（段）功能和工程结构特点等因素的基础上，

确定不同地区的设防烈度和设计地震动参数。  

  三、生命线工程是指对城市功能、人民生活和生产活动有重大影响的供电、供水、供气、供热、交通、通

讯枢纽、医疗卫生、消防等工程系统。  

  四、次生灾害是指地震时由于工程结构、设施、设备等破坏或地表的变化（如滑坡、地裂、借动、喷砂等）

而引起的二次或三次灾害。诸如因地震引起的水灾、火灾、爆炸、海啸、有毒物质的扩散、放射性物质的逸散、疫

病蔓延等。  

  第四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 

 

5.5.37）《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管理办法》(中国地震局令 第 8 号 2002 年 1 月 16 日） 

http://www.cea.gov.cn/publish/dizhenj/465/527/760/20120216094233265398803/index.html  

http://www.jianzai.gov.cn/DRpublish/zcfg/0000000000009621.html  

索 引 号：                                         主题分类：法规文件/部门规章 

发布机构：中国地震局                               发文日期：2002 年 2 月 27 日 

名    称：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管理办法 

文    号：中国地震局令第 8 号                       主 题 词：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管理办法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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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的管理，保证工作质量，维护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

减灾法》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和对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单位，必须取得资质证书。与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相关的地震动参数复核、

地震小区划、地震活动断层探测和危险性鉴定、震害预测工作，应当由地震安全性评价持证单位承担。 

第四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是指从业单位必须具备的资历、人员、技术、设备等条件。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分为甲级、乙级、丙级。 

第五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是全国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的管理部门，负责甲级、乙级资质的审批。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是本行政区域内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的管理部

门，负责丙级资质的审批，并报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取得地震安全性评价执业资格。未取得执业资格的人

员不得作为地震安全性评价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地震安全性评价执业资格设一级、二级，分为地震、地震地质和工程地震三个专业。 

地震安全性评价执业资格的管理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地震安全性评价一级执业资格证书的审批。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负责地震安全性评价二级执业资格证书的审

批，并报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的单位应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九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甲级资质证书的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  具有固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持有一级执业资格证书 6 人以上，其中地震、地震地质、工程地震专业必须

各有 2 人以上； 

(二)  具有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技术装备及地震安全性评价专用软件系统，并具备相应的实验、测试、

分析能力； 

(三)  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5 人； 

(四)  具有独立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和编写评价报告的能力； 

(五)  掌握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等； 

(六)  具有健全的质量、技术管理制度。 

第十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乙级资质证书的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  具有固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持有一级、二级执业资格证书各 3 人以上，其中地震、地震地质、工程地震

专业必须各有 2 人以上； 

(二)  具有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技术装备及地震安全性评价专用软件系统，并具备相应的实验、测试、

分析能力； 

(三)  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 

(四)  具有独立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和编写评价报告的能力； 

(五)  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等； 

(六)  有健全的质量、技术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丙级资质证书的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  具有固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持有二级以上执业资格证书 4 人以上，其中地震、地震地质、工程地震专业

必须各有 1 人以上； 

(二)  具有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技术装备及地震安全性评价专用软件系统； 

(三)  初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6 人； 

(四)  具有独立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和编写工作报告的能力； 

(五)  了解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等； 

(六)  有健全的质量、技术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首次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的单位，只能申请乙级、丙级资质证书。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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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地震安全性评价乙级、丙级资质证书满 2 年的单位，可以按照资质条件申请上一级资质证书。 

第十三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甲级资质证书持证单位的从业范围是：全国范围内各种类型的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

性评价和地震小区划、地震动参数复核及地震活动断层探测与危险性鉴定、震害预测等有关工作。 

地震安全性评价乙级资质证书持证单位的从业范围是：全国范围内除国家重大建设工程、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

工程以外的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和地震动参数复核及 100 万人口以下城市的地震小区划工作。 

地震安全性评价丙级资质证书持证单位的从业范围是：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辖区内的地震动参数复核工作。 

第十四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一级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从事与地震安全性评价相关工作五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二）熟悉本专业的技术和知识，掌握国内外先进技术和发展趋势，并能解决关键性技术问题； 

（三）具有承担重大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能力，并能独立编写评价报告； 

（四）掌握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等，并能结合实际工作熟练运用。 

第十五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二级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从事与地震安全性评价相关工作三年以上，并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二）熟悉本专业的技术和知识，能应用国内外先进技术解决工程技术问题； 

（三）具有参加重大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能力，并能独立编写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报告； 

（四）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等，并能在实际工作中运用。 

第十六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执业资格证书的技术人员，应当参加发证机关组织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考试，

取得合格证书。 

第十七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的单位，应当向资质管理部门提供下列资料： 

（一）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申请表； 

（二）单位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单位所有制性质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法人代表与技术负责人的有关证明材料； 

（四）主要技术人员情况； 

（五）主要设备； 

（六）单位资历。 

申请甲、乙级资质证书，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审核。审核部

门应当对申请单位的资质条件和提供的资料进行核实，并向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提供核实意见。 

国务院部委的直属机构申请甲级、乙级资质证书，经其主管部门审核后，直接向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提供

申请资料。 

第十八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当向资质管理部门提供下列资料： 

（一）地震安全性评价执业资格证书申请表； 

（二）工作资历和主要业绩； 

（三）所在单位的审核意见； 

（四）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考试合格证书。 

第十九条  资质管理部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资料后，应当委托地震安全性评审组织，对资质证书和执业资格证

书的申请进行业务审查。 

第二十条  资质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审查决定。符合条件的，予以颁发证书，并通知

申请人；需要补充有关资料的，应当要求申请人限期补交，逾期不交的，视为放弃申请；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

由。 

申请人自收到批准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到资质管理部门领取证书。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

当将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审批结果予以公告。 

第二十二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包括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式样由国务院地震

工作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第二十三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的有效期为 4 年。持证单位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期满 30 日前向发证机

关提出延展申请，经审查后重新确认资质等级，核发证书。逾期不办理的，到期自行失效。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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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应当在 30 日内到资质审批部门办理变

更手续。机构、人员发生重大变化，应当向资质审批部门申报。 

第二十五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实行定期审查制度，每 2 年审查一次。审查时间由资质审批部门决定，提前

30 日告知持证单位。 

审查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根据审查结论，对资质单位分别予以确认、限期整改、降级或终止的决定。 

第二十六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审查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  持证单位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机构、人员状况； 

(二)  固定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及持执业资格证书状况； 

(三)  仪器设备、分析测试手段和数据质量； 

(四)  抽查已完成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报告； 

(五)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的情况。 

第二十七条  持证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资质管理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根据违法

情节，处以警告、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暂扣或吊销资质等级证书： 

(一)        弄虚作假领取资质证书的； 

(二)        转借资质证书的； 

(三)        机构、人员发生变化与资质等级不符又不及时申报的； 

(四)        无故不参加定期审查或者上报的材料不真实的。 

第二十八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持证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

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  审查颁发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和执业资格证书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地震安

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8 年 1 月 4 日公布的《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许可证书管理办法》

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上岗证书管理办法》（震发防[1998]004 号）同时废止。 

 

 

5.5.38）《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23 号 2002 年 1 月 1 日，国务院令第 676 号

2017 年 3 月 1 日）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557.htm   2002 

http://www.cea.gov.cn/publish/dizhenj/465/527/759/20171009153053085817527/index.html   2017 

http://www.fjdzj.gov.cn/ar/2018011814000004.htm   2017 

《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2002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23 号 

现公布《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总 理  朱镕基 

                                        二○○一年十一

月十五日 

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管理，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和本条例的规定，需要进行地震安

全性评价的，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技术规范，确保地震安全性评价的质量。 

第四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监督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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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第五条 国家鼓励、扶持有关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科技研究，推广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提高地震安全性评价的

科技水平。 

第二章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的资质 

第六条 国家对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单位实行资质管理制度。 

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单位必须取得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方可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第七条 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单位具备下列条件，方可向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申请领取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 

(一)有与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相适应的地震学、地震地质学、工程地震学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有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技术条件。 

第八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

自收到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对符合条件的，颁发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

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应当在其资质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 

禁止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超越其资质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的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

业务。禁止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 

第十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的式样，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第三章 地震安全性评价的范围和要求 

第十一条 下列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一)国家重大建设工程； 

(二)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灾、火灾、爆炸、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大量泄露或者其他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

工程，包括水库大坝、堤防和贮油、贮气、贮存易燃易爆、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的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发生严重次

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三)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放射性污染的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认为对本行政区域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建设工程。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委托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与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订立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对建设工程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后，应当编制该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

告。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工程概况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技术要求； 

(二)地震活动环境评价； 

(三)地震地质构造评价； 

(四)设防烈度或者设计地震动参数； 

(五)地震地质灾害评价； 

(六)其他有关技术资料。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报送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审定。 

第四章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的审定 

第十六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下列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的审定： 

(一)国家重大建设工程； 

(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建设工程； 

(三)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负责除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

价报告的审定。 

第十七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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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收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审定，确定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 

第十八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在

确定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后，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建设单位，并告知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

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将其确定的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报国务

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项目审批的部门，应当将抗震设防要求纳入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

内容。对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未包含抗震设防要求的项目，不予批准。 

第二十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铁路、交通、民用航空、水利和其他有关专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抗

震设计规范，应当明确规定按照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计的方法和措施。 

第二十一条 建设工程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 

第二十二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会同

有关专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六章 罚  则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得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由国务

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或者机构吊销资质证书： 

(一)超越其资质许可的范围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 

(二)以其他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的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 

(三)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

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向不符合条件的单位颁发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和审定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国务院地震工作

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

予查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尚不构成犯罪的，对部门或者机构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2017 

（2001 年 11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23 号公布，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 2017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令第 676 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管理，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和本条例的规定,需要进行地震

安全性评价的，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技术规范，确保地震安全性评价的质量。 

  第四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监督管

理工作。 

  第五条 国家鼓励、扶持有关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科技研究，推广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提高地震安全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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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科技水平。 

第二章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的资质 

  第六条 国家对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单位实行资质管理制度。 

  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单位必须取得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方可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第七条 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单位具备下列条件，方可向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申请领取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 

  （一）有与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相适应的地震学、地震地质学、工程地震学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有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技术条件。 

  第八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应当自收到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对符合条件的，颁发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

书；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应当在其资质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 

  禁止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超越其资质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的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

评价业务。禁止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 

  第十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的式样，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第三章 地震安全性评价的范围和要求 

  第十一条 下列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一）国家重大建设工程； 

  （二）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灾、火灾、爆炸、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大量泄露或者其他严重次生灾害

的建设工程，包括水库大坝、堤防和贮油、贮气，贮存易燃易爆、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的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发生

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三）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放射性污染的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认为对本行政区域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建设工程。 

  第十二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对建设工程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后，应当编制该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

价报告。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工程概况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技术要求； 

  （二）地震活动环境评价； 

  （三）地震地质构造评价； 

  （四）设防烈度或者设计地震动参数； 

  （五）地震地质灾害评价； 

  （六）其他有关技术资料。 

第四章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的审定 

  第十三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下列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的审定： 

  （一）国家重大建设工程； 

  （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建设工程； 

  （三）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负责除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地震安全

性评价报告的审定。 

  第十四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应当自收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审定，确定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 

  第十五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在确定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后，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建设单位，并告知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

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将其确定的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报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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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监 督 管 理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项目审批的部门，应当将抗震设防要求纳入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审查内容。对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未包含抗震设防要求的项目，不予批准。 

  第十七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铁路、交通、民用航空、水利和其他有关专业主管部门制定

的抗震设计规范，应当明确规定按照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计的方法和措施。 

  第十八条 建设工程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 

  第十九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会

同有关专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六章 罚 则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由国务

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

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或者机构吊销资质证书： 

  （一）超越其资质许可的范围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 

  （二）以其他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的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 

  （三）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

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向不符合条件的单位颁发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和审定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国务院地震

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

为不予查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没有造成严重后

果，尚不构成犯罪的，对部门或者机构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5.5.39）《地震行政执法规定》(中国地震局令第 3 号 1999 年 8 月 5 日） 

http://www.eq-xj.gov.cn/zlwx/zcfg/flfg/5842.htm  

http://www.gsliangzhou.gov.cn/lzqdzj/gkml/zcfg/113355.htm  

http://fzjzj.lsz.gov.cn/cszd/zcwjjjd5/2137279/index.html  

中国地震局令 第 3 号 

      《地震行政执法规定》，已于 1999 年 8 月 5 日经中国地震局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 

                                                    局长：陈章立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震行政执法工作，规范地震行政执法行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地震行政执法，是指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

或者机构（以下统称地震行政执法机关），以及受委托进行地震行政执法的机构或者组织依据防震减灾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规定，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和受委托进行地震行政执法的机构或者组织及其执法工作人员进行地震行政

执法活动，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地震行政执法必须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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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工作人员依法进行地震行政执法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六条  各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接受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监督。 

第二章  地震行政执法主体 

    第七条 各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是地震行政执法的主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普及、贯彻、执行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制定地震行政执法的制度并组织实施； 

    （三）向立法机关提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意见和建议； 

    （四）组织地震行政执法的培训和考核； 

    （五）监督下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工作；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根据需要在其权限内可以委托有关组织或者机构进行地震行政执法。 

未设立地震工作机构的市、县的地震行政执法工作，由其上一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负责，或者委托有关组织或

者机构负责。 

    委托机关负责监督 受委托的组织或者机构实施的地震行政执法行为，并对行为后果负责；受委托组织在委

托范围内，以委托机关名义进行地震行政执法活动。 

    第九条  具备地震行政执法资格，依法履行地震行政执法职责的人员是地震行政执法人员。 

    地震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三）熟悉防震减灾业务工作； 

（四）熟悉防震减灾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有关的法律知识。 

第三章  地震行政执法管辖 

第十条 地震行政执法实行地域管辖。 

国务院地震行政执法机关负责管理、指导和监督全国的地震行政执法。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地震行政执法。 

    受委托的组织或者机构，在其委托的范围内进行地震行政执法。 

    第十一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之间因执法管辖权发生争议时，争议双方应当协商；协商不成的，案件由其

共同上一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指定管辖。 

    第十二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发现查处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地震行政

执法机关，受送机关不得再自行移送或者拒绝。 

    第十三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案件时，如发现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给司

法机关处理。 

第四章  地震行政执法内容 

    第十四条  地震行政执法内容包括： 

    （一）地震行政检查； 

    （二）地震行政许可； 

    （三）地震行政确认； 

    （四）地震行政处罚； 

    （五）地震行政奖励；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地震行政执法行为。 

    第十五条  地震行政检查，是指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遵守防震减灾法律、法

规和规章，是否执行地震行政决定、命令等情况进行检查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十六条  地震行政许可，是指地震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请，通过颁发

证明或者批准、登记、认可等方式，允许其行使某项权利，从事某项活动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十七条  地震行政确认，是指地震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防震减灾活动中的法

律地位和权利、义务进行甄别，给予确定或者否定并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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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  地震行政处罚，是指地震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对违反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给予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十九条  地震行政奖励；是指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对在贯彻执行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减轻地震

灾害损失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给予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五章  地震行政执法程序 

    第二十条  地震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地震行政检查、处罚等执法活动，应当出示表明其身份的执法证件。不

按规定表明身份的，当事人有权拒绝。 

    第二十一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实施地震行政检查，必须告知被检查者检查的目的、内容、要求和方法等

事项。 

    进行现场检查时应当制作笔录，并由被检查者阅核、签字；被检查者拒绝签字的，应当由 2 名以上现场检

查人员签字并注明情况。 

地震行政检查应当按照法定时间进行。 

  在检查中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事先向被检查者说明理由。 

检查结束后，应当对检查情况进行总结，并制作检查报告。 

第二十二条  地震行政许可的一般程序是：申请的提出、申请的受理、申请 

的审核、许可证的颁发。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请，依法进行审核，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应当

给予驳回。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颁发的许可证应当载明许可的内容、期限、许可证件编号，并加盖颁发机关印章。 

    第二十三条  地震行政确认的一般程序是：确认事项的提出、检查鉴定、确定鉴定结果和确认结果公告。 

    地震行政确认必须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第二十四条  地震行政奖励的一般程序是：奖励的提出、审批、公布、授奖和存档。 

    第二十五条  地震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是：受理立案、调查取证、决定、执行和结案。 

    第二十六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对下列案件应当及时受理： 

    （一）监督检查中发现的； 

    （二）举报的； 

    （三）移送的； 

    （四）下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报请的； 

    （五）上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指定办理的； 

    （六）其他需要受理的案件。 

    第二十七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受理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予以立案： 

    （一）有违法人和违法后果： 

    （二）有事实依据； 

    （三）属于地震行政处罚的范围； 

    （四）属于本机关管辖。 

    第二十八条  确定立案办理的案件，应当填写立案审批表，由地震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确定立

案日期和两名以上地震行政执法人员为案件承办人。 

    第二十九条  对于立案办理的案件，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应当调查取证，查明违法事实。 

    第三十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理

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三十一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在进行地震行政处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并进行复核，当

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依据成立的，应当予以采纳。地震行政执法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三十二条  对违法事实确凿，情节较轻，拟作出以下处罚决定的违法行为，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可以作出

现场处罚： 

    （一）予以警告的处罚； 

    （二）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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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的处罚；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以适用现场的处罚。 

    地震行政执法人员作出现场处罚时，应当填写预定格式的现场处罚决定书。 

    第三十三条  除适用现场处罚的案件外，承办人员在案件调查终结后，应对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和社会

危害程度进行合议并作好记录，合议应当根据认定的违法事实，依据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分别提出

以下处理意见： 

    （一）确定应当受到处罚的，依法提出予以地震行政处罚； 

    （二）违法行为较轻，依法提出免于地震行政处罚； 

    （三）违法行为不能成立的，依法撤销案件； 

    （四）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四条  依据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制作地震行政处

罚意见书，报地震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审批。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应当根据案件情节轻重依法提出行政处罚决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

重的行政处罚，由地震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第三十五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地震行政处罚时，应当制作地震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应载明下列事

项，并加盖本机关的印章：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执法机关认定的违法事实； 

    （三）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四）处理结论； 

    （五）处理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六）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期限、及受理机关的名称； 

    （七）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以及作出决定的日期。 

    涉及罚款的还应当载明收缴罚款的金融机构名称、地址以及不按规定期限缴纳罚款的法律后果。 

第三十六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或者在 7 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受

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名，并注明签收日期。 

    受送达人不在的，由其指定的代收人、同住的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代为签收。 

受送达人拒绝接受处罚决定书，则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其他人到场见证。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拒收事由、

日期、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并将送达书留在受送达人住处或者单位收发部门。 

不能直接送达的，可邮寄送达、公告送达、委托代为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自送达当事人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七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较大数额的罚款、中止许可证等较重处罚决定前，应当告之当事人有要

求组织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组织听证的，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前款所称较大数额罚款的标准依照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听证费用由听证机关承担。 

    第三十八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告知当事人听证的权利时，应当制作听证告知书。听证告知书应当载明以

下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意见； 

    （三）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四）告知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的期限和受理听证申请的组织或者机构。 

    听证告知书必须盖有地震行政执法机关的印章。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时，应当提交听证申请书。听证申请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二）请求听证的目的； 

    （三）申辩理由及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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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申请递交的地震行政执法机关的名称； 

    （五）提交申请书的日期。 

    申请人应当在申请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四十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在收到听证申请后，应当组织案件调查人员进行研究，并依法作出是否受理

的决定；对依法不予受理的听证申请，应当告知当事人。 

    对依法予以受理的听证申请，应当制作听证受理书，载明以下事项： 

    （一）听证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案件基本情况； 

    （三）申请人申请听证的理由； 

    （四）听证受理决定。 

    第四十一条  听证由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地震行政执法机关组织，听证的具体工作由其法制工作机构负责。 

    第四十二条  举行听证的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举行听证 7 日前，将听证通知书送达当事人。 

    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三）听证人员名单； 

    （四）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 

    （五）告知当事人准备证据，通知证人等事项。 

    听证通知书应当加盖地震行政执法机关的印章。 

    第四十三条  听证会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员检查听证参加人员是否到场，宣布听证纪律； 

    （二）听证主持人宣布案由，主持人、听证员和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有关的权利和义务，询问当事人

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三）案件调查人员陈述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处罚依据和处罚建议； 

    （四）当事人进行陈述和申辩，并出示相关证据； 

    （五）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和案件调查人员进行质证和辩论； 

    （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作最后陈述； 

    （七）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第四十四条  听证举行后，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根据听证情况进行复核。违法事实清楚的，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违法事实与原来认定有出入的，应当调查核实，查清事实后，作出处理决定。 

    第四十五条  地震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 

    第四十六条  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擅自收缴罚款。 

    依法可以当场收缴罚款的、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

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的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费用由被处罚人承担。 

    第四十八条  地震行政处罚决定执行后，承办人员应当制作结案报告，将有关材料进行整理装订，并由承

办人员签名或盖章后，归档保存。 

    第四十九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将作出较大数额罚款、中止许可证等行政处罚案件在结案后 30 日内

报上一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备案。 

第六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五十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对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个人或者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

励： 

    （一）在宣传、贯彻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规章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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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制止和纠正违反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产生良好社会影响的； 

    （三）在执法工作中避免或者挽回重大损失的； 

    （四）在地震行政监督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 

    （五）其他需要奖励的。 

    第五十一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通报批

评，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适当，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者国家利益造成严重

损失的； 

    （二）拒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超越职权，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以行政执法权为本单位谋取私利的； 

    （四）不按本规定的期限处理违法行为的； 

    （五）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十二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工作人员在地震行政执法活动中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

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滥施处罚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对举报行政执法中违法问题的举报人，或者对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单位或者个人打击报

复的； 

    （四）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徇私枉法、索贿受贿，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的； 

    （五）在行政执法工作中泄露国家机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商业、技术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六）推诿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七）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其他行为。 

    第五十三条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不依法追究执法人员违法行为责任的，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向上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举报。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5.5.40）《江西省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 (2000 年 6月 9 日省政府令第 98 号， 2004 年 6月 30

日省政府令第 134 号修正) 

http://www.ncjszj.com/zcfg/sjwj/2017-05-19/158.html 2000 

http://xxgk.jiangxi.gov.cn/fgwj/fg/200804/t20080429_9577.htm 2004 

《江西省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   2000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 

                                 第 98 号 

    《江西省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已经 2000 年 5 月 19 日省人民政府第 44 次常务会议讨

论通过,现予发布。 

                                                         省 长 舒圣佑  

                                                 二 OOO 年六月九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管理,确定科学合理的抗震设防要求,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和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地震安全性评价,是指对具体建设工程场地进行的地震烈度复核、地震危险性分析、设

计地震动参数的确定、地震小区划、场址及其周围地震地质稳定性评价和场地震害预测等工作。  

    第三条 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根据地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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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具体范围，由省地震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计划、经济综合、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另行制订，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包括地区行政公署,下同）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简称地震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和监督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其职责范围

内,积极配合同级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工作。 

    第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由省地震安全性评定委员会评定,省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根据

省地震安全性评定委员会的评定意见,审定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国家已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六条 按本办法规定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程建设项目,其安全性评价结果必须经省地震行政主

管部门审定后,有关主管部门方可审批其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方案设计。 

    第七条 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实行许可证书制度。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单位,必须持有

省级以上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许可证书,并按照核定的范围开展工作。未取得许

可证书的单位,不得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第八条 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地震安全性评价资格的单位进行评价工

作。 

    第九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承担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任务的省外单位,必须持国家地震行政主管

部门核发的甲级许可证,并经省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程项目所在地设区的市、地区地震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资格

验证和任务登记。 

    第十条 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单位,必须遵守国家制定的有关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规范，并严格按照

国家、省规定的收费项目及其标准收取费用。 

不遵守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规范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其结果无效。  

    第十一条 省地震安全性评定委员会由省地震行政主管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及单位的技术和管理专家组

成,其日常工作由省地震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十二条 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必须按照国家颁布的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规定的抗

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第十三条 设计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 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抗

震设计和施工规范进行施工。 

    第十四条 工程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或者未按照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

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处 10000 元以上 100000 元以下罚

款。 

    第十五条 对无地震安全性评价许可证、超越许可证权限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单位,其评价结果无效,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 负责工程建设项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审批和抗震设防标准审批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造成后果的,由其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江西省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   2004 

（2000 年 6 月 9 日省政府令第 98 号发布 2004 年 6 月 30 日省政府令第 134 号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管理,确定科学合理的抗震设防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震减灾法》和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地震安全性评价,是指对具体建设工程场地进行的地震烈度复核、地震危险性分析、设计地

震动参数的确定、地震小区划、场址及其周围地震地质稳定性评价和场地震害预测等工作。 

第三条 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

的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具体范围，由省地震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计划、经济综合、建设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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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另行制订，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简称地震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和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积极配合同级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工

作。 

第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由省地震安全性评定委员会评定,省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省地

震安全性评定委员会的评定意见,审定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国家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按本办法规定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程建设项目,其安全性评价结果必须经省地震行政主管部

门审定后,有关主管部门方可审批其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方案设计。 

第七条 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实行资质管理制度。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单位,必须持有省级

以上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并按照核定的范围开展工作。未取得资质证

书的单位,不得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第八条 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地震安全性评价资格的单位进行评价工作。 

第九条 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单位,必须遵守国家制定的有关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规范，并严格按照国家、

省规定的收费项目及其标准收取费用。 

不遵守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规范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其结果无效。 

第十条 省地震安全性评定委员会由省地震行政主管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及单位的技术和管理专家组成,其日

常工作由省地震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十一条 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必须按照国家颁布的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规定的抗震设

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第十二条 设计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 

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抗震设计和施工规范进行施工。 

第十三条 工程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或者未按照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

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处 10000 元以上 100000 元以下罚款。 

第十四条 对无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超越资质证许可权限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单位,其评价结果无效,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 

第十五条 负责工程建设项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审批和抗震设防标准审批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造成后果的,由其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5.5.41）《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37 号 2018 年 2 月 12 日）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803/t20180320_235437.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18-00069 主题信息：其他发文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2018 年 03 月 08 日文

件名称：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 效 期：2018 年 06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37 号主 题 词：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已经 2018 年 2 月 12 日第 37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

发布，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王

蒙徽  

                                        2018 年 3 月 8 日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生产安

全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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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以下简称“危大工程”），是指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导致人员群死群伤或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分部分项工程。 

  危大工程及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范围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补充本地区危大工程范围。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危大工程安全管理的指导监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危大工程的安全监督管理。 

第二章 前期保障 

  第五条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工程周边环境等资料。 

  第六条 勘察单位应当根据工程实际及工程周边环境资料，在勘察文件中说明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

险。 

  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文件中注明涉及危大工程的重点部位和环节，提出保障工程周边环境安全和工程施工

安全的意见，必要时进行专项设计。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勘察、设计等单位在施工招标文件中列出危大工程清单，要求施工单位在投标

时补充完善危大工程清单并明确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危大工程施工技术措施费以及相应的安全防护文明施

工措施费，保障危大工程施工安全。 

  第九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办理安全监督手续时，应当提交危大工程清单及其安全管理措施等资料。 

第三章 专项施工方案 

  第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危大工程施工前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编制。危大工程实行分包的，专项施工方案

可以由相关专业分包单位组织编制。 

  第十一条 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总监理工程师审查签

字、加盖执业印章后方可实施。 

  危大工程实行分包并由分包单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的，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及分包

单位技术负责人共同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第十二条 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施工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论证前专项施工方案应当通过施工单位审核和总

监理工程师审查。 

  专家应当从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建立的专家库中选取，符合专业要求且人数不得少于 5 名。

与本工程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以专家身份参加专家论证会。 

  第十三条 专家论证会后，应当形成论证报告，对专项施工方案提出通过、修改后通过或者不通过的一致

意见。专家对论证报告负责并签字确认。 

  专项施工方案经论证需修改后通过的，施工单位应当根据论证报告修改完善后，重新履行本规定第十一条

的程序。 

  专项施工方案经论证不通过的，施工单位修改后应当按照本规定的要求重新组织专家论证。 

第四章 现场安全管理 

  第十四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告危大工程名称、施工时间和具体责任人员，并在危险区

域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第十五条 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编制人员或者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当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由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

认。 

  第十六条 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不得擅自修改专项施工方案。 

  因规划调整、设计变更等原因确需调整的，修改后的专项施工方案应当按照本规定重新审核和论证。涉及

资金或者工期调整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约定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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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条 施工单位应当对危大工程施工作业人员进行登记，项目负责人应当在施工现场履职。 

  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对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对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

应当要求立即整改，并及时报告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应当及时组织限期整改。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危大工程进行施工监测和安全巡视，发现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应当立即组

织作业人员撤离危险区域。 

  第十八条 监理单位应当结合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监理实施细则，并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

检查。 

  第十九条 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应当要求其进行整改；情节严重的，应当

要求其暂停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监理单位应当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和

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二十条 对于按照规定需要进行第三方监测的危大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勘察资质的单位进

行监测。 

  监测单位应当编制监测方案。监测方案由监测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报送监理单位后

方可实施。 

  监测单位应当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及时向建设单位报送监测成果，并对监测成果负责；发现异常时，

及时向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报告，建设单位应当立即组织相关单位采取处置措施。 

  第二十一条 对于按照规定需要验收的危大工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当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验收

合格的，经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及总监理工程师签字确认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危大工程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明显位置设置验收标识牌，公示验收时间及责任人员。 

  第二十二条 危大工程发生险情或者事故时，施工单位应当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报告工程所在地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勘察、设计、监理等单位应当配合施工单位开展应急抢险工作。 

  第二十三条 危大工程应急抢险结束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制定工程恢复

方案，并对应急抢险工作进行后评估。 

  第二十四条 施工、监理单位应当建立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案。 

  施工单位应当将专项施工方案及审核、专家论证、交底、现场检查、验收及整改等相关资料纳入档案管理。 

  监理单位应当将监理实施细则、专项施工方案审查、专项巡视检查、验收及整改等相关资料纳入档案管理。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专家库，制定专家库管理制度，

建立专家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所属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应当根据监督工

作计划对危大工程进行抽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所属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技术服务方

式，聘请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单位和人员对危大工程进行检查，所需费用向本级财政申请予以保障。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所属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在监督抽查中发

现危大工程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施工单位整改；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

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或者暂时停止施工；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单位和个人的处罚信息纳入建筑施工

安全生产不良信用记录。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本规定提供工程周边环境等资料的； 

  （二）未按照本规定在招标文件中列出危大工程清单的； 

  （三）未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危大工程施工技术措施费或者相应的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的； 

  （四）未按照本规定委托具有相应勘察资质的单位进行第三方监测的； 

  （五）未对第三方监测单位报告的异常情况组织采取处置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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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条 勘察单位未在勘察文件中说明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的，责令限期改正，依照《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对单位进行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

罚款。    

  第三十一条 设计单位未在设计文件中注明涉及危大工程的重点部位和环节，未提出保障工程周边环境安

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的意见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未按照本规定编制并审核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依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对单位进行处罚，并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30 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对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罚：    

  （一）未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进行方案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的； 

  （二）未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告危大工程，并在危险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 

  （三）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对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的。 

  第三十四条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暂扣安全

生产许可证 30 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专家论证的； 

  （二）未根据专家论证报告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修改，或者未按照本规定重新组

织专家论证的； 

  （三）未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或者擅自修改专项施工方案的。 

  第三十五条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项目负责人未按照本规定现场履职或者组织限期整改的； 

  （二）施工单位未按照本规定进行施工监测和安全巡视的； 

  （三）未按照本规定组织危大工程验收的； 

  （四）发生险情或者事故时，未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 

  （五）未按照本规定建立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案的。 

  第三十六条 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对单位进行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总监理工程师未按照本规定审查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 

  （二）发现施工单位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未要求其整改或者停工的； 

  （三）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时，未向建设单位和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的。 

  第三十七条 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本规定编制监理实施细则的； 

  （二）未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的；    

  （三）未按照本规定参与组织危大工程验收的； 

  （四）未按照本规定建立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案的。 

  第三十八条 监测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取得相应勘察资质从事第三方监测的； 

  （二）未按照本规定编制监测方案的； 

  （三）未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的； 

  （四）发现异常未及时报告的。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所属施工安全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未依

法履行危大工程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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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5.5.42）《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2014 年 6 月 25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7 号） 

http://www.bjjs.gov.cn/bjjs/gcjs/kszczn/zcwj/zcwjpxkhl/507587/index.shtml  

http://www.scdzjs.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410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 17 号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已经第 13 次部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 

  2014 年 6 月 25 日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提高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

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下合称“安管人员”）的安全生产管理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的“安管人

员”，参加安全生产考核，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以及对其实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应当符合本规定。 

  第三条 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指对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安全生产工作具有决策权的领导人员。 

   

  项目负责人，是指取得相应注册执业资格，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负责具体工程项目管理的人员。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指在企业专职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人员，包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人

员和工程项目专职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人员。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安管人员”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安管人员”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管

理。 

  第二章考核发证 

  第五条 “安管人员”应当通过其受聘企业，向企业工商注册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考核机关）申请安全生产考核，并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安全生产考核不得收费。 

  第六条 申请参加安全生产考核的“安管人员”，应当具备相应文化程度、专业技术职称和一定安全生产

工作经历，与企业确立劳动关系，并经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第七条 安全生产考核包括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和管理能力考核。 

  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内容包括：建筑施工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标准规范，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基本理

论等。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内容包括：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辨识和监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发现和消除安全事故隐患、报告和处置生产安全事故等方面的能力。 

  第八条 对安全生产考核合格的，考核机关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核发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并予以公

告；对不合格的，应当通过“安管人员”所在企业通知本人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有效期为 3 年，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证书式样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第十条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安管人员”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 3 个月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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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通过受聘企业向原考核机关申请证书延续。准予证书延续的，证书有效期延续 3 年。 

  对证书有效期内未因生产安全事故或者违反本规定受到行政处罚，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行为记录，且已按规

定参加企业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考核机关应当在受理延续申请

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准予证书延续。 

  第十一条 “安管人员”变更受聘企业的，应当与原聘用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并通过新聘用企业到考核机

关申请办理证书变更手续。考核机关应当在受理变更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第十二条 “安管人员”遗失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应当在公共媒体上声明作废，通过其受聘企业向

原考核机关申请补办。考核机关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第十三条 “安管人员”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第三章 安全责任 

  第十四条 主要负责人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应当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设置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督促检查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安全事

故隐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第十五条 主要负责人应当与项目负责人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确定项目安全生产考核目标、奖惩措施，

以及企业为项目提供的安全管理和技术保障措施。 

  工程项目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企业应当与分包企业签订安全生产协议，明确双方安全生产责任。 

  第十六条 主要负责人应当按规定检查企业所承担的工程项目，考核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发现

项目负责人履职不到位的，应当责令其改正；必要时，调整项目负责人。检查情况应当记入企业和项目安全管理档

案。 

  第十七条 项目负责人对本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全面负责，应当建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明确项目管理

人员安全职责，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确保项目安全生产费用有效使用。 

  第十八条 项目负责人应当按规定实施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监控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及时排查处理

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隐患排查处理情况应当记入项目安全管理档案；发生事故时，应当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开展

现场救援。 

  工程项目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企业项目负责人应当定期考核分包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第十九条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检查在建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情况，重点检查

项目负责人、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责情况，处理在建项目违规违章行为，并记入企业安全管理档案。 

  第二十条 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每天在施工现场开展安全检查，现场监督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项目负

责人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项目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记入项目安全管理档案。 

  第二十一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制定年度培训计划，每年对“安管人员”进

行培训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上岗。培训情况应当记入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 

  第二十二条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工程项目应当按规定配备相应数量和相关专业的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时，应当安排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现场监督。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对“安管人员”

持证上岗、教育培训和履行职责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

参加，不得妨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企业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企业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安管人员”有违反本

规定行为的，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者处理建议告知考核机关。 

  第二十六条 考核机关应当建立本行政区域内“安管人员”的信用档案。违法违规行为、被投诉举报处理、

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不良行为记入信用档案，并按规定向社会公开。 

  “安管人员”及其受聘企业应当按规定向考核机关提供相关信息。 

  第五章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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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 “安管人员”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安全生产考核的，考核机关不予考核，并

给予警告；“安管人员”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考核。 

  “安管人员”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由原考核机关撤销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安管人员”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考核。 

  第二十八条 “安管人员”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建筑施工企业未按规定开展“安管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或者未按规定如实将考核

情况记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2 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建筑施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不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的，应当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未按规定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 

  （二）未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时未安排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现场监督的； 

  （四）“安管人员”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 

  第三十一条 “安管人员”未按规定办理证书变更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并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建筑施工企业停业整顿；造成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或者按

照管理权限给予撤职处分；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5 年内不得担任建筑施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项目

负责人。 

  第三十三条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按

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

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向不具备法定条件的“安管人员”核发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安管人员”不予核发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核发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办理完毕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5.5.43）《关于实施《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2006 年 02 月 09 日建质[2006]25 号)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2/t20061225_158210.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6606.html 关于征求对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室内环境污染控

制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509/t20150910_224768.html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

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局部修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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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号：000013338/2006-00098 主题信息：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生成日期：2006

年 02 月 09 日文件名称：关于实施《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建质[2006]25

号主 题 词：关于实施《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山东省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 

  为贯彻实施《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1 号，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关于《办法》的调整范围 

  1、从事《办法》附件一之外的工程质量检测，不属于《办法》的调整范围。 

  2、室内环境质量检测仍按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建筑工程室内环境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建办质

[2002]17 号）和《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执行。 

  3、建筑节能检测、防水材料检测、墙体材料检测、门窗检测和智能建筑检测等仍按照国家及地方等有关

规定执行。 

  4、企业试验室是企业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组成部分，仅对本企业承揽的工程（产品）非见证试验项目、

以及列入验收标准但未列入《办法》附件一的检测项目出具试验报告，并对试验报告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二、关于检测机构资质审批 

  5、检测机构申请专项检测资质可以是《办法》附件所列四个专项中的多项或某一项。 

  三、关于检测业务转包 

  6、《办法》中的转包是指检测机构将其资质许可范围内的检测项目部分或者全部转包给其他检测机构的行

为。对于检测项目中的个别参数，属于检测设备昂贵或使用率低，需要由其他检测机构进行该项目参数检测业务的，

不属于转包。 

  四、关于跨省从事检测业务 

  7、取得资质的检测机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事检测业务，应当向工程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其在当地的检测活动加强监督

检查。 

  五、关于检测资料 

  8、《办法》中“检测报告经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确认后，由施工单位归档”，是指检测报告由建设单位或

工程监理单位审查后转交施工单位归档。 

  六、关于检测费用 

  9、《办法》所指按照有关规定收取检测费，是指检测机构与委托方按照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政府指导

价收取检测费用。没有收费标准的项目由双方协商确定。 

  七、关于检测人员培训 

  10、检测人员培训工作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进行，由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提出培训的要求和内容，由检测机构自行组织培训，或自行委托其他单位培训。 

  八、关于见证取样检测项目 

  11、实施见证取样检测的项目仍按照《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规定》（建

建[2000]211 号）执行。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每年 6 月底和 12 月底将检测机构资质审批情况报建设部备案

（资质审批情况备案表见附件）。 

  附 件：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审批情况备案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六年二月九日 

 

 

5.5.44）《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建质

[2015]206 号 2015 年 12月 10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512/t20151221_2260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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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号：  000013338/2015-00375  主题信息：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生成日期：  2015 年 12 月 10 日 

文件名称：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

产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  有 效 期：   

文  号：  建质[2015]206 号  主 题 词：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实

施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贯彻落实《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住房

城乡建设部令第 17 号），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对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管

理，我部组织制定了《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2015 年 12 月 10 日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为贯彻落实《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住房城乡

建设部令第 17 号），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范围 

企业主要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总裁）、分管安全生产的副总经理（副总裁）、分管生产经营的副总

经理（副总裁）、技术负责人、安全总监等。 

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分类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分为机械、土建、综合三类。机械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可以从事起重机械、土石方

机械、桩工机械等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土建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可以从事除起重机械、土石方机械、桩工机械

等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以外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综合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可以从事全部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新申请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只可以在机械、土建、综合三类中选择一类。机械类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在参加土建类安全生产管理专业考试合格后，可以申请取得综合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土建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参加机械类安全生产管理专业考试合格后，可以申请取得综合类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三、申请安全生产考核应具备的条件 

（一）申请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相应的文化程度、专业技术职称（法定代表人除外）； 

2．与所在企业确立劳动关系； 

3．经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二）申请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取得相应注册执业资格； 

2．与所在企业确立劳动关系； 

3．经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三）申请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年龄已满 18 周岁未满 60 周岁，身体健康； 

2．具有中专（含高中、中技、职高）及以上文化程度或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3．与所在企业确立劳动关系，从事施工管理工作两年以上； 

4．经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四、安全生产考核的内容与方式 

安全生产考核包括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和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安全生产考核要点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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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可采用书面或计算机答卷的方式；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可采用现场实操考核或通过视频、

图片等模拟现场考核方式。 

机械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综合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内容必须包括攀爬塔吊

及起重机械隐患识别等。 

五、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样式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由我部统一规定样式

（见附件 2）。主要负责人证书封皮为红色，项目负责人证书封皮为绿色，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封皮为蓝色。 

六、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编号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应遵照《关于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

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办质〔2004〕23 号）有关规定。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按照下列规定编号： 

（一）机械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代码为 C1，编号组成：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建安+C1+（证书颁发

年份全称）+证书颁发当年流水次序号（7 位），如京建安 C1（2015）0000001； 

（二）土建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代码为 C2，编号组成：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建安+C2+（证书颁发

年份全称）+证书颁发当年流水次序号（7 位），如京建安 C2（2015）0000001； 

（三）综合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代码为 C3，编号组成：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建安+C3+（证书颁发

年份全称）+证书颁发当年流水次序号（7 位），如京建安 C3（2015）0000001。 

七、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延续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在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3

个月内，经所在企业向原考核机关申请证书延续。 

符合下列条件的准予证书延续： 

（一）在证书有效期内未因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二）信用档案中无安全生产不良行为记录； 

（三）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且在证书有效期内参加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时间满 24 学时。 

不符合证书延续条件的应当申请重新考核。不办理证书延续的，证书自动失效。 

八、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换发 

在本意见实施前已经取得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证书在有效期内的人员，经所在企业

向原考核机关提出换发证书申请，可以选择换发土建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或者机械类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九、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跨省变更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跨省更换受聘企业的，应到原考核发证机关办

理证书转出手续。原考核发证机关应为其办理包含原证书有效期限等信息的证书转出证明。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持相关证明通过新受聘企业到该企业工商注册

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办理新证书。新证书应延续原证书的有效期。 

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按照《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建质〔2008〕

91 号）的有关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建设工程项目中，应当既有可以

从事起重机械、土石方机械、桩工机械等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也有可以从事除起重机械、

土石方机械、桩工机械等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以外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十一、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暂扣和撤销 

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考核机

关应当暂扣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考核机关应当撤销其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 

十二、安全生产考核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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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不得收取费用，考核工作所需相

关费用，由省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予以保障。 

 

附件：1．安全生产考核要点 

      2．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样式 

  

附件 1 

 

安全生产考核要点 

 

1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A 类） 

1.1  安全生产知识考核要点 

1.1.1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1.2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1.1.3  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安全生产法律义务与法律责任。 

1.1.4  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1.1.5  安全生产保证体系、资质资格、费用保险、教育培训、机械设备、防护用品、评价考核等管理。 

1.1.6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危险源辨识、安全技术交底和安全技术资料等安全技术管理。 

1.1.7  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与安全生产标准化。 

1.1.8  场地管理与文明施工。 

1.1.9  模板支撑工程、脚手架工程、建筑起重与升降机械设备使用、临时用电、高处作业和现场防火等安全技

术要点。 

1.1.10  事故应急预案、事故救援和事故报告、调查与处理。 

1.1.11  国内外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1.1.12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1.2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要点 

1.2.1  贯彻执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情况。 

1.2.2  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管理体系，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与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领导带班值

班情况。 

1.2.3  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贯彻执行情况。 

1.2.4  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所需资金投入情况。 

1.2.5 制定本单位操作规程情况和开展施工安全标准化情况。 

1.2.6  组织本单位开展安全检查、隐患排查，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情况。 

1.2.7  与项目负责人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与目标考核情况，对工程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情况。 

1.2.8  组织本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情况，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项目工地农民工业余学校创建工作情况，本人参加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情况。 

1.2.9  组织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组织、指挥预案演练情况。 

1.2.10  发生事故后，组织救援、保护现场、报告事故和配合事故调查、处理情况。 

1.2.11  安全生产业绩：自考核之日，是否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所发生的建筑施工一般或较大级别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受到刑事处罚和撤

职处分，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不满五年或者受处分之日起不满五年的； 

（2）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发生的建筑施工重大或特别重大级别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受到刑事处罚和

撤职处分的； 

（3）三年内，因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受到行政处罚的； 

（4）一年内，因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信用档案中被记入不良行为记录或仍未撤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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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考核内容与方式 

1.3.1  考核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知识考试、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和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等。 

1.3.2  安全生产知识考试 

采用书面或计算机闭卷考试方式，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等内容。其中，法律法规

占 50%，安全管理占 40%，土建综合安全技术占 6%，机械设备安全技术占 4%。 

1.3.3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 

（1）申请考核时，施工企业结合工作实际，对安全生产实际工作能力和安全生产业绩进行初步考核； 

（2）受理企业申报后，建设主管部门结合日常监督管理和信用档案记录情况，对实际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情况

和安全生产业绩进行考核。 

1.3.4  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 

施工现场实地或模拟施工现场，采用现场实操和口头陈述方式，考核查找存在的管理缺陷、事故隐患和处理紧

急情况等实际工作能力。 

2  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B 类） 

2.1  安全生产知识考核要点 

2.1.1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2.1.2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2.1.3  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安全生产法律义务与法律责任。 

2.1.4  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2.1.5  安全生产保证体系、资质资格、费用保险、教育培训、机械设备、防护用品、评价考核等管理。 

2.1.6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危险源辨识、安全技术交底和安全技术资料等安全技术管理。 

2.1.7  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与安全生产标准化。 

2.1.8  场地管理与文明施工。 

2.1.9  模板支撑工程、脚手架工程、土方基坑工程、起重吊装工程，以及建筑起重与升降机械设备使用、施工

临时用电、高处作业、电气焊（割）作业、现场防火和季节性施工等安全技术要点。 

2.1.10  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报告、调查与处理。 

2.1.11  国内外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2.1.12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2.2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要点 

2.2.1  贯彻执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情况。 

2.2.2  组织和督促本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情况。 

2.2.3  保证工程项目安全防护和文明施工资金投入，以及为作业人员提供劳动保护用具和生产、生活环境情况。 

2.2.4  建立工程项目安全生产保证体系、明确项目管理人员安全职责，明确建设、承包等各方安全生产责任，

以及领导带班值班情况。 

2.2.5  根据工程的特点和施工进度，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和落实安全技术交底情况。 

2.2.6  落实本单位的安全培训教育制度，创建项目工地农民工业余学校，组织岗前和班前安全生产教育情况。 

2.2.7  组织工程项目开展安全检查、隐患排查，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情况。 

2.2.8  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达标情况，以及开展安全标准化和考评情况。 

2.2.9  落实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制度，配备消防器材、设施情况。 

2.2.10  按照本单位或总承包单位制订的施工现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配备应

急救援人员、器材、设备并组织演练等情况。 

2.2.11  发生事故后，组织救援、保护现场、报告事故和配合事故调查、处理情况。 

2.2.12  安全生产业绩：自考核之日，是否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所发生的建筑施工一般或较大级别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受到刑事处罚和撤

职处分，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不满五年或者受处分之日起不满五年的； 

（2）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发生的建筑施工重大或特别重大级别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受到刑事处罚和

撤职处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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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年内，因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受到行政处罚的； 

（4）一年内，因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信用档案中被记入不良行为记录或仍未撤销的。 

2.3  考核内容与方式 

2.3.1  考核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知识考试、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和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等。 

2.3.2  安全生产知识考试 

采用书面或计算机闭卷考试方式，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等内容。其中，法律法规

占 30%，安全管理占 40%，土建综合安全技术占 18%，机械设备安全技术占 12%。 

2.3.3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 

同 1.3.3 内容。 

2.3.4  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 

同 1.3.4 内容。 

3  建筑施工企业机械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1 类） 

3.1  安全生产知识考核要点 

3.1.1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 

3.1.2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3.1.3  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安全生产法律义务与法律责任。 

3.1.4  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3.1.5  安全生产保证体系、资质资格、费用保险、教育培训、机械设备、防护用品、评价考核等管理。 

3.1.6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危险源辨识、安全技术交底和安全技术资料等安全技术管理。 

3.1.7  施工现场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与安全生产标准化。 

3.1.8  场地管理与文明施工。 

3.1.9  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报告、调查与处理。 

3.1.10  起重吊装、土方与筑路机械、建筑起重与升降机械设备，以及混凝土、木工、钢筋和桩工机械等安全

技术要点。 

3.1.11  国内外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3.1.12  机械类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3.2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要点 

3.2.1  贯彻执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情况。 

3.2.2  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巡查，查处建筑起重机械、升降设备、施工机械机具等方面违反安全生产规范标

准、规章制度行为，监督落实安全隐患的整改情况。 

3.2.3  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以及消除隐患情况。 

3.2.4  制止现场相关专业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情况。 

3.2.5  监督相关专业施工方案、技术措施和技术交底的执行情况，督促安全技术资料的整理、归档情况。 

3.2.6  检查相关专业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 

3.2.7  发生事故后，参加抢救、救护和及时如实报告事故、积极配合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 

3.2.8  安全生产业绩：自考核之日起，是否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所发生的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受到刑事处罚和撤职处分，刑事处

罚执行完毕不满三年或者受处分之日起不满三年的； 

（2）三年内，因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受到行政处罚的； 

（3）一年内，因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信用档案中被记入不良行为记录或仍未撤销的。 

3.3  考核内容与方式 

3.3.1  考核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知识考试、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和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等。 

3.3.2  安全生产知识考试 

采用书面或计算机闭卷考试方式，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等内容。其中，法律法规

占 20%，安全管理占 40%，机械设备安全技术占 40%。 

3.3.3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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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1.3.3 内容。 

3.3.4  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 

同 1.3.4 内容。 

4  建筑施工企业土建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2 类） 

4.1  安全生产知识考核要点 

4.1.1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4.1.2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4.1.3  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安全生产法律义务与法律责任。 

4.1.4  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4.1.5  安全生产保证体系、资质资格、费用保险、教育培训、机械设备、防护用品、评价考核等管理。 

4.1.6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危险源辨识、安全技术交底和安全技术资料等安全技术管理。 

4.1.7  施工现场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与安全生产标准化。 

4.1.8  场地管理与文明施工。 

4.1.9  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报告、调查与处理。 

4.1.10  模板支撑工程、脚手架工程、土方基坑工程、施工临时用电、高处作业、电气焊（割）作业、现场防火

和季节性施工等安全技术要点。 

4.1.11  国内外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4.1.12  土建类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4.2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要点 

4.2.1  贯彻执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情况。 

4.2.2  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巡查，查处模板支撑、脚手架和土方基坑工程、施工临时用电、高处作业、电气

焊（割）作业和季节性施工，以及施工现场生产生活设施、现场消防和文明施工等方面违反安全生产规范标准、规

章制度行为，监督落实安全隐患的整改情况。 

4.2.3  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以及消除情况。 

4.2.4  制止现场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情况。 

4.2.5  监督相关专业施工方案、技术措施和技术交底的执行情况，督促安全技术资料的整理、归档情况。 

4.2.6  检查相关专业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 

4.2.7  发生事故后，参加救援、救护和及时如实报告事故、积极配合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 

4.2.8  安全生产业绩：同 3.2.8 内容。 

4.3  考核内容与方式 

4.3.1  考核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知识考试、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和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等。 

4.3.2  安全生产知识考试 

采用书面或计算机闭卷考试方式，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等内容。其中，法律法规

占 20%，安全管理占 40%，土建综合安全技术占 40%。 

4.3.3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 

同 1.3.3 内容。 

4.3.4  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 

同 1.3.4 内容。 

5  建筑施工企业综合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3 类） 

5.1  安全生产知识考核要点 

5.1.1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 

5.1.2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5.1.3  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安全生产法律义务与法律责任。 

5.1.4  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5.1.5  安全生产保证体系、资质资格、费用保险、教育培训、机械设备、防护用品、评价考核等管理。 

5.1.6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危险源辨识、安全技术交底和安全技术资料等安全技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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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施工现场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与安全生产标准化。 

5.1.8  场地管理与文明施工。 

5.1.9  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报告、调查与处理。 

5.1.10  起重吊装、土方与筑路机械、建筑起重与升降机械设备，以及混凝土、木工、钢筋和桩工机械等安全

技术要点；模板支撑工程、脚手架工程、土方基坑工程、施工临时用电、高处作业、电气焊（割）作业、现场防火

和季节性施工等安全技术要点。 

5.1.11  国内外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5.1.12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5.2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要点 

5.2.1  贯彻执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情况。 

5.2.2  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巡查，查处建筑起重机械、升降设备、施工机械机具等方面违反安全生产规范标

准、规章制度行为，监督落实安全隐患的整改情况；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巡查，查处模板支撑、脚手架和土方基

坑工程、施工临时用电、高处作业、电气焊（割）作业和季节性施工，以及施工现场生产生活设施、现场消防和文

明施工等方面违反安全生产规范标准、规章制度行为，监督落实安全隐患的整改情况。 

5.2.3  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情况。 

5.2.4  制止现场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情况。 

5.2.5  监督相关专业施工方案、技术措施和技术交底的执行情况，督促安全技术资料的整理、归档情况。 

5.2.6  检查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 

5.2.7  发生事故后，参加抢救、救护和及时如实报告事故、积极配合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 

5.2.8  安全生产业绩：同 3.2.8 内容。 

5.3  考核内容与方式 

5.3.1  考核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知识考试、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和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等。 

5.3.2  安全生产知识考试 

采用书面或计算机闭卷考试方式，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等内容。其中，法律法规

占 20%，安全管理占 40%，机械设备、土建综合安全技术占 40%。 

5.3.3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 

同 1.3.3 内容。 

5.3.4  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 

同 1.3.4 内容。 

  

附件 2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样式 

一、封面与封底 

  

二、内页第 1 页、第 2 页 

       

三、内页第 3 页、第 4 页 

       

四、内页第 5 页、第 6 页 

       

五、内页第 7 页、第 8 页 

       

六、内页第 9 页、第 10 页 

       

七、内页第 11 页、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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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证书尺寸为 12.5×17.6cm。本附件所列样式为“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证书”样式，“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

责人证书”、“建筑施工企业机械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建筑施工企业土建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

书”、“建筑施工企业综合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样式与“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证书”样式基本一致，

封面和内页第 1 页、第 11 页中有关内容改为对应类别。 

 

 

5.5.45）《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建质[2016]295号 2016 年 12 月 27 日,建质[2017]138号 2017 年 6 月

20 日) 

http://www.jxjst.gov.cn/zcwj_1/flfggz/201707/t20170728_655291.htm   2016  

http://www.gov.cn/xinwen/2017-01/03/content_5156076.htm  2016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707/t20170706_2639414.htm   2017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707/t20170704_232511.html  2017 

 

《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 2016 

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质[2016]295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财政厅，直辖市建委、财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财务局，国务院有

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国办发[2016]49 号）精神，规范

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制定了《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2016 年 12 月 27 日 

 

附件： 

  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落实工程在缺陷责任期内的维修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和《基本建设财务管

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是指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

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 

  缺陷是指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设计文件，以及承包合同的约定。 

  缺陷责任期一般为 1 年，最长不超过 2 年，由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第三条 发包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保证金预留、返还等内容，并与承包人在合同条款中对涉及保证金

的下列事项进行约定： 

  （一）保证金预留、返还方式； 

  （二）保证金预留比例、期限； 

  （三）保证金是否计付利息，如计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 

  （四）缺陷责任期的期限及计算方式； 

  （五）保证金预留、返还及工程维修质量、费用等争议的处理程序； 

  （六）缺陷责任期内出现缺陷的索赔方式； 

  （七）逾期返还保证金的违约金支付办法及违约责任。 

  第四条 缺陷责任期内，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政府投资项目，保证金的管理应按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

执行。其他政府投资项目，保证金可以预留在财政部门或发包方。缺陷责任期内，如发包方被撤销，保证金随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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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资产一并移交使用单位管理，由使用单位代行发包人职责。 

  社会投资项目采用预留保证金方式的，发、承包双方可以约定将保证金交由第三方金融机构托管。 

  第五条 推行银行保函制度，承包人可以银行保函替代预留保证金。 

  第六条  在工程项目竣工前，已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发包人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采用工程质量保证担保、工程质量保险等其他保证方式的，发包人不得再预留保证金。 

  第七条 发包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方式预留保证金，保证金总预留比例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5%。合

同约定由承包人以银行保函替代预留保证金的，保函金额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5%。 

  第八条 缺陷责任期从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由于承包人原因导致工程无法按规定期限进行竣工验

收的，缺陷责任期从实际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由于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无法按规定期限进行竣工验收的，在承

包人提交竣工验收报告 90 天后，工程自动进入缺陷责任期。 

  第九条 缺陷责任期内，由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缺陷，承包人应负责维修，并承担鉴定及维修费用。如承包

人不维修也不承担费用，发包人可按合同约定从保证金或银行保函中扣除，费用超出保证金额的，发包人可按合同

约定向承包人进行索赔。承包人维修并承担相应费用后，不免除对工程的损失赔偿责任。 

  由他人原因造成的缺陷，发包人负责组织维修，承包人不承担费用，且发包人不得从保证金中扣除费用。 

  第十条 缺陷责任期内，承包人认真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到期后，承包人向发包人申请返还保证金。 

  第十一条 发包人在接到承包人返还保证金申请后，应于 14 天内会同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核

实。如无异议，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将保证金返还给承包人。对返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发包人应当

在核实后 14 天内将保证金返还承包人，逾期未返还的，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发包人在接到承包人返还保证金申请

后 14 天内不予答复，经催告后 14 天内仍不予答复，视同认可承包人的返还保证金申请。 

  第十二条 发包人和承包人对保证金预留、返还以及工程维修质量、费用有争议的，按承包合同约定的争

议和纠纷解决程序处理。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实行工程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有关保证金的权利与义务的约定，参照本

办法关于发包人与承包人相应权利与义务的约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建质[2005]7 号）同时废

止。 

 

《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 2017 

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建质[2017]138 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高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团体，各中央管理企业，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住房城乡建设厅（建委、建设局）、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财务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切实减轻建筑业企业负担的精神，规范建设工程质量保

证金管理，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对《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建质[2016]295 号）进行了修订。现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

国财政部 

                                           2017 年 6

月 2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落实工程在缺陷责任期内的维修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和《基本建设财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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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是指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

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 

  缺陷是指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设计文件，以及承包合同的约定。 

  缺陷责任期一般为 1 年，最长不超过 2 年，由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第三条 发包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保证金预留、返还等内容，并与承包人在合同条款中对涉及保证金

的下列事项进行约定： 

  （一）保证金预留、返还方式； 

  （二）保证金预留比例、期限； 

  （三）保证金是否计付利息，如计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 

  （四）缺陷责任期的期限及计算方式； 

  （五）保证金预留、返还及工程维修质量、费用等争议的处理程序； 

  （六）缺陷责任期内出现缺陷的索赔方式； 

  （七）逾期返还保证金的违约金支付办法及违约责任。 

  第四条 缺陷责任期内，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政府投资项目，保证金的管理应按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

执行。其他政府投资项目，保证金可以预留在财政部门或发包方。缺陷责任期内，如发包方被撤销，保证金随交付

使用资产一并移交使用单位管理，由使用单位代行发包人职责。 

  社会投资项目采用预留保证金方式的，发、承包双方可以约定将保证金交由第三方金融机构托管。 

  第五条 推行银行保函制度，承包人可以银行保函替代预留保证金。 

  第六条 在工程项目竣工前，已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发包人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采用工程质量保证担保、工程质量保险等其他保证方式的，发包人不得再预留保证金。 

  第七条 发包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方式预留保证金，保证金总预留比例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

合同约定由承包人以银行保函替代预留保证金的，保函金额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 

  第八条 缺陷责任期从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由于承包人原因导致工程无法按规定期限进行竣工验

收的，缺陷责任期从实际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由于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无法按规定期限进行竣工验收的，在承

包人提交竣工验收报告 90 天后，工程自动进入缺陷责任期。 

  第九条 缺陷责任期内，由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缺陷，承包人应负责维修，并承担鉴定及维修费用。如承包

人不维修也不承担费用，发包人可按合同约定从保证金或银行保函中扣除，费用超出保证金额的，发包人可按合同

约定向承包人进行索赔。承包人维修并承担相应费用后，不免除对工程的损失赔偿责任。 

  由他人原因造成的缺陷，发包人负责组织维修，承包人不承担费用，且发包人不得从保证金中扣除费用。 

  第十条 缺陷责任期内，承包人认真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到期后，承包人向发包人申请返还保证金。 

  第十一条 发包人在接到承包人返还保证金申请后，应于 14 天内会同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核

实。如无异议，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将保证金返还给承包人。对返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发包人应当

在核实后 14 天内将保证金返还承包人，逾期未返还的，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发包人在接到承包人返还保证金申请

后 14 天内不予答复，经催告后 14 天内仍不予答复，视同认可承包人的返还保证金申请。 

  第十二条 发包人和承包人对保证金预留、返还以及工程维修质量、费用有争议的，按承包合同约定的争

议和纠纷解决程序处理。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实行工程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有关保证金的权利与义务的约定，参照本

办法关于发包人与承包人相应权利与义务的约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原《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建质[2016]295 号）同时

废止。 

 

 

5.5.46）《江西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管理办法》(赣计收费字〔2003〕888 号 2003 年 9 月 11 日 ) 

http://www.jxdz.gov.cn/html/xwdt/xingzhengxuke/77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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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西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赣计收费字〔2003〕888 号  

省地震局、各设区市物价局、计委、地震局:  

你局《关于要求审核印发江西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管理办法的函》（赣震函[2003]32 号）收悉。  

为加强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管理,规范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行为,根据《江西省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管理办法》和原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1992]价费字 399 号）的

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江西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管理办法》（详见附件 1）和《江西省地震安全性评

价收费标准》（详见附件 2），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收费单位需持国家地震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许可证书》到同级价格主管部门申领《收费

许可证》方可执行，使用税务发票，依法纳税，接受价格、税务部门的监督检查。  

附件 1：江西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管理办法  

附件 2：江西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标准  

                                                    江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  

               二○○三年九月十一日  

附件 1：  

江西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管理办法  

一、为加强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管理，规范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行为，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江西省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98 号）、原国家物价局、财政部（[1992]价费字 399

号）和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将部分行政事业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价格）的通知》（财综[2001]94

号）的精神，特制定江西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管理办法。  

二、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对象。本办法收费对象为江西省境内所有按规定应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各类新建、

扩建、改建的建设工程项目和区域开发建设项目。具体按江西省地震局、江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等四部门下发的《关

于确定我省需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范围的通知》（赣震发[2001]12 号）规定的范围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

工作。  

三、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根据国家标准 GB17741—1999《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要求分四级。一

级工作适用于安全性要求高的重大项目中的主要工程，其破坏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二级工作适用于大城市、重

要经济开发区以及覆盖区域较大和重要生命线工程中的主要工程，其破坏将导致严重后果；三级工作适用于除一、

二级以外的大型项目中的主要工程，其破坏将导致严重后果；四级工作适用于一、二、三级工作以外的工程。  

四、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单位，必须持有省级以上地震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书，并按证书级别及规定的评

价范围开展工作。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个人，必须持有地震主管部门核发的上岗证书。  

五、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实行指导价管理，其具体标准应在《江西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标准》规定的额度内，

由地震安全评价单位根据 GB17741-1999《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的规定和委托方协商确定，体现有

偿、合理收费的原则。  

六、外省（市）具有资质的评价单位在本省辖区内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按本办法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

费标准执行。  

七、地震安全性评价费用由建设单位在工程项目经费中安排。  

八、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单位应到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接受物价、地震、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九、凡只收费不提供技术服务，或超出规定范围和标准的收费，均属乱收费行为，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5.5.47）《地震行政执法规定》(中国地震局令第 3 号 1999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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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 建筑节能 

6.1 强制性条文 

   我们的门,窗,外墙,上人屋面及不上人屋面等都没有做到的.因为设计图纸一直没有公示或备案我们,不知是设计

问题还是施工等问题.但从门窗等看到的,都是施工不按工程图施工. 根据《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我

们属于夏热冬冷地区。因为没有节能施工造成我们的卧室热天热得难以休息入睡。从 2013 年 10 月 23 日永丰县规

划建设局公示在小区的部分图纸和设计方案说明有介绍节能设计。而没有进行施工。可是一直以来，各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一直以来，没有告诉我们投诉受害人。隐瞒包庇违法乱纪行为。而在我们 2013 年 11 月 25 日到各部门投

诉，还是一样的包庇。不进行纠正处理！请上级主管部门纠正处理。 

 

6.1.1《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93 

3.2.5 外墙、屋顶、直接接触外空气的楼板和不采暖楼梯间的隔墙等围护结构,应进行保温验算,其传热阻应大于

或等于建筑物所在地区要求的最小传热阻. 

4.4.4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窗户的气密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冬季室外平均风速大于或等于 3.0m/s 的地区,对于 1-6 层建筑,不应低于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的Ⅲ级

水平;对于 7-30 层建筑,不应低于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的Ⅱ级水平. 

    二,在冬季室外平均风速小于 3.0m/s 的地区,对于 1-6 层建筑,不应低于建筑外窗空气渗性能的Ⅳ级水平;对

于 7-30 层建筑,不应低于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的Ⅲ级水平. 

5.1.1 在房间自然通风情况下,建筑物的屋顶和东、西外墙的内表面最高温度,应满足下式要求: 

                     ,max ,maxei t =  

【技术要点说明】 

夏季,建筑物的屋顶和东西外墙受到强烈的太阳辐射,如果屋顶和外墙结构比较轻薄,就容易出现内表面温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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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现象.屋顶或外墙内表面温度过高,室内的人会有受到”烘烤”的感觉,会感到不舒服,情况严重的甚至会影响人的

正常工作和生活. 

从保护居住者的身体健康和保持室内起码的舒适性出发,本条文规定屋顶和东西外墙内表面最高温度不得大于

室外空气的最高温度. 

 

6.1.2《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01 

3.0.3 居住建筑通过采用增强建筑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和提高采暖、空调设备能效比的节能措施,在保证相同

的室内热环境指标的前提下,与未采取节能措施前相比,采暖、空调能耗应节约 50%. 

4.0.7 建筑物 1～6 屋的外窗及阳台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分级及其检

测方法》GB 7107 规定的Ⅲ级;7 层及 7 层以上的外窗及阳台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标准规定的Ⅱ级. 

【技术要点说明】 

冬季室外的冷风过多地渗入室内,夏季室外的热风过多地渗入室内,一方面会造成室内不舒适,另一方面也会加

大采暖或空调系统的负荷,增加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因此要求外窗及阳台门必须具有良好的气密性,能够在采暖或空

调季节,将通过关闭的窗户渗入室内的室外空气质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实施与检查的控制】 

    窗户的气密性是窗户的一项重要性能指标，应有窗户的生产厂商提供。如果窗户的产品说明书中不包括空

气渗透性能分级，应要求生产厂商提供具有资质的实验室提供的空气渗透性能分级检测报告。 

4.0.8 围护结构各部分的传热系数和热惰性指标应符合表 4.0.8 的规定.其中外墙的传热系数应考虑结构性冷桥

的影响,取平均传热系数,其计算方法应符合本标准规定附录 A 规定. 

 

6.2 标准定额 

6.2.1《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 

1.0.3 民用建筑设计除应执行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按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原则，正确处理人、建筑和环境的相互关系； 

2. 必须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破坏环境； 

3. 应以人为本，满足人们物质与精神的需求； 

4. 应贯彻节约用地、节约能源、节约用水和节约原材料的基本国策； 

5. 应符合当地城市规划的要求，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6. 建筑和环境应综合采取防火、抗震、防洪、防空、抗风雪和雷击等防灾安全措施； 

3.2.1 民用建筑按地上层数或高度分类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住宅建筑按层数分类:一层至三层为低层住宅,四层至六层为多层住宅,七层至九层为中高层住宅,十层及十

层以上为高层住宅; 

   2.除住宅建筑之外的民用建筑高度不大于 24m 者为单层和多层建筑,大于 24m 者为高层建筑(不包括建筑高

度大于 24m 的单层公共建筑); 

   3.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民用建筑为超高层建筑. 

           注:本条建筑层数和建筑高度计算符合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 

3.3.1 建筑气候分区对建筑的基本要求应符合表 3.3.1 规定,中国建筑气候区划图见附录 A. （我们属于夏热冬冷

地区）,1.建筑物必须满足夏季防热,遮阳,通风降温要求,冬季应兼顾防寒 2.建筑物应防雨,防潮,防洪,防雷电.  

6.9.2 外墙应根据地区气候和建筑要求,采取保温,隔热和防潮等措施. 

6.10.1 门窗产品应符合下列要求: 

   1.门窗的材料,尺寸,功能和质量等应符合使用要求,并应符合建筑门窗产品标准的规定; 

   2.门窗的配件应与门窗主体相匹配,并符合材料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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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 门窗和墙体应连接牢固,且满足抗风压,水密性,气密性的要求,对不同材料的门窗选择相应的密封材料. 

6.10.3 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窗扇的开启形式应方便使用,安全和易于维修,清洗. 

    8,天窗应便于开启,关闭,固定,防渗水,并方便清洗. 

6.10.4 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门构造应开启方便,坚固耐用; 

    2 手动开启的大门扇应有制动装置,推拉门应有防脱轨措施. 

6.15.3 室外装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墙装修必须与主体结构连接按牢靠; 

     2 外墙装修保温材料应与主体结构和外墙饰面连接牢固,并应防开裂,防水,防冻,防腐蚀,防风化和防脱落. 

  3 外墙装修应防止污染环境的强烈反光. 

7.3.6 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暖地区建筑物的建筑节能设计应符合有关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 

7.4.1 夏季防热的建筑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物的夏季防防热应采取绿化环境,组织有效自然通风,外围护结构隔热和设置建筑遮阳等综合措施. 

3 建筑物的东,西向窗户,外墙和层顶应采取有效的遮阳和隔热措施. 

6.2.2《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2003） 

3.7.4 阳台应设置晾,晒衣物的设施;顶层阳台应设雨罩.各套住宅间毗连的阳台应设分户隔板. 

3.7.5 阳台,雨罩均应做有组织的排水,雨罩应做防水,阳台宜做防水. 

4.4.1 新区绿地率不应低于 30%. 

4.4.2.公共绿地总指标不应少于 1 平米/人. 

5.2.1 住宅应保证室内基本的热环境质量,采取冬季保温和夏季隔热,防热以及节约采暖和空调能耗的措施. 

5.2.2.严寒,寒冷地区住宅的节能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26)

的有关规定,其中建筑体型系数宜控制在 0.30 及以下. 

5.2.3 寒冷,夏热冬暖地区,住宅建筑的西向居住空间朝西外窗均采取遮阳措施;屋顶和西向外墙应采取隔热措施. 

【条文说明】 

5.2.1 住宅建筑应采取冬季保温和夏季隔热防热措施,以保证室内的热环境质量. 

5.2.3 寒冷,夏热冬暖和夏热冬冷地区的夏季炎热住宅建筑朝西的房间室温很高,居住条件差,影响居住者的健康,

本条规定,西向居住空间朝西或西偏南 450 和西偏北 450 范围内的外窗应设遮阳板或遮阳罩固定支架等设施,其西向

外墙和屋顶应采取隔热措施,以保证居住空间基本的室内环境质量. 

6.2.3《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01,J 116-2001，J275-2003，

JGJ 75-2003 

4.0.4 居住建筑的外窗面积不应过大,各朝向的窗墙面积比,比向不应在于 0.45,东,西向不太大于 0.30;南向不应在

于 0.50.当设计建筑的外窗不符合上述规定,其空调采暖年耗指数(或耗电量)不应超过参照建筑的空调采暖耗电量指

数(或耗电量). 

4.0.5 居住建筑的天窗面积不应大于屋顶总面积的 4%,传热系数不应大于 4.0W/(M2.k),本身的遮阳系数不应在

于 0.5.当设计建筑的天窗不符合上述规定时,其空调采暖年耗电量指数(或耗电量)不应超过参照建筑的空调采集指数

(或耗电量). 

4.0.6 居住屋顶和外墙的传热系数和热惰性指标应符合表 4.0.6 的规定.当设计建筑的屋顶和外墙不符合表 4.0.6

规定时,其空调采暖耗电指数(或耗电量)不应超过参照建筑的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或耗电量). 

4.0.7 建筑物 1-6 层的外窗及阳台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分级及其检测

方法》GB7107 规定的Ⅲ级;7 层及 7 层以上的外窗及阳台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该标准规定的Ⅱ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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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93 

3.3.1 建筑物的夏季防热应采取自然通风,窗户遮阳,围护结构隔热和环境绿化等综合性措施. 

3.3.3 建筑物间的向阳面,特别是东,西向窗户,应采取有效的遮阳措施.在建筑设计中,宜结合外廊,阳台,桃檐等处

理方法达到遮阳的目的. 

3.3.4 屋顶和东,西向外墙的内表面温度,应满足热设计标准的要求. 

3..4.9 建筑物外部窗户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

GB7107 规定的Ⅲ级水平。 

4.4.2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外部窗户的保温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严寒地区各朝向窗户,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窗保温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GB8484 规定的

Ⅱ级水平 

    二 寒冷地区各朝向窗户，不应低于上述标准的Ⅴ级水平；北向窗户，宜达到上述标准规定的Ⅳ级水平。 

 

6.2.5《民用建筑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DB 36/J0001－2006 赣建设

[2006]21 号 （起草人有龚福根，吴凡等） 

3.1.1 外墙外保温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保温层应与基层连接可靠、耐久、安全并具有适应基层 变形的能力，主体结构的正常变形不致造成保温系统

产生裂缝、 空鼓和脱落；  

2 锚固件的设置应确保外保温系统的自重均匀传递到基层，而不产生有害变形；  

3 保温系统应能经受风压和风振的作用；  

4 保温系统应能适应由温度、湿度变化而产生的应力；  

5 保温系统在遭遇相应抗震设防烈度地震作用时，不应从基层上脱落；  

6 保温系统的防火性能应符合有关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  

7 保温系统应具有防雨水渗透性能，雨水不得渗入护面层， 护面层应具备一定强度和抗裂性。  

3.1.2 外墙外保温系统基层应符合《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的一般抹灰工程质量标准。  

3.1.3 外墙外保温系统所有组成材料应对人体和环境无害，彼此 相容并具有防腐性。  

3.1.4 外墙外保温系统饰面层采用粘贴面砖时，其材料与构造措 施应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的要求。对面砖的粘

贴质量应做粘结强 度检验。 

3.1.5 外墙外保温系统饰面施工质量应视选材不同，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执行。  

3.1.6 外墙外保温系统可根据施工及质量控制和专业验收需要 按相同材料、工艺、施工条件以及变形缝、施工

段等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检验批；检验批的划分和检查数量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以每 500～1000m 2 划分为一个

检验批，不足 500m 2 也应划分为一 个检验批；每个检验批每 100 m 2 应至少抽查 1 处，每处不得小于 10 m 2。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参见附录 C。 

 

6.2.6《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2005 

6.2.1 住宅结构材料应具有规定的物理,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并应符合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原则. 

6.2.3 住宅结构用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 

7.3.1 住宅的屋面,外墙,外窗应能防止雨水和冰雪融化水侵入室内. 

7.3.2 住宅屋面和外墙的内表面在室内温,湿度设计条件下不应出现结露. 

10.1.1住宅应通过合理选择建筑的体形,朝向和窗墙面积比,增强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使用能效比罗高的采

暖和空气调节设备和系统,采取室温调控和热量计量措施来降低采暖,空气调节能耗. 

10.2.1 住宅节能设计的规定性指标主要包括:建筑物体形系数,窗墙面积比,各部分围护栏结构的传热系数,外窗

遮阳系数等.各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具体规定性指标应根据节能目标分别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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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膨胀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JG149－2003 

 

6.2.8《铝合金节能门窗》03J603-2－2003 建质[2003]17 号 

 

6.2.9《外墙外保温施工技术规程》DBJ/T01－50－2002 

 

6.2.10《建筑节能工程施工验收规范》GB50411—2007 

1.0.1  为了加强建筑节能工程的施工管理，统一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提高建筑工程节能效果，依据现

行国家有关工程质量和建筑节能的法律、法规、管理要求和相关技术标准，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中的墙体、幕墙、门窗、屋面、地面、采暖、通风与空

调、空调与采暖系统的冷热源及管网、配电与照明、监测与监控等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 

1.0.3  建筑节能工程中采用的工程技术文件、承包合同文件对工程质量的要求不得低于本规范的规定。 

1.0.4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遵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各专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5  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应在建筑节能分部工程验收合格后进行。 

3.4  验收的划分 

3.4.1  建筑节能工程为单位建筑工程的一个分部工程。其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建筑节能分项工程应按照表 3.4.1 划分。 

2  建筑节能工程应按照分项工程进行验收。当建筑节能分项工程的工程量较大时，可以将分项

工程划分为若干个检验批进行验收。 

3  当建筑节能工程验收无法按照上述要求划分分项工程或检验批时，可由建设、监理、施工等

各方协商进行划分。但验收项目、验收内容、验收标准和验收记录均应遵守本规范的规定。 

4  建筑节能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验收应单独填写验收记录，节能验收资料应单独组卷。 

 

表 3.4.1  建筑节能分项工程划分 

序号 分项工程 主要验收内容 

1 墙体节能工程   主体结构基层；保温材料；饰面层等 

2 幕墙节能工程 

  主体结构基层；隔热材料；保温材料；隔汽层；幕墙玻璃；单

元式幕墙板块；通风换气系统；遮阳设施；冷凝水收集排放系统

等 

3 门窗节能工程   门；窗；玻璃；遮阳设施等 

4 屋面节能工程   基层；保温隔热层；保护层；防水层；面层等 

5 地面节能工程   基层；保温层；保护层；面层等 

6 采暖节能工程 
  系统制式；散热器；阀门与仪表；热力入口装置；保温材料；

调试等 

7 通风与空气调节节能工程   系统制式；通风与空调设备；阀门与仪表；绝热材料；调试等 

8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及

管网节能工程 

  系统制式；冷热源设备；辅助设备；管网；阀门与仪表；绝热；

保温材料；调试等 

9 配电与照明节能工程 
  低压配电电源；照明光源、灯具；附属装置；控制功能；调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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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 

  冷、热原系统的监测控制系统；空调水系统的监测控制系统；

通风与空调系统的监测控制系统；监测与计量装置；供配电的监

测控制系统；照明自动控制系统；综合控制系统等 

 

6.2.11《建筑气候区划标准》GB50178－93 

 

6.3 法律法规 

6.3.1）《民用建筑节能条例》（2008 年 8 月 1 日国务院令 530 号） 

http://www.gov.cn/flfg/2008-08/07/content_1067062.htm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8-08/08/content_16159611_2.htm  

http://www.ccc.gov.cn/xxgk/jsfg/xzfg/2018-05-29-11460650.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530 号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已经 2008 年 7 月 23 日国务院第 18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八年八月一日 

民 用 建 筑 节 能 条 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用建筑节能管理，降低民用建筑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民用建筑节能，是指在保证民用建筑使用功能和室内热环境质量的前提下，降低其使

用过程中能源消耗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民用建筑，是指居住建筑、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商业、服务业、教育、卫生等其他公共建筑。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民用建筑节能工作的领导，积极培育民用建筑节能服务市场，健全民用

建筑节能服务体系，推动民用建筑节能技术的开发应用，做好民用建筑节能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第四条 国家鼓励和扶持在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采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 

  在具备太阳能利用条件的地区，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扶持单位、个人安

装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照明系统、供热系统、采暖制冷系统等太阳能利用系统。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以及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民用建筑节能

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国家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指导下，编制全国民用建筑节能规划，并与

相关规划相衔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民用建筑节能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后实施。 

  第七条 国家建立健全民用建筑节能标准体系。国家民用建筑节能标准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

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发布。 

  国家鼓励制定、采用优于国家民用建筑节能标准的地方民用建筑节能标准。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民用建筑节能资金，用于支持民用建筑节能的科学技术研究和标准制

定、既有建筑围护结构和供热系统的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以及民用建筑节能示范工程、节能项目的推广。 

  政府引导金融机构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以及民用建筑节能示范工程等项目提供支持。 

  民用建筑节能项目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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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国家积极推进供热体制改革，完善供热价格形成机制，鼓励发展集中供热，逐步实行按照用热量

收费制度。 

  第十条 对在民用建筑节能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新建建筑节能 

  第十一条 国家推广使用民用建筑节能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限制使用或者禁止使用能源

消耗高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国务院节能工作主管部门、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公布并及时更新推广使用、

限制使用、禁止使用目录。 

  国家限制进口或者禁止进口能源消耗高的技术、材料和设备。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不得在建筑活动中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 

  第十二条 编制城市详细规划、镇详细规划，应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的要求，确定建筑的布局、形状和朝

向。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对民用建筑进行规划审查，应当就设计方案是否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征求

同级建设主管部门的意见；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材料之日起 10 日内提出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不计算

在规划许可的期限内。 

  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不得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三条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应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经审

查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

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

备。 

  按照合同约定由建设单位采购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的，建设单位应当保

证其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 

  第十五条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应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

行设计、施工、监理。 

  第十六条 施工单位应当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进行查

验；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不得使用。 

  工程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不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施工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改正；施工单位拒

不改正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墙体、屋面的保温工程施工时，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

形式实施监理。 

  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不得在建筑上使用或者安装，

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应当对民用建筑是否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查验；对不符

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不得出具竣工验收合格报告。 

  第十八条 实行集中供热的建筑应当安装供热系统调控装置、用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公共建

筑还应当安装用电分项计量装置。居住建筑安装的用热计量装置应当满足分户计量的要求。 

  计量装置应当依法检定合格。 

  第十九条 建筑的公共走廊、楼梯等部位，应当安装、使用节能灯具和电气控制装置。 

  第二十条 对具备可再生能源利用条件的建筑，建设单位应当选择合适的可再生能源，用于采暖、制冷、

照明和热水供应等；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有关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标准进行设计。 

  建设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应当与建筑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第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所有权人应当对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进行测评和标识，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测评结果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应当安装、使用节能设备。 

  本条例所称大型公共建筑，是指单体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 

  第二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应当向购买人明示所售商品房的能源消耗指标、节能措施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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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要求、保温工程保修期等信息，并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和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中载明。 

  第二十三条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保温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5 年。保温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

之日起计算。 

  保温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第三章 既有建筑节能 

  第二十四条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地理气候条件等实际情况，有计划、

分步骤地实施分类改造。 

  本条例所称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是指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既有建筑的围护结构、供热系统、

采暖制冷系统、照明设备和热水供应设施等实施节能改造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既有建筑的建设年代、结构形式、

用能系统、能源消耗指标、寿命周期等组织调查统计和分析，制定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明确节能改造的目标、

范围和要求，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中央国家机关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由有关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制定节能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应当制定节能改造

方案，经充分论证，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方可进行。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以节能改造的名义对前款规定的既有建

筑进行扩建、改建。 

  第二十七条 居住建筑和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公共建筑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

在尊重建筑所有权人意愿的基础上，可以结合扩建、改建，逐步实施节能改造。 

  第二十八条 实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应当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优先采用遮阳、改善通风等低

成本改造措施。 

  既有建筑围护结构的改造和供热系统的改造,应当同步进行。 

  第二十九条 对实行集中供热的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应当安装供热系统调控装置和用热计量装置；对公共

建筑进行节能改造，还应当安装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和用电分项计量装置。 

  第三十条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的节能改造费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居住建筑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公益事业使用的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费用，由政府、建筑所有

权人共同负担。 

  国家鼓励社会资金投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第四章 建筑用能系统运行节能 

  第三十一条 建筑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应当保证建筑用能系统的正常运行，不得人为损坏建筑围护结构

和用能系统。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应当建立健全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制度和操作

规程，对建筑用能系统进行监测、维护，并定期将分项用电量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节能工作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建设主管部门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公

共建筑重点用电单位及其年度用电限额。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公共建筑用电情况进行调

查统计和评价分析。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采暖、制冷、照明的能源消耗情况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布。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公共建筑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应当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的调

查统计工作予以配合。 

  第三十三条 供热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和培训。 

  供热单位应当改进技术装备，实施计量管理，并对供热系统进行监测、维护，提高供热系统的效率，保证

供热系统的运行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供热单位的能源消耗情况进行调

查统计和分析，并制定供热单位能源消耗指标；对超过能源消耗指标的，应当要求供热单位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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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监督实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设计方案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民用建筑项目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二）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设计方案出具合格意见的； 

  （三）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民用建筑项目颁发施工许可证的； 

  （四）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以节能改造

的名义对既有建筑进行扩建、改建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的； 

  （二）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

统和照明设备的； 

  （三）采购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的； 

  （四）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的。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民用建筑项目出具竣工验收

合格报告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民用建筑项目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设计单位未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或者使用列入禁止使

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施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民用建筑项目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

门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

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进行查验的； 

  （二）使用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的； 

  （三）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的。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 

  （二）墙体、屋面的保温工程施工时，未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实施监理的。 

  对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按照符合施工图

设计文件要求签字的，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未向购买人明示所售商品房的能源消耗指标、

节能措施和保护要求、保温工程保修期等信息，或者向购买人明示的所售商品房能源消耗指标与实际能源消耗不符

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交付使用的房屋

销售总额 2%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 3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格证书的部门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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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注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6.3.2）《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2005 年 11 月 10 日建设部令 143 号） 

http://www.chinace.org.cn/display.asp?id=94   2000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421780.htm  2005 

http://www.nmkcsj.org.cn/danyewenzhang?id=68f4a7cc-c826-4fb7-99f4-91c5c66efc42  2005 

http://hbjsj.qhhb.gov.cn/html/3371/182872.html  2005 

http://www.shaanxijs.gov.cn/zhengce/2011/10/47189.shtml  2005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2000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已于 1999 年 10 月 28 日经第 17 次部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用建筑节能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室内热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

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有关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建设项目的审批、设计、施工、工程质量监督、竣工验收和物业管理： 

  （一）《建筑气候区域标准》划定的严寒和寒冷地区设置集中采暖的新建、扩建的居住建筑及其附属设施； 

  （二）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旅游旅馆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建筑节能的日

常工作可以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建筑节能机构负责。 

  第四条 国家鼓励建筑节能技术进步，鼓励引进国外先进的建筑节能技术，禁止引进国外落后的建筑用能

技术、材料和设备。 

  国家鼓励发展下列建筑节能技术（产品）： 

  （一）新型节能墙体和屋面的保温、隔热技术与材料； 

  （二）节能门窗的保温隔热和密闭技术； 

  （三）集中供热和热、电、冷联产联供技术； 

  （四）供热采暖系统温度调控和分户热量计量技术与装置； 

  （五）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及设备； 

  （六）建筑照明节能技术与产品； 

  （七）空调制冷节能技术与产品； 

  （八）其他技术成熟、效果显著的节能技术和节能管理技术。 

  第五条 新建居住建筑的集中采暖系统应当使用双管系统，推行温度调节和户用热量计量装置，实行供热

计量收费。 

  第六条 新建民用建筑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计任务书，应当包括合理用能的专题论证。依法

审批的机关要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对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计任务书组织节能论证和评估。对不符合节

能标准的项目，不得批准建设。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节能要求和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委托工程项目的设计。 

  建设单位不得擅自修改节能设计文件。 

  第八条 设计单位应当依据建设单位的委托以及节能的标准和规范进行设计（以下简称节能设计），保证

建筑节能设计质量。 

  （一）严寒和寒冷地区设置集中采暖的新建、扩建的居住建筑设计，应当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 

  （二）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旅游旅馆的热工与空气调节设计，应当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旅馆建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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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与空气调节节能设计标准》。 

  第九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计审查单位，在进行施工图设计审查时，应当审查节能设计的

内容，并签署意见。 

  从事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工作的设计人员，应当接受节能标准与节能技术知识的培训。 

  第十条 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符合建筑节能标准要求的建

筑通用设计或者标准图集。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节能设计进行施工，保证工程施工质量。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达不到节能设计标准要求的项目，在质量监督文件中应予以注明。 

  第十三条 供热单位、房屋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做好建筑物供热系统的节能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节能考核制度。认真记录和上报能源消耗资料，接受对锅炉运行的检测。对超过能源消耗指标或者达不到

供暖温度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达标。 

  第十四条 国家实行建筑节能产品认证和淘汰制度。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和其他专项资金中节

能资金的监督管理，专款专用。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未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委托设计或者擅自修改节能设计文件的，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 设计单位未按照节能标准和规范进行设计的，应当修改设计。未进行修改的，给予警告，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两年内，累计三项工程未按照节能标准和规范设计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

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对注册执业人员，可以责令停止执业一年。 

  第十八条 对未按照节能设计进行施工的，责令改正；整改所发生的工程费用，由施工单位负责；可以给

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两年内，累计三项工程未按照符合节能设计标准要

求的设计进行的施工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十九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过程中，发现达 

不到节能标准的，责令建设单位改正，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二十条 本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

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第二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 严寒和寒冷地区未设置集中采暖的新建、扩建的居住建筑也应当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0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2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43 号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已于 2005 年 10 月 28 日经第 76 次部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五年十一月十日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用建筑节能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室内热环境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民用建筑，是指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 

  本规定所称民用建筑节能，是指民用建筑在规划、设计、建造和使用过程中，通过采用新型墙体材料，执

行建筑节能标准，加强建筑物用能设备的运行管理，合理设计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提高采暖、制冷、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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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给排水和通道系统的运行效率，以及利用可再生能源，在保证建筑物使用功能和室内热环境质量的前提下，

降低建筑能源消耗，合理、有效地利用能源的活动。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节能规划，制定国家建筑节能专项规划；省、自治区、直辖市

以及设区城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节能规划，制定本地建筑节能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五条 编制城乡规划应当充分考虑能源、资源的综合利用和节约，对城镇布局、功能区设置、建筑特征，

基础设施配置的影响进行研究论证。  

  第六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建筑节能发展状况和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制定建筑节

能相关标准，建立和完善建筑节能标准体系；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民

用建筑节能有关规定，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民用建筑节能标准的地方标准或者实施细则。  

  第七条 鼓励民用建筑节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推广应用节能型的建筑、结构、材料、用能设备和附

属设施及相应的施工工艺、应用技术和管理技术，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第八条 鼓励发展下列建筑节能技术和产品：  

  （一）新型节能墙体和屋面的保温、隔热技术与材料；  

  （二）节能门窗的保温隔热和密闭技术；  

  （三）集中供热和热、电、冷联产联供技术；  

  （四）供热采暖系统温度调控和分户热量计量技术与装置；  

  （五）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及设备；  

  （六）建筑照明节能技术与产品；  

  （七）空调制冷节能技术与产品；  

  （八）其他技术成熟、效果显著的节能技术和节能管理技术。  

  鼓励推广应用和淘汰的建筑节能部品及技术的目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省、自治区、直辖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结合该目录，制定适合本区域的鼓励推广应用和淘汰的建筑节能部品及技术的目录。  

  第九条 国家鼓励多元化、多渠道投资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投资人可以按照协议分享节能改造的收益；

鼓励研究制定本地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资金筹措办法和相关激励政策。  

  第十条 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建筑物的围护结构

（含墙体、屋面、门窗、玻璃幕墙等）、供热采暖和制冷系统、照明和通风等电器设备是否符合节能要求的监督检

查。  

  第十一条 新建民用建筑应当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要求，民用建筑工程扩建和改建时，应当对原建筑进

行节能改造。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应当考虑建筑物的寿命周期，对改造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投入收益比进行科学论证。

节能改造要符合建筑节能标准要求，确保结构安全，优化建筑物使用功能。  

  寒冷地区和严寒地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应当与供热系统节能改造同步进行。  

  第十二条 采用集中采暖制冷方式的新建民用建筑应当安设建筑物室内温度控制和用能计量设施，逐步实

行基本冷热价和计量冷热价共同构成的两部制用能价格制度。  

  第十三条 供热单位、公共建筑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制定相应的节能建筑运行管理制

度，明确节能建筑运行状态各项性能指标、节能工作诸环节的岗位目标责任等事项。  

  第十四条 公共建筑的所有权人或者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建立用能档案，在供热或者制冷间歇期委托

相关检测机构对用能设备和系统的性能进行综合检测评价，定期进行维护、维修、保养及更新置换，保证设备和系

统的正常运行。  

  第十五条 供热单位、房屋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物业管理等有关单位，应当记录并按有关规定上报能源

消耗资料。  

  鼓励新建民用建筑和既有建筑实施建筑能效测评。  

  第十六条 从事建筑节能及相关管理活动的单位，应当对其从业人员进行建筑节能标准与技术等专业知识

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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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节能标准和节能技术应当作为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

注册建造师等继续教育的必修内容。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建筑节能政策要求和建筑节能标准委托工程项目的设计。  

  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节能设计文件，降低建筑节能标

准。  

  第十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所售商品住房的节能措施、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指标等基本信息在销

售现场显著位置予以公示，并在《住宅使用说明书》中予以载明。  

  第十九条 设计单位应当依据建筑节能标准的要求进行设计，保证建筑节能设计质量。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在进行审查时，应当审查节能设计的内容，在审查报告中单列节能审查章节；不

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结论应当定为不合格。  

  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建筑节能施工标准的要求进行施工，保证工程施工质

量。  

  第二十一条 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建筑节能标准、节能设计文件、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及监理

合同对节能工程建设实施监理。  

  第二十二条 对超过能源消耗指标的供热单位、公共建筑的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责令限

期达标。  

  第二十三条 对擅自改变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措施，并影响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责令责任人及时予

以修复，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行为的，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的有关规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二十五条 建设单位未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委托设计，擅自修改节能设计文件，明示或暗示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违反建筑节能设计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建设质量的，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设计单位未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应当修改设计。未进行修改的，给予警告，

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2 年内，累计 3 项工程未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

标准设计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二十七条 对未按照节能设计进行施工的施工单位，责令改正；整改所发生的工程费用，由施工单位负

责；可以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2 年内，累计 3 项工程未按照符合节能

标准要求的设计进行施工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

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第二十九条 农民自建低层住宅不适用本规定。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原《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76 号）同时废

止。 

 

 

 

 

6.3.3）《民用建筑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DB36/J0001-2006 赣建设［2006］21 号 2006 年 05 月

20 日 （起草人有龚福根，吴凡等） 

https://wenku.baidu.com/view/889e530ae53a580217fcfe0a.html  

https://doc.mbalib.com/view/456beda2ecfef5f1dbaf54f1423e27e5.html 

 

6.3.4）《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技术导则》(龚福根，吴凡等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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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建质[2008]19 号 2008 年 01 月 29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802/t20080201_158286.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08-00084 主题信息：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期：2008

年 01 月 29 日文件名称：关于印发《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建质[2008]19

号主 题 词：关于印发《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了加强建筑节能管理工作，保证建筑节能工程质量，我部组织编制了《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工作

导则》。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告我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

展司。 

  附件：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附件： 

 

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 

1  总则 

1.0.1  为加强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规范质量监督行为，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民用建

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43 号）、《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和《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制

定本工作导则。 

1.0.2  本工作导则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民用建筑节能工程的质量监督工作。本导则所称民用建筑是指居住

建筑和公共建筑。 

1.0.3  质量监督机构应采取抽查建筑节能工程的实体质量和相关工程质量控制资料的方法，督促各方责任主体

履行质量责任，确保工程质量。 

重点是监督检查、抽查建筑节能工程有关措施及落实情况，质量控制资料及相关产品的节能要求指标，加强事

前控制，把检查各责任主体的节能工作行为放在首位。 

1.0.4  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除应执行本工作导则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技术标

准等规定。 

1.0.5  质量监督机构应根据本地区民用建筑节能工程情况制定监督工作方案。 

２  施工前期准备阶段的监督抽查内容 

2.0.1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情况。 

2.0.2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情况。 

2.0.3  涉及建筑节能效果的设计变更重新报审和建设、监理单位确认情况。 

2.0.4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专项方案及建筑节能监理规划和实施细则编制、审批情况。 

2.0.5  建筑节能专业施工人员岗前培训及技术交底情况。 

2.0.6  建设、设计、施工（含分包）、监理等各方责任主体单位对建筑节能示范样板的确认情况。 

3  施工过程的监督抽查内容 

3.1  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质量 

3.1.1  主要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规格、型号、性能与设计文件要求是否相符。 

3.1.2  主要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合格证、中文说明书、型式检验报告、定型产品和成套技术应用型式检验报

告、进场验收记录、见证取样送检复试报告的核查情况。 

3.1.3  监理工程师对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验收签认情况。 

3.1.4  监督机构对建筑节能材料质量产生质疑时，监督机构应对建筑节能材料按一定比例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

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3.2  墙体节能工程 

3.2.1  基层表面空鼓、开裂、松动、风化及平整度及妨碍粘结的附着物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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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保温层施工应结合不同工程做法根据规范规定，由各地制定监督抽查内容，重点对保温、牢固、开裂、

渗漏、耐久性、防火等性能进行抽查。 

3.2.3  雨水管卡具、女儿墙、分隔缝、变形缝、挑梁、连梁、壁柱、空调板、空调管洞、门窗洞口等易产生热

桥部位保温措施。 

3.2.4  施工产生的墙体缺陷（如穿墙套管、脚手眼、孔洞等）处理。 

3.2.5  不同材料基体交接处、容易碰撞的阳角及门窗洞口转角处等特殊部位的保温层防止开裂和破损的加强措

施。 

3.2.6  隔汽层构造处理、穿透隔汽层处密封措施、隔汽层冷凝水排水构造处理。 

3.3  非采暖公共间节能工程 

3.3.1  非采暖公共间（如普通住宅楼梯间、高层住宅疏散楼梯间、电梯前室、公共通道、公共大堂大厅、地下

室等）按图施工情况。 

3.4  幕墙节能工程 

3.4.1  幕墙工程热桥部位的隔断热桥措施。 

3.4.2  幕墙与周边墙体间的缝隙处理。 

3.4.3  建筑伸缩缝、沉降缝、抗震缝等变形缝的保温密封处理。 

3.4.4  遮阳设施的安装。 

3.5  门窗节能工程 

3.5.1  外门窗框或副框与洞口、外门窗框与副框之间的间隙处理。 

3.5.2  金属外门窗隔断热桥措施及金属副框隔断热桥措施。 

3.5.3  严寒、寒冷、夏热冬冷地区建筑外窗气密性现场实体检验情况。 

3.5.4  严寒、寒冷地区的外门安装及特种门安装的节能措施。 

3.5.5  外门窗遮阳设施的安装。 

3.5.6  天窗安装位置、坡度、密封节能措施。 

3.5.7  门窗扇密封条的安装、镶嵌、接头处理。 

3.5.8  门窗镀（贴）膜玻璃的安装方向及中空玻璃均压管密封及中空玻璃露点复检情况。 

3.6  屋面节能工程 

3.6.1  屋面保温、隔热层铺设质量、厚度控制。 

3.6.2  屋面保温、隔热层的平整度、坡向、细部及屋面热桥部位的保温隔热措施。 

3.6.3  屋面隔汽层位置、铺设方式及密封措施。 

3.7  地面节能工程 

3.7.1  基层处理的质量。 

3.7.2  地面保温层、隔离层、防潮层、保护层等各层的设置和构造做法以及保温层的厚度。 

3.7.3  地面节能工程的保温板与基层之间、各构造层的粘结及缝隙处理。 

3.7.4  穿越地面直接接触室外空气的各种金属管道的隔断热桥保温措施。 

3.7.5  严寒、寒冷地区的建筑首层直接与土壤接触的地面、采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外墙、毗邻不采暖空间的

地面及底面直接接触室外空气的地面等隔断热桥保温措施。 

3.8  采暖节能工程 

3.8.1  采暖系统安装应抽查以下内容： 

1  采暖系统的制式及安装； 

2  散热设备、阀门与过滤器、温度计及仪表安装； 

3  系统各分支管路水力平衡装置安装及调试的情况； 

4  分室（区）热量计量设施安装和调试的情况； 

5  散热器恒温阀的安装。 

3.8.2  采暖系统热力入口装置的安装应抽查以下内容： 

1  热力入口装置的选型； 

2  热计量装置的安装和调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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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力平衡装置的安装及调试的情况； 

4  过滤器、压力表、温度计及各种阀门的安装。 

3.8.3  采暖管道的保温层、防水层施工。 

3.8.4  采暖系统安装完成后的系统试运转和调试。 

3.9  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 

3.9.1  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中的送、排风系统、空调风系统、空调水系统的安装应抽查以下内容： 

1  各系统的制式及其安装； 

2  各种设备、自控阀门与仪表安装； 

3  水系统各分支管路水力平衡装置安装及调试的情况； 

4  空调系统分栋、分户、分室（区）冷、热计量设备安装。 

3.9.2  风管的制作与安装应抽查以下内容： 

1  风管严密性及风管系统的严密性检测； 

2  风管与部件、风管与土建风道及风管间的连接； 

3  需要绝热的风管与金属支架的接触处、复合风管及需要绝热的非金属风管的连接和加固等处的冷桥处理。 

3.9.3  各种空调机组的安装、与风管连接的情况及现场组装的组合式空调机组各功能段之间连接检测。 

3.9.4  风机盘管机组的选型及安装和调试的情况。 

3.9.5  空调与通风系统中风机的选型及安装。 

3.9.6  带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置和集中排风系统中的排风热回收装置选型及安装。 

3.9.7  空调机组回水管上的电动两通调节阀、风机盘管机组回水管上的电动两通（调节）阀、空调冷热水系统

中的水力平衡装置、冷（热）量计量装置等自控阀门与仪表的选型及安装。 

3.9.8  风管和空调水系统管道隔热层、防潮层选材。 

3.9.9  空调水系统的冷热水管道及配件与支、吊架之间绝热衬垫安装和冷桥隔断的措施。 

3.9.10  通风与空调系统安装完毕后的通风机和空调机组等设备的单机试运转和调试及通风空调系统无生产负

荷下的联合试运转和调试检测。 

3.10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及管网节能工程 

 

3.10.1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设备和辅助设备及其管网系统的安装。 

3.10.2  空调冷热源水系统管道及配件绝热层和防潮层的施工情况。 

3.10.3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和辅助设备及其管道和管网系统安装完毕后的系统试运转及调试情况。 

3.11  配电与照明节能工程 

3.11.1  锅炉房动力用电、冷却塔水泵用电和照明用电计量设备安装。 

3.11.2  住宅公共部分和公共建筑的照明的高效光源、高效灯具和节能控制装置安装。 

3.11.3  水泵、风机等设备的节能装置安装。 

3.11.4  低压配电系统及照明系统检测。 

3.12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 

3.12.1  监测与自动控制系统的安装、调试和联动情况。 

3.12.2  监测和自动控制系统与空调、采暖、配电和照明等系统联动运行、监测情况。 

3.13  施工过程中的检测和试验 

3.13.1  施工过程中是否按相关规范规定进行了各项测试、试验。 

3.13.2  测试、试验的批次、数量是否符合要求。 

3.13.3  测试、试验的结果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4  质量问题的处理 

4.0.1  监督检查发现违反规范规程的一般问题，应当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并督促责任单位落实整改。 

4.0.2  监督检查时发现违反规范规程中“强制性条文”的、没有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不按审查合格的

设计文件施工的、没有进行建筑节能专项备案的、建筑节能设计变更未进行复审和备案的、没有建筑节能专项施工

方案的、没有做建筑节能工程施工示范样板的，应当下达《责令暂停施工通知书》，经整改复查合格后，方可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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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对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严重质量违规行为，监督机构应报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

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5  建筑节能工程竣工分部质量验收的监督 

5.0.1  建筑节能工程验收应满足以下条件： 

  1  施工单位出具的建筑节能工程分部质量验收报告，建筑围护结构的外墙节能构造实体检验，严寒、寒

冷和夏热冬冷地区的外窗气密性现场实体检测，采暖、通风与空调、照明系统检测资料等合格证明文件，以及施工

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整改报告等； 

  2  检查建筑节能分部工程重点部位隐蔽验收记录和相关图像资料； 

  3  检查相关节能分部工程检验批、分项工程、子分部工程验收合格标准及合格依据，以及检验批和分项

工程的划分； 

  4  设计单位出具的建筑节能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5  监理单位出具的建筑节能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5.0.2  监督机构应对验收组成员组成及节能验收程序进行监督。 

5.0.3  监督机构应对节能工程实体质量进行抽测、对观感质量进行检查。 

5.0.4  节能工程竣工验收监督的记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对节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评价； 

2  对节能工程观感质量检查验收的评价； 

  3  对节能工程验收的组织及程序的评价； 

4  对节能工程验收报告的评价。 

6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的内容 

6.0.1  节能工程概况。 

6.0.2  对建筑节能施工过程中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质量行为及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检查情况，包括图纸

是否经过审图机构审查和到节能管理部门备案、节能材料进场是否经过复试、节能工程是否有专项施工方案、是否

有施工示范样板、是否有节能专项验收等。 

6.0.3  建筑节能工程实体质量监督抽查（包括监督检测）情况，监督机构对涉及建筑节能系统安全、使用功能、

关键部位的实体质量或材料进行监督抽测、检测记录。 

6.0.4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抽查情况。 

6.0.5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问题的整改和质量事故处理情况。 

6.0.6  建筑节能施工过程中各方质量责任主体及相关有资格人员的不良记录内容。 

6.0.7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监督记录及监督评价和建议。 

7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档案 

7.0.1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档案是单位工程质量监督档案的组成部分。 

7.0.2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档案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建筑节能工程项目监督工作方案； 

2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过程监督抽查（包括监督检测）记录； 

3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分部验收监督记录； 

4  节能分部施工中发生质量问题的整改和质量事故处理的有关资料； 

5  建筑节能工程监督过程中所形成的照片（含底片）、音像资料。 

 

6.3.6）《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建质[2006]192 号 2006 年 07 月 31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8171.html  

http://jst.jl.gov.cn/gczl/wjxx/200608/t20060824_159931.html  

http://www.nmkcsj.org.cn/danyewenzhang?id=83e5ecf1-e98b-48a2-8455-4cbdb6fc629a  

http://rags.ahut.edu.cn/info/1022/10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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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文件名称：关于印发《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建质[2006]192

号主 题 词：关于印发《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建设交通委），北京市规划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进一步做好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保证建筑节能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贯彻落实，我

部制定了《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的监督管理，保证民用建筑工程符合建筑节能标准，根据《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

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规

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民用建筑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等有关活动及对民用建筑工程质

量实施监督管理的，必须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民用建筑，是指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 

  第三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等单位，应当

遵守国家有关建筑节能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并依法对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负责。  

  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依法实施建筑节能质量监督管理。 

  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履行以下质量责任和义务： 

  1、组织设计方案评选时，应当将建筑节能要求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2、不得擅自修改设计文件。当建筑设计修改涉及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时，必须将修改后的设计文件送原

施工图审查机构重新审查。  

  3、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降低建筑节能标准。 

  4、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符合建筑节能性能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部品、采暖空

调系统、照明设备等。按照合同约定由建设单位采购的有关建筑材料和设备，建设单位应当保证其符合建筑节能指

标。  

  5、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不得篡改或者伪造检测报告。 

  6、在组织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时，应当同时验收建筑节能实施情况，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应当注明建

筑节能的实施内容。  

  大型公共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时，对采暖空调、通风、电气等系统，应当进行调试。 

  第五条 设计单位应当履行以下质量责任和义务： 

  l、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 

  2、民用建筑工程设计要按功能要求合理组合空间造型，充分考虑建筑体形、围护结构对建筑节能的影响，

合理确定冷源、热源的形式和设备性能，选用成熟、可靠、先进、适用的节能技术、材料和产品。  

  3、初步设计文件应设建筑节能设计专篇，施工图设计文件须包括建筑节能热工计算书，大型公共建筑工

程方案设计须同时报送有关建筑节能专题报告，明确建筑节能措施及目标等内容。  

  第六条 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履行以下质量责任和义务： 

  1、严格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对送审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对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施

工图设计文件，不得出具审查合格书。  

  2、向建设主管部门报送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材料中应包括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执行情况。 

  3、审查机构应将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设计单位和注册人员违反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及时上报当地

建设主管部门。  

  第七条 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以下质量责任和义务： 

  1、严格按照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建筑节能标准的要求进行施工，不得擅自修改设计文件。 

  2、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部品等进行检验。对采暖空调系统、照明设备等进行检

验，保证产品说明书和产品标识上注明的性能指标符合建筑节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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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应当编制建筑节能专项施工技术方案，并由施工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及监理单位专业监理工程师进行审

核，审核合格，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及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4、应当加强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特别应当加强对易产生热桥和热工缺陷等重要部位的质量控制，保证符

合设计要求和有关节能标准规定。  

  5、对大型公共建筑工程采暖空调、通风、电气等系统的调试，应当符合设计等要求。 

  6、保温工程等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 监理单位应当履行以下质量责任和义务： 

  1、严格按照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建筑节能标准的要求实施监理，针对工程的特点制定符合建筑节能要

求的监理规划及监理实施细则。  

  2、总监理工程师应当对建筑节能专项施工技术方案审查并签字认可。专业监理工程师应当对工程使用的

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部品、采暖空调系统、照明设备，以及涉及建筑节能功能的重要部位施工质量检查验收

并签字认可。  

  3、对易产生热桥和热工缺陷部位的施工，以及墙体、屋面等保温工程隐蔽前的施工，专业监理工程师应

当采取旁站形式实施监理。  

  4、应当在《工程质量评估报告》中明确建筑节能标准的实施情况。 

  第九条 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应当将检测过程中发现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违反建筑节能强制性标

准的情况，及时上报当地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十条 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施工过程建筑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

检查，发现未按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施工和违反建筑节能标准的，应当责令改正。  

  第十一条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以及施工图审查和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违反建筑节能有关

法律法规的，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第十二条 达不到节能要求的工程项目，不得参加各类评奖活动。 

 

二、导则 

1 总则 

1.0.1 为加强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规范质量监督行为，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民用建

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43 号）、《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和《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制

定本工作导则。 

1.0.2 本工作导则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民用建筑节能工程的质量监督工作。本导则所称民用建筑是指居住

建筑和公共建筑。 

1.0.3 质量监督机构应采取抽查建筑节能工程的实体质量和相关工程质量控制资料的方法，督促各方责任主体

履行质量责任，确保工程质量。 

重点是监督检查、抽查建筑节能工程有关措施及落实情况，质量控制资料及相关产品的节能要求指标，加强事

前控制，把检查各责任主体的节能工作行为放在首位。 

1.0.4 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除应执行本工作导则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技术标

准等规定。 

1.0.5 质量监督机构应根据本地区民用建筑节能工程情况制定监督工作方案。  

2 施工前期准备阶段的监督抽查内容 

2.0.1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情况。 

2.0.2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情况。 

2.0.3 涉及建筑节能效果的设计变更重新报审和建设、监理单位确认情况。 

2.0.4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专项方案及建筑节能监理规划和实施细则编制、审批情况。 

2.0.5 建筑节能专业施工人员岗前培训及技术交底情况。 

2.0.6 建设、设计、施工（含分包）、监理等各方责任主体单位对建筑节能示范样板的确认情况。  

3 施工过程的监督抽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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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质量 

3.1.1 主要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规格、型号、性能与设计文件要求是否相符。 

3.1.2 主要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合格证、中文说明书、型式检验报告、定型产品和成套技术应用型式检验报

告、进场验收记录、见证取样送检复试报告的核查情况。 

3.1.3 监理工程师对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验收签认情况。 

3.1.4 监督机构对建筑节能材料质量产生质疑时，监督机构应对建筑节能材料按一定比例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

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3.2 墙体节能工程 

3.2.1 基层表面空鼓、开裂、松动、风化及平整度及妨碍粘结的附着物的处理。 

3.2.2 保温层施工应结合不同工程做法根据规范规定，由各地制定监督抽查内容，重点对保温、牢固、开裂、

渗漏、耐久性、防火等性能进行抽查。 

3.2.3 雨水管卡具、女儿墙、分隔缝、变形缝、挑梁、连梁、壁柱、空调板、空调管洞、门窗洞口等易产生热桥

部位保温措施。 

3.2.4 施工产生的墙体缺陷（如穿墙套管、脚手眼、孔洞等）处理。 

3.2.5 不同材料基体交接处、容易碰撞的阳角及门窗洞口转角处等特殊部位的保温层防止开裂和破损的加强措

施。 

3.2.6 隔汽层构造处理、穿透隔汽层处密封措施、隔汽层冷凝水排水构造处理。 

3.3 非采暖公共间节能工程 

3.3.1 非采暖公共间（如普通住宅楼梯间、高层住宅疏散楼梯间、电梯前室、公共通道、公共大堂大厅、地下

室等）按图施工情况。 

3.4 幕墙节能工程 

3.4.1 幕墙工程热桥部位的隔断热桥措施。 

3.4.2 幕墙与周边墙体间的缝隙处理。 

3.4.3 建筑伸缩缝、沉降缝、抗震缝等变形缝的保温密封处理。 

3.4.4 遮阳设施的安装。 

3.5 门窗节能工程 

3.5.1 外门窗框或副框与洞口、外门窗框与副框之间的间隙处理。 

3.5.2 金属外门窗隔断热桥措施及金属副框隔断热桥措施。 

3.5.3 严寒、寒冷、夏热冬冷地区建筑外窗气密性现场实体检验情况。 

3.5.4 严寒、寒冷地区的外门安装及特种门安装的节能措施。 

3.5.5 外门窗遮阳设施的安装。 

3.5.6 天窗安装位置、坡度、密封节能措施。 

3.5.7 门窗扇密封条的安装、镶嵌、接头处理。 

3.5.8 门窗镀（贴）膜玻璃的安装方向及中空玻璃均压管密封及中空玻璃露点复检情况。 

3.6 屋面节能工程 

3.6.1 屋面保温、隔热层铺设质量、厚度控制。 

3.6.2 屋面保温、隔热层的平整度、坡向、细部及屋面热桥部位的保温隔热措施。 

3.6.3 屋面隔汽层位置、铺设方式及密封措施。 

3.7 地面节能工程 

3.7.1 基层处理的质量。 

3.7.2 地面保温层、隔离层、防潮层、保护层等各层的设置和构造做法以及保温层的厚度。 

3.7.3 地面节能工程的保温板与基层之间、各构造层的粘结及缝隙处理。 

3.7.4 穿越地面直接接触室外空气的各种金属管道的隔断热桥保温措施。 

3.7.5 严寒、寒冷地区的建筑首层直接与土壤接触的地面、采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外墙、毗邻不采暖空间的

地面及底面直接接触室外空气的地面等隔断热桥保温措施。 

3.8 采暖节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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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采暖系统安装应抽查以下内容： 

1 采暖系统的制式及安装； 

2 散热设备、阀门与过滤器、温度计及仪表安装； 

3 系统各分支管路水力平衡装置安装及调试的情况； 

4 分室（区）热量计量设施安装和调试的情况； 

5 散热器恒温阀的安装。 

3.8.2 采暖系统热力入口装置的安装应抽查以下内容： 

1 热力入口装置的选型； 

2 热计量装置的安装和调试的情况； 

3 水力平衡装置的安装及调试的情况； 

4 过滤器、压力表、温度计及各种阀门的安装。 

3.8.3 采暖管道的保温层、防水层施工。 

3.8.4 采暖系统安装完成后的系统试运转和调试。 

3.9 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 

3.9.1 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中的送、排风系统、空调风系统、空调水系统的安装应抽查以下内容： 

1 各系统的制式及其安装； 

2 各种设备、自控阀门与仪表安装； 

3 水系统各分支管路水力平衡装置安装及调试的情况； 

4 空调系统分栋、分户、分室（区）冷、热计量设备安装。 

3.9.2 风管的制作与安装应抽查以下内容： 

1 风管严密性及风管系统的严密性检测； 

2 风管与部件、风管与土建风道及风管间的连接； 

3 需要绝热的风管与金属支架的接触处、复合风管及需要绝热的非金属风管的连接和加固等处的冷桥处理。 

3.9.3 各种空调机组的安装、与风管连接的情况及现场组装的组合式空调机组各功能段之间连接检测。 

3.9.4 风机盘管机组的选型及安装和调试的情况。 

3.9.5 空调与通风系统中风机的选型及安装。 

3.9.6 带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置和集中排风系统中的排风热回收装置选型及安装。 

3.9.7 空调机组回水管上的电动两通调节阀、风机盘管机组回水管上的电动两通（调节）阀、空调冷热水系统

中的水力平衡装置、冷（热）量计量装置等自控阀门与仪表的选型及安装。 

3.9.8 风管和空调水系统管道隔热层、防潮层选材。 

3.9.9 空调水系统的冷热水管道及配件与支、吊架之间绝热衬垫安装和冷桥隔断的措施。 

3.9.10 通风与空调系统安装完毕后的通风机和空调机组等设备的单机试运转和调试及通风空调系统无生产负

荷下的联合试运转和调试检测。 

3.10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及管网节能工程 

3.10.1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设备和辅助设备及其管网系统的安装。 

3.10.2 空调冷热源水系统管道及配件绝热层和防潮层的施工情况。 

3.10.3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和辅助设备及其管道和管网系统安装完毕后的系统试运转及调试情况。 

3.11 配电与照明节能工程 

3.11.1 锅炉房动力用电、冷却塔水泵用电和照明用电计量设备安装。 

3.11.2 住宅公共部分和公共建筑的照明的高效光源、高效灯具和节能控制装置安装。 

3.11.3 水泵、风机等设备的节能装置安装。 

3.11.4 低压配电系统及照明系统检测。 

3.12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 

3.12.1 监测与自动控制系统的安装、调试和联动情况。 

3.12.2 监测和自动控制系统与空调、采暖、配电和照明等系统联动运行、监测情况。 

3.13 施工过程中的检测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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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 施工过程中是否按相关规范规定进行了各项测试、试验。 

3.13.2 测试、试验的批次、数量是否符合要求。 

3.13.3 测试、试验的结果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4 质量问题的处理 

4.0.1 监督检查发现违反规范规程的一般问题，应当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并督促责任单位落实整改。 

4.0.2 监督检查时发现违反规范规程中“强制性条文”的、没有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不按审查合格的

设计文件施工的、没有进行建筑节能专项备案的、建筑节能设计变更未进行复审和备案的、没有建筑节能专项施工

方案的、没有做建筑节能工程施工示范样板的，应当下达《责令暂停施工通知书》，经整改复查合格后，方可复工。 

4.0.3 对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严重质量违规行为，监督机构应报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

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5 建筑节能工程竣工分部质量验收的监督 

5.0.1 建筑节能工程验收应满足以下条件： 

1 施工单位出具的建筑节能工程分部质量验收报告，建筑围护结构的外墙节能构造实体检验，严寒、寒冷和夏

热冬冷地区的外窗气密性现场实体检测，采暖、通风与空调、照明系统检测资料等合格证明文件，以及施工过程中

发现的质量问题整改报告等； 

2 检查建筑节能分部工程重点部位隐蔽验收记录和相关图像资料； 

3 检查相关节能分部工程检验批、分项工程、子分部工程验收合格标准及合格依据，以及检验批和分项工程的

划分； 

4 设计单位出具的建筑节能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5 监理单位出具的建筑节能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5.0.2 监督机构应对验收组成员组成及节能验收程序进行监督。 

5.0.3 监督机构应对节能工程实体质量进行抽测、对观感质量进行检查。 

5.0.4 节能工程竣工验收监督的记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对节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评价； 

2 对节能工程观感质量检查验收的评价； 

3 对节能工程验收的组织及程序的评价； 

4 对节能工程验收报告的评价。  

6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的内容 

6.0.1 节能工程概况。 

6.0.2 对建筑节能施工过程中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质量行为及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检查情况，包括图纸

是否经过审图机构审查和到节能管理部门备案、节能材料进场是否经过复试、节能工程是否有专项施工方案、是否

有施工示范样板、是否有节能专项验收等。 

6.0.3 建筑节能工程实体质量监督抽查（包括监督检测）情况，监督机构对涉及建筑节能系统安全、使用功能、

关键部位的实体质量或材料进行监督抽测、检测记录。 

6.0.4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抽查情况。 

6.0.5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问题的整改和质量事故处理情况。 

6.0.6 建筑节能施工过程中各方质量责任主体及相关有资格人员的不良记录内容。 

6.0.7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监督记录及监督评价和建议。  

7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档案 

7.0.1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档案是单位工程质量监督档案的组成部分。 

7.0.2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档案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建筑节能工程项目监督工作方案； 

2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过程监督抽查（包括监督检测）记录； 

3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分部验收监督记录； 

4 节能分部施工中发生质量问题的整改和质量事故处理的有关资料； 

5 建筑节能工程监督过程中所形成的照片（含底片）、音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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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的监督管理，保证民用建筑工程符合建筑节能标准，根据《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规章，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民用建筑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等有关活动及对民用建筑工程

质量实施监督管理的，必须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民用建筑，是指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 

   第三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等单位，应

当遵守国家有关建筑节能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并依法对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负责。 

   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依法实施建筑节能质量监督管理。 

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履行以下质量责任和义务： 

   1、组织设计方案评选时，应当将建筑节能要求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2、不得擅自修改设计文件。当建筑设计修改涉及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时，必须将修改后的设计文件送原

施工图审查机构重新审查。 

   3、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降低建筑节能标准。 

   4、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符合建筑节能性能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部品、采暖空

调系统、照明设备等。按照合同约定由建设单位采购的有关建筑材料和设备，建设单位应当保证其符合建筑节能指

标。 

   5、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不得篡改或者伪造检测报告。 

   6、在组织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时，应当同时验收建筑节能实施情况，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应当注明建

筑节能的实施内容。 

   大型公共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时，对采暖空调、通风、电气等系统，应当进行调试。 

第五条 设计单位应当履行以下质量责任和义务： 

   l、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 

   2、民用建筑工程设计要按功能要求合理组合空间造型，充分考虑建筑体形、围护结构对建筑节能的影响，

合理确定冷源、热源的形式和设备性能，选用成熟、可靠、先进、适用的节能技术、材料和产品。 

   3、初步设计文件应设建筑节能设计专篇，施工图设计文件须包括建筑节能热工计算书，大型公共建筑工

程方案设计须同时报送有关建筑节能专题报告，明确建筑节能措施及目标等内容。 

第六条 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履行以下质量责任和义务： 

   1、严格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对送审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对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施

工图设计文件，不得出具审查合格书。 

   2、向建设主管部门报送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材料中应包括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执行情况。 

   3、审查机构应将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设计单位和注册人员违反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及时上报当地

建设主管部门。 

第七条 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以下质量责任和义务： 

   1、严格按照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建筑节能标准的要求进行施工，不得擅自修改设计文件。 

   2、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部品等进行检验。对采暖空调系统、照明设备等进行检

验，保证产品说明书和产品标识上注明的性能指标符合建筑节能要求。 

   3、应当编制建筑节能专项施工技术方案，并由施工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及监理单位专业监理工程师进行审

核，审核合格，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及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4、应当加强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特别应当加强对易产生热桥和热工缺陷等重要部位的质量控制，保证符

合设计要求和有关节能标准规定。 

   5、对大型公共建筑工程采暖空调、通风、电气等系统的调试，应当符合设计等要求。 

   6、保温工程等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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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 监理单位应当履行以下质量责任和义务： 

   1、严格按照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建筑节能标准的要求实施监理，针对工程的特点制定符合建筑节能要

求的监理规划及监理实施细则。 

   2、总监理工程师应当对建筑节能专项施工技术方案审查并签字认可。专业监理工程师应当对工程使用的

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部品、采暖空调系统、照明设备，以及涉及建筑节能功能的重要部位施工质量检查验收

并签字认可。 

   3、对易产生热桥和热工缺陷部位的施工，以及墙体、屋面等保温工程隐蔽前的施工，专业监理工程师应

当采取旁站形式实施监理。 

   4、应当在《工程质量评估报告》中明确建筑节能标准的实施情况。 

第九条 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应当将检测过程中发现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违反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

情况，及时上报当地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十条 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施工过程建筑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发现未按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施工和违反建筑节能标准的，应当责令改正。 

 第十一条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以及施工图审查和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违反建筑节能有关法

律法规的，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第十二条 达不到节能要求的工程项目，不得参加各类评奖活动。 

 

6.3.7）《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28 号 2006-08-06） 

http://www.gov.cn/zwgk/2006-08/23/content_368136.htm  

http://www.cec.org.cn/hangyeguangjiao/jienenghuanbao/2010-11-27/10655.html  

http://www.zjoaf.gov.cn/zfxxgk/zcfg/flfg/2006/09/12/ww0938477.shtml  

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 

国发〔2006〕2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节约资源基本国策，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进一步加强节能工作，加快建设节

约型社会，实现“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节能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特

作如下决定： 

  一、充分认识加强节能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必须把节能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国人口众多，能源资源相对不足，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由于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能源消耗强度较高，消费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高投入、

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加剧了能源供求矛盾和环境污染状况。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因素，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能源工作的重要性，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实现能源的可持

续发展。解决我国能源问题，根本出路是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节约优先的方针，大力推进节能降耗，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节能是缓解能源约束，减轻环境压力，保障经济安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二）必须把节能工作作为当前的紧迫任务。近几年，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高耗能行业增长过快，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上升，特别是今年上半年，能源消耗增长仍然快于经济增长，节能工作面临更大压力，形势

十分严峻。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节能工作的紧迫性，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

感。要把节能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列入各级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切实下大力气，采取强有力措施，确保

实现“十一五”能源节约的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二、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节能工作 

  （三）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节约资源基

本国策，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技术进步为根本，强化全社会的

节能意识，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实行有效的激励政策，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调动市场主体节能

的自觉性，加快构建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以能源的高效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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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基本原则。坚持节能与发展相互促进，节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实现科学发展必须节能；坚持开发

与节约并举，节能优先，效率为本；坚持把节能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攻方向，从根本上改变高耗能、高污染

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坚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实施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努力营造有利于节能的体制环境、政

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坚持源头控制与存量挖潜、依法管理与政策激励、突出重点与全面推进相结合。 

  （五）主要目标。到“十一五”期末，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按 2005 年价格计算）能耗下降到 0.98 吨标准

煤，比“十五”期末降低 20%左右，平均年节能率为 4.4%。重点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总体达到或接近本世纪初

国际先进水平。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比较完善的节能法规和标准体系、政策保障体系、技

术支撑体系、监督管理体系，形成市场主体自觉节能的机制。 

  三、加快构建节能型产业体系 

  （六）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

规定〉的决定》（国发〔2005〕40 号）要求，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

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优化升级带动转变，立足节约能源推动发展。合理规划产业和地区布局，避免由于

决策失误造成能源浪费。 

  （七）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能耗低、污染少的优势，努力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

重。要以专业化分工和提高社会效率为重点，积极发展生产服务业；以满足人们需求和方便群众生活为中心，提升

生活服务业。大中城市要优先发展服务业，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逐步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八）积极调整工业结构。严格控制新开工高耗能项目，把能耗标准作为项目核准和备案的强制性门槛，

遏制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对企业搬迁改造严格能耗准入管理。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技术和设备，不按

期淘汰的企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依法责令其停产或予以关闭，依法吊销排污许可证和停止供电，属

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依法吊销生产许可证。积极推进企业联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效益。 

  （九）优化用能结构。大力发展高效清洁能源。逐步减少原煤直接使用，提高煤炭用于发电的比重，发展

煤炭气化和液化，提高转换效率。引导企业和居民合理用电。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水能等

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 

  四、着力抓好重点领域节能 

  （十）强化工业节能。突出抓好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耗能行业和

年耗能 1 万吨标准煤以上企业的节能工作，组织实施千家企业节能行动，推动企业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加快节能技

术改造，降低能源消耗。 

  （十一）推进建筑节能。大力发展节能省地型建筑，推动新建住宅和公共建筑严格实施节能 50%的设计标

准，直辖市及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实施节能 65%的标准。推动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大力发展新型墙体材料。 

  （十二）加强交通运输节能。积极推进节能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快发展铁路和内河运输，优先发

展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加快淘汰老旧铁路机车、汽车、船舶，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交通工具，开发和推广车用代

用燃料和清洁燃料汽车。 

  （十三）引导商业和民用节能。在公用设施、宾馆商厦、写字楼、居民住宅中推广采用高效节能办公设备、

家用电器、照明产品等。 

  （十四）抓好农村节能。加快淘汰和更新高耗能落后农业机械和渔船装备，加快农业提水排灌机电设施更

新改造，大力发展农村户用沼气和大中型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推广省柴节煤灶，因地制宜发展小水电、风能、太

阳能以及农作物秸秆气化集中供气系统。 

  （十五）推动政府机构节能。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厉行节约，在节能工作中发挥表率

作用。重点抓好政府机构建筑物和采暖、空调、照明系统节能改造以及办公设备节能，采取措施大力推动政府节能

采购，稳步推进公务车改革。 

  五、大力推进节能技术进步 

  （十六）加快先进节能技术、产品研发和推广应用。各级人民政府要把节能作为政府科技投入、推进高技

术产业化的重点领域，支持科研单位和企业开发高效节能工艺、技术和产品，优先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共

性和关键技术示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解决技术瓶颈。采取多种方式加快高效节能产品的推广应用。有条件的地

方可对达到超前性国家能效标准、经过认证的节能产品给予适当的财政支持，引导消费者使用。落实产品质量国家

免检制度，鼓励高效节能产品生产企业做大做强。有关部门要制定和发布节能技术政策，组织行业共性技术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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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全面实施重点节能工程。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要认真组织落实“十一五”规划纲

要提出的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区域热电联产、余热余压利用、节约和替代石油、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

优化、建筑节能、绿色照明、政府机构节能以及节能监测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等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发展改革委要

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抓紧落实相关政策措施，确保工程配套资金到位，同时要会同有关部门切实做

好重点工程、重大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十八）培育节能服务体系。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加快节能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促进各级各类

节能技术服务机构转换机制、创新模式、拓宽领域，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推进

企业节能技术改造。 

  （十九）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节能技术和管理经验，广泛开展与国际组织、金融机构

及有关国家和地区在节能领域的合作。 

  六、加大节能监督管理力度 

  （二十）健全节能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抓紧做好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的有关工作，进一

步严格节能管理制度，明确节能执法主体，强化政策激励，加大惩戒力度。研究制订有关节能的配套法规。加快组

织制定和完善主要耗能行业能耗准入标准、节能设计规范，制定和完善主要工业耗能设备、机动车、建筑、家用电

器、照明产品等能效标准以及公共建筑用能设备运行标准。各地区要研究制定本地区主要耗能产品和大型公共建筑

单位能耗限额。 

  （二十一）加强规划指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把实现能耗降低的约束性目

标作为本地区、本部门“十一五”规划和有关专项规划的重要内容，明确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认真制定和实施

本地区和行业的节能规划。 

  （二十二）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体系。发展改革委要将“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降低目标分解落实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人民政府要将目标逐级分解落实到各市、县以及重点

耗能企业，实行严格的目标责任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每年要定期公布各地区能源消耗情况；省级人民政

府要建立本地区能耗公报制度。要将能耗指标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年度考核体系，作为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任期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考核内容，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的重要

考核内容，实行节能工作问责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实施办法。 

  （二十三）建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要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含新建、改建、扩建项目）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对未进行节能审查或未能通过节能审查的项目一律不得审批、

核准，从源头杜绝能源的浪费。对擅自批准项目建设的，要依法依规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

关部门制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的具体办法。 

  （二十四）强化重点耗能企业节能管理。重点耗能企业要建立严格的节能管理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进

一步调动广大职工节能降耗的积极性。要强化基础工作，配备专职人员，将节能降耗的目标和责任落实到车间、班

组和个人，并加强监督检查。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重点耗能企业节能情况的跟踪、指导和监督，

定期公布重点企业能源利用状况。其中，对实施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的高耗能企业，发展改革委要与各相关省级人民

政府和有关中央企业签订节能目标责任书，强化节能目标责任和考核。 

  （二十五）完善能效标识和节能产品认证制度。加快实施强制性能效标识制度，扩大能效标识在家用电器、

电动机、汽车和建筑上的应用，不断提高能效标识的社会认知度，引导社会消费行为，促进企业加快高效节能产品

的研发。推动自愿性节能产品认证，规范认证行为，扩展认证范围，推动建立国际协调互认。 

  （二十六）加强电力需求侧和电力调度管理。充分发挥电力需求侧管理的综合优势，优化城市、企业用电

方案，推广应用高效节能技术，推进能效电厂建设，提高电能使用效率。改进发电调度规则，优先安排清洁能源发

电，对燃煤火电机组进行优化调度，限制能耗高、污染重的低效机组发电，实现电力节能、环保和经济调度。 

  （二十七）控制室内空调温度。所有公共建筑内的单位，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个体工

商户，除特定用途外，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 26 摄氏度，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高于 20 摄氏度。有关部

门要据此修订完善公共建筑室内温度有关标准，并加强监督检查。 

  （二十八）加大节能监督检查力度。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节能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重点

检查高耗能企业及公共设施的用能情况、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情况、禁止淘汰设备异地再用情况，以

及产品能效标准和标识、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行业设计规范执行等情况。达不到建筑节能标准的建筑物不准开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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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销售。严禁生产、销售和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高耗能产品。要严厉打击报废机动车和船舶等违法交易活动。节

能主管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和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要公开曝光。 

  七、建立健全节能保障机制 

  （二十九）深化能源价格改革。加强和改进电价管理，建立成本约束机制；完善电力分时电价办法，引导

用户合理用电、节约用电；扩大差别电价实施范围，抑制高耗能产业盲目扩张，促进结构调整。落实石油综合配套

调价方案，理顺国内成品油价格。继续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建立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的价格挂钩和动态调整机制。

全面推进煤炭价格市场化改革。研究制定能耗超限额加价的政策。 

  （三十）加大政府对节能的支持力度。各级人民政府要对节能技术与产品推广、示范试点、宣传培训、信

息服务和表彰奖励等工作给予支持，所需节能经费纳入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十一五”期间，国家每年安排一

定的资金，用于支持节能重大项目、示范项目及高效节能产品的推广。 

  （三十一）实行节能税收优惠政策。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节能产品目录》，对生产和使

用列入《节能产品目录》的产品，财政部、税务总局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提出具体的税收优惠政策，报国务院

审批。严格实施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的政策措施。研究建立促进能源节约的燃油税收制度，以及

控制高耗能加工贸易和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的有关税收政策。抓紧研究并适时实施不同种类能源矿产资源计税方法

改革方案。根据资源条件和市场变化情况，适当提高有关资源税征收标准。 

  （三十二）拓宽节能融资渠道。各类金融机构要切实加大对节能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推动和引导社会各

方面加强对节能的资金投入。要鼓励企业通过市场直接融资，加快进行节能降耗技术改造。 

  （三十三）推进城镇供热体制改革。加快城镇供热商品化、货币化，将采暖补贴由“暗补”变“明补”，加

强供热计量，推进按用热量计量收费制度。完善供热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建筑供热采暖按热量

收费的政策，培育有利于节能的供热市场。 

  （三十四）实行节能奖励制度。各地区、各部门对在节能管理、节能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中做出显著

成绩的单位及个人要给予表彰和奖励。能源生产经营单位和用能单位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节能奖励办法，结合本单位

的实际情况，对节能工作中作出贡献的集体、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节能奖励计入工资总额。 

  八、加强节能管理队伍建设和基础工作 

  （三十五）加强节能管理队伍建设。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节能管理队伍建设，充实节能管理力量，完善节

能监督体系，强化对本行政区域内节能工作的监督管理和日常监察（监测）工作，依法开展节能执法和监察（监测）。

在整合现有相关机构的基础上，组建国家节能中心，开展政策研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技术推广、宣传

培训、信息咨询、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工作。 

  （三十六）加强能源统计和计量管理。各级人民政府要为统计部门依法行使节能统计调查、统计执法和数

据发布等提供必要的工作保障。各级统计部门要切实加强能源统计，充实必要的人员，完善统计制度，改进统计方

法，建立能够反映各地区能耗水平、节能目标责任和评价考核制度的节能统计体系。要强化对单位国内（地区）生

产总值能耗指标的审核，确保统计数据准确、及时。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督促企业合理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加

强能源计量管理。 

  （三十七）加大节能宣传、教育和培训力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等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要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节能宣传活动，广泛宣传我国的能源形势和节能的重要意义，弘扬节能先进典型，曝光浪费行为，引

导合理消费。教育部门要将节能知识纳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各级工会、共青团组织要重视

和加强对广大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的节能教育，广泛开展节能合理化建议活动。有关行业协会要协助政府做好行业

节能管理、技术推广、宣传培训、信息咨询和行业统计等工作。各级科协组织要围绕节能开展系列科普活动。要认

真组织开展一年一度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加强经常性的节能宣传和培训。要动员全社会节能，在全社会倡导健

康、文明、节俭、适度的消费理念，用节约型的消费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要大力倡导节约风尚，使节能成为

每个公民的良好习惯和自觉行动。 

  九、加强组织领导 

  （三十八）切实加强节能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本决定的

精神，努力抓好落实。省级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节能工作负总责，把节能工作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要

亲自抓，并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和分工，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省级人民政

府、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在本决定下发后 2 个月内提出本地区、本行业节能工作实施方案报国务院；中央企业要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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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下发后 2 个月内提出本企业节能工作实施方案，由国资委汇总报国务院。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指

导和协调，认真监督检查本决定的贯彻执行情况，并向国务院报告。 

                               国务院 

                            二○○六年八月六日 

   

 

 

6.3.8）《建筑节能保温材料标准及施工规范汇编》(中国标准出版社 第一版 第二版） 

 

6.3.9）《建筑节能门窗标准汇编》(中国标准出版社 第一版 第二版） 

 

6.3.10）《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  (国发〔2005〕21 号 2005 年 06 月 27 日） 

http://www.gov.cn/zwgk/2005-09/08/content_30265.htm 

 

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 

国发〔2005〕2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提出加快两个根本性转变以来，我国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积极进展，

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上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仍存在资源消耗高、浪费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我国淡水、土地、能

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十一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建

设节约型社会，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各领域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损失浪费，以尽可能少的资

源消耗，创造尽可能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

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

约放在首位的方针，紧紧围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能、节水、节材、

节地、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加快结构调整，推进技术进步，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政策措施，强化

节约意识，尽快建立健全促进节约型社会建设的体制和机制，逐步形成节约型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以资源的高

效和循环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此，现就做好今明两年建设节约型社会重点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点工作 

  （一）大力推进能源节约。 

  1.落实《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提出的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研究提出《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方案》，明确

主要目标、重点内容、保障措施、实施主体，以及分年度实施计划、国家支持的重点。2005 年启动节约和替代石油、

热电联产、余热利用、建筑节能、政府机构节能、绿色照明、节能监测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等 7 项工程。 

  2.抓好重点耗能行业和企业节能。突出抓好钢铁、有色、煤炭、电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耗能

行业和年耗能万吨标准煤以上企业节能，国家重点抓好 1000 家高耗能企业，提出节能降耗目标和措施，加强跟踪

和指导。 

  3.推进交通运输和农业机械节能。加快淘汰老旧汽车、船舶和落后农业机械。加快发展电气化铁路，实现

以电代油。研究提出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系统的具体措施。开发和推广清洁燃料汽车、节能农业机械。推动《乘用车

燃料消耗量限值》国家标准的实施，从源头控制高耗油汽车的发展。按照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试点工作方案，稳步推

进车用乙醇汽油推广工作。 

  4.推动新建住宅和公共建筑节能。抓紧出台《关于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贯彻实施

《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新建建筑严格实施节能 5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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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标准，推动北京、天津等少数大城市率先实施节能 65%的标准。深化北方地区供热体制改革，推动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开展建筑节能关键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建筑工程应用技术研发、集成和城市级工程示范，启动低能耗、超低

能耗和绿色建筑示范工程。 

  5.引导商业和民用节能。推行空调、冰箱等产品强制性产品能效标识管理，扩大节能产品认证，促进高效

节能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加快淘汰落后产品。在公用设施、宾馆商厦、居民住宅中推广采用高效节电照明产品。严

格执行公共建筑夏季空调室内温度最低标准，在全社会倡导夏季用电高峰期间室内空调温度提高 1—2 度。在农村

大力发展户用沼气和大中型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推广省柴节煤灶。 

  6.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推进大型水电、风电基地建设；在西部电网未覆盖地区发展小水电和太阳能发电，

在东部沿海地区和有居民的海岛大力推进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在农村地区推广风能、太阳能利用。组织生物

质能资源调查及生物质能技术示范和推广；研究制定可再生能源配额、价格管理等配套规章和实施措施。大力推进

能源林基地建设和开发利用。 

  7.强化电力需求侧管理。落实电力需求侧管理及迎峰度夏工作的部署，加强以节电和提高用电效率为核心

的需求侧管理，完善配套法规，制定有效的激励政策，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各地加大推行力度。 

  8.加快节能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节能投资担保机制，为企业实施节能改造提供诊断、

设计、融资、改造、运行、管理一条龙服务。 

  （二）深入开展节约用水。 

  1.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认真研究提出关于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性文件，适时召开全国节水型社会

建设工作会议。继续开展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重点抓好南水北调东中线受水区和宁夏节水型社会建设示

范区建设。研究提出水资源宏观分配指标和微观取水定额指标，推进国家水权制度建设。 

  2.推进城市节水工作。积极开展节水产品研发，加大节水设备和器具的推广力度，指导各地加快供水管网

改造，降低管网漏失率。推动公共建筑、生活小区、住宅节水和中水回用设施建设。推进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加

快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市场的改革。 

  3.推进农业节水。继续推进农业节水灌溉，推广农业节水灌溉设备应用，大力推进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

积极开展农业末级渠系节水改造试点。在丘陵、山区和干旱地区积极开展雨水积蓄利用，支持农村水窖建设，推广

旱作农业技术，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扩大节水作物品种和种植面积。开展农村、集镇生态卫生旱厕试点。 

  4.推进节水技术改造和海水利用。推进高耗水行业节水技术改造、矿井水资源化利用。推进沿海缺水城市

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 

  5.加强地下水资源管理。严格控制超采、滥采地下水。防治水污染，缓解水质性缺水。 

  （三）积极推进原材料节约。 

  1.加强重点行业原材料消耗管理。严格设计规范、生产规程、施工工艺等技术标准和材料消耗核算制度，

推行产品生态设计和使用再生材料，减少损失浪费，提高原材料利用率。 

  2.延长材料使用寿命和节约木材。鼓励生产高强度和耐腐蚀金属材料，提高材料强度和使用寿命。加强木

材节约代用，抓紧研究提出《关于加快推进木材节约和代用工作的意见》。 

  3.研究实施节约包装材料的政策措施。重点研究禁止过度包装的政策措施，2005 年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月

饼等过度包装和搭售问题，从市场价格入手出台规范性意见。落实发展散装水泥的政策措施，从使用环节入手，进

一步加大散装水泥推广力度。 

  （四）强化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 

  1.实行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修订和完善建设用地定额指标，完善土地使用市场准入制度。推进土地复垦。 

  2.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试点。指导村镇按集约利用土地原则做好规划和建设，促进农村建设用地的

节约集约利用。启动“沃土工程”，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 

  3.研究提出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措施。重点研究提出城市建设节约利用和集约利用土地的政策措施，以及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集约利用土地的意见。 

  4.进一步限制毁田烧砖。认真实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

（国办发〔2005〕33 号），推动第二批城市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有关部门要适时联合召开“全国推进墙体材料革

新和推广节能建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五）加强资源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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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进废物综合利用。要以煤矿瓦斯利用为重点，推进共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以粉煤灰、煤矸

石、尾矿和冶金、化工废渣及有机废水综合利用为重点，推进工业废物综合利用。 

  2.做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工作。以再生金属、废旧轮胎、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利用为重点，推进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推进生活垃圾和污泥资源化利用。 

  3.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推行农资节约。推广机械化秸秆还田技术以及秸杆气化、固化成型、发电、养畜技

术。研究提出农户秸秆综合利用补偿政策，开展秸杆和粪便还田的农田保育示范工程。推广节肥、节药技术，提高

化肥、农药利用率。鼓励并推广农膜回收利用。 

  二、加快节约资源的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 

  （一）加强规划指导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把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作为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

规划及各类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的重要指导原则。编制《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一五”规划》、《海水

利用专项规划》、《全国节水灌溉规划》、《全国旱作节水农业发展规划》、《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可再生能源中长期

发展规划》、《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规划》、《保护性耕作示范工程建设规划》。加快出台《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和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明确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项目，促进有利于资源节约的产业项目发展，淘汰

技术水平低、消耗大、污染严重的产业。 

  （二）健全节约资源的法律法规。抓紧制定和修订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法律法规。配合全国人大财经委研

究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修订建议，重点研究建立严格的节能管理制度、明确激励政策、规范执法主

体、加大惩戒力度等。配合全国人大环资委研究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取水许可制度实

施办法》，起草《节约用水管理条例》。抓紧出台废旧家电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完善回收体系，建立生产者责任制。

加强石油节约、建筑节能、墙体材料革新、包装物和废旧轮胎回收等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法律法规建设，做好相关

立法工作。 

  （三）完善资源节约标准。编制《2005—2007 年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发展计划》。制定风机、水泵、

变压器、电动机等工业用能产品和家用电器、办公设备强制性能效标准，完善主要耗能行业节能设计规范。研究制

定《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制定《绿色建筑技术导则》、《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验

收规范》。修订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和雨水利用标准，完善重点用水行业取水定额标准。加大农业节水灌溉设备国

家标准的制修订和实施力度。制定和实施新的土地使用标准，建立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和考核标准，完善村镇规划标

准。研究提出重要矿产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行业标准，制定《矿山企业尾矿利用技术规范》。 

  （四）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建立能够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的

价格形成机制。落实全国水价改革与节水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推进阶梯式水价制度和超计划、超定额用水加价

收费方式。逐步推进农业水价改革试点，依法全面整顿农业供水末级渠系的水价秩序，取消水费计收中的搭车收费，

制止截留挪用。加大实施峰谷分时、丰枯和季节性电价力度，扩大执行范围。对高耗能行业中国家淘汰类和限制类

项目，继续实行差别电价。研究制定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改革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理顺天然气与

其他产品的比价关系。运用价格机制调控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五）完善有利于节约资源的财税政策。研究制定鼓励生产、使用节能节水产品的税收政策，以及鼓励发

展节能省地型建筑的经济政策。研究制定鼓励低油耗、小排量车辆的财税政策。调整高耗能产品进出口政策。积极

研究财税体制改革，适时开征燃油税，完善消费税税制。加大公共财政对政府节约资源管理和政府机构节能改造的

支持力度。逐步扩大节能、节水产品实施政府采购的范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理顺现有收费和资金来源渠道的基础上，研究建立和完善资源开发与生态补偿机制。 

  （六）推进节约资源科学技术进步。国家科技计划继续加大对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的攻关力度，

组织开发和示范有重大推广意义的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废物综合

利用技术、循环经济发展中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接技术、雨洪收集和苦咸水综合利用技术、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和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可回收利用材料和回收拆解技术、流程工业能源综合利用技术、重大机电产品节能降耗技术、

绿色再制造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等，努力取得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在中央预算内投资（含国债项目

资金）中继续支持一批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重大项目，包括重大技术示范项目、重大资源节约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项

目等。贯彻实施《中国节水技术政策大纲》，修订《中国节能技术政策大纲》，编制重点行业发展循环经济先进适用

技术目录。加大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推广应用力度。 

  （七）建立资源节约监督管理制度。建立高耗能、高耗水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强制淘汰制度。完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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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能产品和新建建筑市场准入制度，对达不到最低能效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进口和销售；对公共建筑和民用建

筑达不到建筑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不准施工、验收备案、销售和使用；对矿山尾矿中资源品位严重超标的，要采

取强制回收措施。在 2004 年有关部门联合开展资源节约专项检查的基础上，组织各地节能监察（监测）中心对年

耗能万吨标准煤以上重点企业开展节能监督检查。对北方采暖地区、夏热冬冷和夏热冬暖地区建筑节能标准执行情

况分别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专项检查。针对 200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强制性能效标识管理和 7 月 1 日起施行的《乘

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国家标准，组织全国性的国家监督抽查活动。继续开展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专项检查。对检

查中发现的各种浪费资源的做法和行为，要严肃查处。研究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关统计制度。加强和完

善能源、水资源以及节能、节水统计工作。 

  三、加强对资源节约工作的领导和协调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铁道部、交通

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国资委、税务总局、质检总局、环保总局、统计局、林业局、法制办、国管局、电

监会、海洋局等有关部门要根据确定的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按照职责分工，尽快制定具体政策措施，积

极做好资源节约工作。为了加强各有关部门间的协调配合，由发展改革委负责做好组织协调，牵头建立由有关部门

参加的部门协调机制，加强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组织实施资源节约的主要工作在地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特别

是省级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资源节约工作负责，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并建立相应协调机制，明确相关

部门的责任和分工，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在推进建设节约型社会工作中，要注重发挥人民团体

和行业协会的作用。 

  （二）政府机构要带头节约。各级政府部门要从自身做起，带头厉行节约，在推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发挥

表率作用。要制定《推动政府机构节能的实施意见》，建立政府机构能耗统计体系，明确能耗、水耗定额，重点抓

好政府建筑物和采暖、空调、照明系统节能改造以及公务车节能。落实《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推行政府

机构节能采购，优先采购节能（节水）产品和节约办公用品，降低费用支出。各级政府在认真做好机关节约工作的

同时，更要抓好全社会的节约工作。为此，要抓紧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进一步健全干部考核机制，将资

源节约责任和实际效果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责任制和干部考核体系中。 

  （三）组织开展创建节约型社会活动。要研究制定《创建节约型社会实施方案》，在“十一五”期间创建一

批节约型城市、节约型政府机构、节约型企业、节约型社区，发挥示范作用，并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源节

约的路子。要及时总结和推广节约型社会建设中的经验和典型。在冶金、有色、煤炭、电力、化工、建材、造纸、

酿造等重点行业，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生物质能综合利用、废旧家电、废旧轮胎、废纸回收利用、绿色再制造等

重点领域和产业园区及城市组织开展循环经济试点。通过试点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模式，确定发展循环经济的

重大技术领域和重大项目领域，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提出按循环经济发展理念规划、建设、改造产业园区

和建设节约型城市的思路。 

  （四）努力营造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良好氛围。建设节约型社会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需要动员全社会

的力量积极参与。2005 年要围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这一主题，继续开展“资源节约行”

活动。要组织新闻媒体采访，集中宣传节约资源的先进典型，揭露和曝光浪费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和现象。

要在工矿企业职工中开展“我为节约做贡献”活动，在中小学校开展“珍惜资源、从我做起”活动，在宾馆开展“争

创绿色饭店”活动，在社区开展“创建绿色社区”活动，在中央国家机关开展“做节约表率”活动，在全国质量月

开展“降废减损兴质量”活动。要认真组织好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以及世界水日、土地日、环境

日等宣传活动，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公益广告和征文活动。同时，要加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研讨和交流，2005 年底

在北京举办建设节约型社会展览会，择时组织开展节能节水和资源综合利用先进典型推广现场会及技术交流会。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意义，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各项工作安排，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抓紧制订具体实施方案，精心组织，认真抓好落实，

切实抓出成效。    

                            国  务  院    

                                             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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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 号 2007 年 05 月 23 日，2011 年

08 月 30 日国发〔2011〕26 号，2016 年 12 月 20 日国发〔2016〕74 号） 

http://www.gov.cn/xxgk/pub/govpublic/mrlm/200803/t20080328_32749.html   2007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947196.htm   2011 

http://www.nea.gov.cn/2012-08/22/c_131800277.htm   201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05/content_5156789.htm    2016 

 

《国 务 院 关 于 印 发 节 能 减 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 2007 

索 引 号:000014349/2007-00110 主题分类: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 发布机构: 国务院 发文

日期: 2007 年 05 月 23 日 名  称: 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文  号: 国发〔2007〕15

号 主 题 词: 经济管理 节能减排△ 通知    

国 务 院 关 于 印 发 节 能 减 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发〔2007〕1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现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一、充分认识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耗降低 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的约束性指标。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大举措；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

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必然要求。 

  当前，实现节能减排目标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去年以来，全国上下加强了节能减排工作，国务院发布了

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制定了促进节能减排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相继做出了工作部署，节能减排工

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去年全国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目标，加大了“十一五”后四年节

能减排工作的难度。更为严峻的是，今年一季度，工业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过快，占全国工业能耗和二

氧化硫排放近 70%的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六大行业增长 20.6%，同比加快 6.6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各方面工作仍存在认识不到位、责任不明确、措施不配套、政策不完善、投入不落实、协调不得力等问

题。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扭转，不仅今年节能减排工作难以取得明显进展，“十一五”节能减排的总体目标也将难以

实现。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

矛盾日趋尖锐，群众对环境污染问题反应强烈。这种状况与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不加快调整

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只有坚持节约发展、

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备受国际社会广泛关

注。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节能减排的决

策和部署上来。要把节能减排任务完成情况作为检验科学发展观是否落实的重要标准，作为检验经济发展是否“好”

的重要标准，正确处理经济增长速度与节能减排的关系，真正把节能减排作为硬任务，使经济增长建立在节约能源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要采取果断措施，集中力量，迎难而上，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力争通过今明两年的努

力，实现节能减排任务完成进度与“十一五”规划实施进度保持同步，为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打下坚实基

础。 

  二、狠抓节能减排责任落实和执法监管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各级人民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是强化政府责任的指标，实现这个目

标是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有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确保实现。当务之急，

是要建立健全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和问责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形成强有力的工作格局。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对本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总责，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要在科学测算的基础上，把节能减排各项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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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务逐级分解到各市（地）、县和重点企业。要强化政策措施的执行力，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进展情况的考核和

监督，国务院有关部门定期公布各地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统一考核。要把节能减排作为当前宏观调控重点，

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快增长，坚决压缩城市形

象工程和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规模，切实保证节能减排、保障民生等工作所需资金投入。要把节能减排

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

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要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公开严肃查处一批严重违反国家节能管理和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的典型案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和领导者的责任，起到警醒教育作用，形成强大声势。省级人民政府每年要向国

务院报告节能减排目标责任的履行情况。国务院每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节能减排的进展情况，在“十一五”

期末报告五年两个指标的总体完成情况。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年也要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节能减排工作，自觉

接受监督。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企业必须严格遵守节能和环保法律法规及标准，落实目标责任，强化管理措施，自觉

节能减排。对重点用能单位加强经常监督，凡与政府有关部门签订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的企业，必须确保完成目标；

对没有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企业，强制实行能源审计和清洁生产审核。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对未按规定建设

和运行污染减排设施的企业和单位，公开通报，限期整改，对恶意排污的行为实行重罚，追究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

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同时，要加强机关单位、公民等各类社会主体的责任，促使公民自觉履行

节能和环保义务，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推进的节能减排工作格局。 

   三、建立强有力的节能减排领导协调机制 

  为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务院成立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部署节

能减排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发展改革委，负责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其中

有关污染减排方面的工作由环保总局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要切实加强对本地区节能减排工作的组织领导。 

  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尽快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和落实意见。各省级人民政

府要立即部署本地区推进节能减排的工作，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分工和进度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中央企业要

在 2007 年 6 月 30 日前，提出本地区、本部门和本企业贯彻落实的具体方案报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报国务院。领

导小组办公室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重大情况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国务院 

                         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一、进一步明确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 

  （一）主要目标。到 2010 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 2005 年的 1.22 吨标准煤下降到 1 吨标准煤以下，

降低 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 30%。“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到 2010 年，二

氧化硫排放量由 2005 年的 2549 万吨减少到 2295 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 1414 万吨减少到 1273 万吨；全国

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 7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60%以上。 

  （二）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作为宏观调控的

重要目标，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控制增量、调整存量，依靠科技、加大投入，健全法制、完善

政策，落实责任、强化监管，加强宣传、提高意识，突出重点、强力推进，动员全社会力量，扎实做好节能降耗和

污染减排工作，确保实现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控制增量，调整和优化结构 

  （三）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严格控制新建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

提高节能环保市场准入门槛。抓紧建立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部门联动机制和项目审批问责制，严格执行项目开工建设

“六项必要条件”（必须符合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节能评估审查以及信贷、安全和城市规划等规定和要求）。实行新开工项目报告和公开制度。建立高耗能、高污染

行业新上项目与地方节能减排指标完成进度挂钩、与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的机制。落实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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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各项政策。继续运用调整出口退税、加征出口关税、削减出口配额、将部分产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等措

施，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加大差别电价实施力度，提高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差别电价标准。组织对高耗

能、高污染行业节能减排工作专项检查，清理和纠正各地在电价、地价、税费等方面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优惠

政策。 

  （四）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大淘汰电力、钢铁、建材、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焦炭、煤炭、平板

玻璃等行业落后产能的力度。“十一五”期间实现节能 1.18 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硫 240 万吨；今年实现节能 315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硫 40 万吨。加大造纸、酒精、味精、柠檬酸等行业落后生产能力淘汰力度，“十一五”期

间实现减排化学需氧量（COD）138 万吨，今年实现减排 COD62 万吨（详见附表）。制订淘汰落后产能分地区、分

年度的具体工作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对不按期淘汰的企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依法予以关停，有关部门依法

吊销生产许可证和排污许可证并予以公布，电力供应企业依法停止供电。对没有完成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地区，严

格控制国家安排投资的项目，实行项目“区域限批”。国务院有关部门每年向社会公告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名单和

各地执行情况。建立落后产能退出机制，有条件的地方要安排资金支持淘汰落后产能，中央财政通过增加转移支付，

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和奖励。 

  （五）完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实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修订《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鼓励发展低能耗、低污染的先进生产能力。根据不同行业情况，适当提高建设项目在土地、环保、节

能、技术、安全等方面的准入标准。尽快修订颁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商投资节能环保领域，严格

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外资项目，促进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提高加工贸易准

入门槛，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六）积极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抓紧制订出台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推进风能、

太阳能、地热能、水电、沼气、生物质能利用以及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的科研、开发和建设，加强资源调查评

价。稳步发展替代能源，制订发展替代能源中长期规划，组织实施生物燃料乙醇及车用乙醇汽油发展专项规划，启

动非粮生物燃料乙醇试点项目。实施生物化工、生物质能固体成型燃料等一批具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示范项目。抓

紧开展生物柴油基础性研究和前期准备工作。推进煤炭直接和间接液化、煤基醇醚和烯烃代油大型台套示范工程和

技术储备。大力推进煤炭洗选加工等清洁高效利用。 

  （七）促进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加快发展。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抓紧制定实

施配套政策措施，分解落实任务，完善组织协调机制。着力做强高技术产业，落实高技术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完善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高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水平。 

  三、加大投入，全面实施重点工程 

  （八）加快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着力抓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十一五”期间形成 2.4 亿吨标准煤的节

能能力。今年形成 5000 万吨标准煤节能能力，重点是：实施钢铁、有色、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耗能行业

余热余压利用、节约和替代石油、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以及工业锅炉（窑炉）改造项目共 745 个；加快

核准建设和改造采暖供热为主的热电联产和工业热电联产机组 1630 万千瓦；组织实施低能耗、绿色建筑示范项目

30 个，推动北方采暖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 1.5 亿平方米，开展大型公共建筑节能运行管理与改造示

范，启动 200 个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规模化应用示范推广项目；推广高效照明产品 5000 万支，中央国家机关率先

更换节能灯。 

  （九）加快水污染治理工程建设。“十一五”期间新增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4500 万吨、再生水日利用能力

680 万吨，形成 COD 削减能力 300 万吨；今年设市城市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 1200 万吨，再生水日利用能力 100 万

吨，形成 COD 削减能力 60 万吨。加大工业废水治理力度，“十一五”形成 COD 削减能力 140 万吨。加快城市污水

处理配套管网建设和改造。严格饮用水水源保护，加大污染防治力度。 

  （十）推动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治理。“十一五”期间投运脱硫机组 3.55 亿千瓦。其中，新建燃煤电厂同步

投运脱硫机组 1.88 亿千瓦；现有燃煤电厂投运脱硫机组 1.67 亿千瓦，形成削减二氧化硫能力 590 万吨。今年现有

燃煤电厂投运脱硫设施 3500 万千瓦，形成削减二氧化硫能力 123 万吨。 

  （十一）多渠道筹措节能减排资金。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所需资金主要靠企业自筹、金融机构贷款和社会资

金投入，各级人民政府安排必要的引导资金予以支持。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的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

在实行城市污水处理费最低收费标准的前提下，国家对重点建设项目给予必要的支持。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

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促使企业承担污染治理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对重点流域内的工业废水治理项目给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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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四、创新模式，加快发展循环经济 

  （十二）深化循环经济试点。认真总结循环经济第一批试点经验，启动第二批试点，支持一批重点项目建

设。深入推进浙江、青岛等地废旧家电回收处理试点。继续推进汽车零部件和机械设备再制造试点。推动重点矿山

和矿业城市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组织编制钢铁、有色、煤炭、电力、化工、建材、制糖等重点行业循环经济推进

计划。加快制订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十三）实施水资源节约利用。加快实施重点行业节水改造及矿井水利用重点项目。“十一五”期间实现

重点行业节水 31 亿立方米，新增海水淡化能力 90 万立方米/日，新增矿井水利用量 26 亿立方米；今年实现重点行

业节水 10 亿立方米，新增海水淡化能力 7 万立方米/日，新增矿井水利用量 5 亿立方米。在城市强制推广使用节水

器具。 

  （十四）推进资源综合利用。落实《“十一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推进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

用和煤层气、煤矸石、大宗工业废弃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十一五”期间建设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厂 2000

万千瓦，今年开工建设 500 万千瓦。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加强资源综合利用认定。推动新型墙体材料

和利废建材产业化示范。修订发布新型墙体材料目录和专项基金管理办法。推进第二批城市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

确保 2008 年底前 256 个城市完成“禁实”目标。 

  （十五）促进垃圾资源化利用。县级以上城市（含县城）要建立健全垃圾收集系统，全面推进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体系建设，充分回收垃圾中的废旧资源，鼓励垃圾焚烧发电和供热、填埋气体发电，积极推进城乡垃圾无害

化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十六）全面推进清洁生产。组织编制《工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编制通则》，制订和发布重点行业清洁生

产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加大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力度。合理使用农药、肥料，减少农村面源污染。 

  五、依靠科技，加快技术开发和推广 

  （十七）加快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高技术发展计

划等科技专项计划中，安排一批节能减排重大技术项目，攻克一批节能减排关键和共性技术。加快节能减排技术支

撑平台建设，组建一批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转化的政策环境，加强资源环

境高技术领域创新团队和研发基地建设，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体

系。 

  （十八）加快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示范和推广。实施一批节能减排重点行业共性、关键技术及重大技术装

备产业化示范项目和循环经济高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落实节能、节水技术政策大纲，在钢铁、有色、煤炭、电力、

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纺织、造纸、建筑等重点行业，推广一批潜力大、应用面广的重大节能减排技术。加强节

电、节油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设备及农业节水、节肥、节药技术推广。鼓励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技术创

新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十九）加快建立节能技术服务体系。制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节能服务产业的指导意见》，促进节能服务

产业发展。培育节能服务市场，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重点支持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为企业以及党政机关办公楼、

公共设施和学校实施节能改造提供诊断、设计、融资、改造、运行管理一条龙服务。 

  （二十）推进环保产业健康发展。制订出台《加快环保产业发展的意见》，积极推进环境服务产业发展，

研究提出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的政策措施，鼓励排污单位委托专业化公司承担污染治理或设施运营。 

  （二十一）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广泛开展节能减排国际科技合作，与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建立节能环保合

作机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拓宽节能环保国际合作的领域和范围。 

  六、强化责任，加强节能减排管理 

  （二十二）建立政府节能减排工作问责制。将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有关部门要抓

紧制订具体的评价考核实施办法。 

  （二十三）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对全部耗能单位和污染源进行调查摸底。

建立健全涵盖全社会的能源生产、流通、消费、区域间流入流出及利用效率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体系，实施全国

和地区单位 GDP 能耗指标季度核算制度。建立并完善年耗能万吨标准煤以上企业能耗统计数据网上直报系统。加

强能源统计巡查，对能源统计数据进行监测。制订并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放统计和监测办法，改进统计方法，完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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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监测制度。建立并完善污染物排放数据网上直报系统和减排措施调度制度，对国家监控重点污染源实施联网在

线自动监控，构建污染物排放三级立体监测体系，向社会公告重点监控企业年度污染物排放数据。继续做好单位

GDP 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和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指标公报工作。 

  （二十四）建立健全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快建立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组织编

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指南》，加强对地方开展“能评”，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把总量指标作为环评

审批的前置性条件。上收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环评审批权限。对超过总量指标、重点项目未达到目标责任要求

的地区，暂停环评审批新增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强化环评审批向上级备案制度和向社会公布制度。加强“三同

时”管理，严把项目验收关。对建设项目未经验收擅自投运、久拖不验、超期试生产等违法行为，严格依法进行处

罚。 

  （二十五）强化重点企业节能减排管理。“十一五”期间全国千家重点耗能企业实现节能 1 亿吨标准煤，

今年实现节能 2000 万吨标准煤。加强对重点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检查和指导，进一步落实目标责任，完善节能减

排计量和统计，组织开展节能减排设备检测，编制节能减排规划。重点耗能企业建立能源管理师制度。实行重点耗

能企业能源审计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及公告制度，对未完成节能目标责任任务的企业，强制实行能源审计。今年要

启动重点企业与国际国内同行业能耗先进水平对标活动，推动企业加大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力度，提高节能管理水

平。中央企业全面推进创建资源节约型企业活动，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 

  （二十六）加强节能环保发电调度和电力需求侧管理。制定并尽快实施有利于节能减排的发电调度办法，

优先安排清洁、高效机组和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限制能耗高、污染重的低效机组发电。今年上半年启动试点，取得

成效后向全国推广，力争节能 2000 万吨标准煤，“十一五”期间形成 6000 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研究推行发电

权交易，逐年削减小火电机组发电上网小时数，实行按边际成本上网竞价。抓紧制定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规范有

序用电，开展能效电厂试点，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建立长效机制。 

  （二十七）严格建筑节能管理。大力推广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强化新建建筑执行能耗限额标准全过程监

督管理，实施建筑能效专项测评，对达不到标准的建筑，不得办理开工和竣工验收备案手续，不准销售使用；从 2008

年起，所有新建商品房销售时在买卖合同等文件中要载明耗能量、节能措施等信息。建立并完善大型公共建筑节能

运行监管体系。深化供热体制改革，实行供热计量收费。今年着力抓好新建建筑施工阶段执行能耗限额标准的监管

工作，北方地区地级以上城市完成采暖费补贴“暗补”变“明补”改革，在 25 个示范省市建立大型公共建筑能耗

统计、能源审计、能效公示、能耗定额制度，实现节能 1250 万吨标准煤。 

  （二十八）强化交通运输节能减排管理。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加快城市快速公交和轨道交通建设。控

制高耗油、高污染机动车发展，严格执行乘用车、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建立汽车产品燃料消耗量申报

和公示制度；严格实施国家第三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和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有条件的地方要适当提高排放

标准，继续实行财政补贴政策，加快老旧汽车报废更新。公布实施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推进替代能源汽

车产业化。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提高运输组织管理水平，促进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和有效衔接。 

  （二十九）加大实施能效标识和节能节水产品认证管理力度。加快实施强制性能效标识制度，扩大能效标

识应用范围，今年发布《实行能效标识产品目录（第三批）》。加强对能效标识的监督管理，强化社会监督、举报和

投诉处理机制，开展专项市场监督检查和抽查，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推动节能、节水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规

范认证行为，扩展认证范围，在家用电器、照明等产品领域建立有效的国际协调互认制度。 

  （三十）加强节能环保管理能力建设。建立健全节能监管监察体制，整合现有资源，加快建立地方各级节

能监察中心，抓紧组建国家节能中心。建立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污染减排监管体制。积极研究完

善环保管理体制机制问题。加快各级环境监测和监察机构标准化、信息化体系建设。扩大国家重点监控污染企业实

行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加强节能监察、节能技术服务中心及环境监测站、环保监察机构、城市排水监测站的条件

建设，适时更新监测设备和仪器，开展人员培训。加强节能减排统计能力建设，充实统计力量，适当加大投入。充

分发挥行业协会、学会在节能减排工作中的作用。 

  七、健全法制，加大监督检查执法力度 

  （三十一）健全法律法规。加快完善节能减排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处罚标准，切实解决“违法成本低、守

法成本高”的问题。积极推动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制定及修订工作。

加快民用建筑节能、废旧家用电器回收处理管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管理、环保设施运营监督管理、

排污许可、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城市排水和污水管理、电网调度管理等方面行政法规的制定及修订工作。抓紧完成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008 页 共 3277 页 

节能监察管理、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节约用电管理、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等方面行政规章的制定及修订工作。

积极开展节约用水、废旧轮胎回收利用、包装物回收利用和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等方面立法准备工作。 

  （三十二）完善节能和环保标准。研究制订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各地区抓紧研究制订本

地区主要耗能产品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限额标准。今年要组织制订粗钢、水泥、烧碱、火电、铝等 22 项高耗能产

品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包括高耗电产品电耗限额标准）以及轻型商用车等 5 项交通工具燃料消耗量限值标

准，制（修）订 36 项节水、节材、废弃产品回收与再利用等标准。组织制（修）订电力变压器、静电复印机、变

频空调、商用冰柜、家用电冰箱等终端用能产品（设备）能效标准。制订重点耗能企业节能标准体系编制通则，指

导和规范企业节能工作。 

  （三十三）加强烟气脱硫设施运行监管。燃煤电厂必须安装在线自动监控装置，建立脱硫设施运行台账，

加强设施日常运行监管。2007 年底前，所有燃煤脱硫机组要与省级电网公司完成在线自动监控系统联网。对未按规

定和要求运行脱硫设施的电厂要扣减脱硫电价，加大执法监管和处罚力度，并向社会公布。完善烟气脱硫技术规范，

开展烟气脱硫工程后评估。组织开展烟气脱硫特许经营试点。 

  （三十四）强化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和监督。实行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评估制度，将

评估结果作为核拨污水处理费的重要依据。对列入国家重点环境监控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及污染物排放信

息实行向环保、建设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季报制度，限期安装在线自动监控系统，并与环保和建设部门联网。对未按

规定和要求运行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设施的城市公开通报，限期整改。对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不落

实收费政策、污水处理厂建成后一年内实际处理水量达不到设计能力 60%的，以及已建成污水处理设施但无故不运

行的地区，暂缓审批该地区项目环评，暂缓下达有关项目的国家建设资金。 

  （三十五）严格节能减排执法监督检查。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每年都要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专项

检查和监察行动，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重点耗能企业和污染源的日常监督检查，对违反节能环保法

律法规的单位公开曝光，依法查处，对重点案件挂牌督办。强化上市公司节能环保核查工作。开设节能环保违法行

为和事件举报电话和网站，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监督作用。建立节能环保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对行政不作为、执法不

力、徇私枉法、权钱交易等行为，依法追究有关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负责人的责任。 

  八、完善政策，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 

  （三十六）积极稳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煤炭价格成本构成机制。推进成品油、天然气价格改

革。完善电力峰谷分时电价办法，降低小火电价格，实施有利于烟气脱硫的电价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以及利

用余热余压、煤矸石和城市垃圾发电，实行相应的电价政策。合理调整各类用水价格，加快推行阶梯式水价、超计

划超定额用水加价制度，对国家产业政策明确的限制类、淘汰类高耗水企业实施惩罚性水价，制定支持再生水、海

水淡化水、微咸水、矿井水、雨水开发利用的价格政策，加大水资源费征收力度。按照补偿治理成本原则，提高排

污单位排污费征收标准，将二氧化硫排污费由目前的每公斤 0.63 元分三年提高到每公斤 1.26 元；各地根据实际情

况提高 COD 排污费标准，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加强排污费征收管理，杜绝“协议收费”和“定额收费”。

全面开征城市污水处理费并提高收费标准，吨水平均收费标准原则上不低于 0.8 元。提高垃圾处理收费标准，改进

征收方式。 

  （三十七）完善促进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各级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采用补助、奖励等

方式，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高效节能产品和节能新机制推广、节能管理能力建设及污染减排监管体系建设等。

进一步加大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向节能环保项目的倾斜力度。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进和完善资源开发生态

补偿机制。开展跨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继续加强和改进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和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征收管理。

研究建立高能耗农业机械和渔船更新报废经济补偿制度。 

  （三十八）制定和完善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抓紧制定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和环保产品（设备、

技术）目录及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实行节能环保项目减免企业所得税及节能环保专用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

对节能减排设备投资给予增值税进项税抵扣。完善对废旧物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对企业综合利

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征企业所得税时实行减计收入的政策。实施鼓励节能

环保型车船、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税收优惠政策。抓紧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改进计征方式，

提高税负水平。适时出台燃油税。研究开征环境税。研究促进新能源发展的税收政策。实行鼓励先进节能环保技术

设备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十九）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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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优先为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项目、循环经济项目提供直接融资服务。研究建立环境污染责任

保险制度。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安排中进一步突出对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环保部门与金融部门建

立环境信息通报制度，将企业环境违法信息纳入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 

  九、加强宣传，提高全民节约意识 

  （四十）将节能减排宣传纳入重大主题宣传活动。每年制订节能减排宣传方案，主要新闻媒体在重要版面、

重要时段进行系列报道，刊播节能减排公益性广告，广泛宣传节能减排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国家采取的政策措施，

宣传节能减排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大力弘扬“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风尚，提高全社会的节约环保意识。加

强对外宣传，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在节能降耗、污染减排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采取的重大举措及取得的成效，

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 

  （四十一）广泛深入持久开展节能减排宣传。组织好每年一度的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及

世界环境日、地球日、水日宣传活动。组织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社区等开展经常性的节能环保宣传，广泛开

展节能环保科普宣传活动，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观念渗透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中，从小培养儿童的节约和

环保意识。选择若干节能先进企业、机关、商厦、社区等，作为节能宣传教育基地，面向全社会开放。 

  （四十二）表彰奖励一批节能减排先进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对在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工作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组织媒体宣传节能先进典型，揭露和曝光浪费能源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反

面典型。 

  十、政府带头，发挥节能表率作用 

  （四十三）政府机构率先垂范。建设崇尚节约、厉行节约、合理消费的机关文化。建立科学的政府机构节

能目标责任和评价考核制度，制订并实施政府机构能耗定额标准，积极推进能源计量和监测，实施能耗公布制度，

实行节奖超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系统，制订和实施适应本系统特点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方案。 

  （四十四）抓好政府机构办公设施和设备节能。各级政府机构分期分批完成政府办公楼空调系统低成本改

造；开展办公区和住宅区供热节能技术改造和供热计量改造；全面开展食堂燃气灶具改造，“十一五”时期实现食

堂节气 20%；凡新建或改造的办公建筑必须采用节能材料及围护结构；及时淘汰高耗能设备，合理配置并高效利用

办公设施、设备。在中央国家机关开展政府机构办公区和住宅区节能改造示范项目。推动公务车节油，推广实行一

车一卡定点加油制度。 

  （四十五）加强政府机构节能和绿色采购。认真落实《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和《环境标志产品政

府采购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节能和环境标志产品清单制度，不断扩大节能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范

围。对空调机、计算机、打印机、显示器、复印机等办公设备和照明产品、用水器具，由同等优先采购改为强制采

购高效节能、节水、环境标志产品。建立节能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评审体系和监督制度，保证节能和绿色采购

工作落到实处。 

   附：“十一五”时期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一览表 

附： 

   “十一五”时期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一览表 

行 业 内  容 单 位 “十一五”时期 2007 年 

电 力 实施“上大压小”关停小火电机组 万千瓦 5000 1000 

炼 铁 300m3以下高炉 万吨 10000 3000 

炼 钢 年产 20 万吨及以下的小转炉、小电炉 万吨 5500 3500 

电解铝 小型预焙槽 万吨 65 10 

铁合金 6300 千伏安以下矿热炉 万吨 400 120 

电 石 6300 千伏安以下炉型电石产能 万吨 2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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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炭 炭化室高度 4.3 米以下的小机焦 万吨 8000 1000 

水 泥 等量替代机立窑水泥熟料 万吨 25000 5000 

玻 璃 落后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 3000 600 

造 纸 

年产 3.4万吨以下草浆生产装置、年产 1.7 万吨以

下化学制浆生产线、排放不达标的年产 1万吨以下

以废纸为原料的纸厂 

万吨 650 230 

酒 精 
落后酒精生产工艺及年产 3万吨以下企业（废糖蜜

制酒精除外） 
万吨 160 40 

味 精 年产 3 万吨以下味精生产企业 万吨 20 5 

柠檬酸 环保不达标柠檬酸生产企业 万吨 8 2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1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 

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1〕2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一、“十一五”时期，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

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

低 19.1%，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下降 14.29%和 12.45%，基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约

束性目标，扭转了“十五”后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上升的趋势，为保持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充分认识做好“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

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我国能源需求呈刚性增长，

受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和环境容量制约以及全球性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十二五”

时期节能减排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我国节能减排工作还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推进难度增大、

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基础工作薄弱、能力建设滞后、监管不力等问题。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改变，不但“十二五”

节能减排目标难以实现，还将严重影响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各地区、各部门要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全局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

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进一步把节能减排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作为

检验经济是否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标准，下更大决心，用更大气力，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节能

减排，加快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严格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进一步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有效驱动、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格局。要切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节能减

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建设，着力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进一步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

总责、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的工作要求。要进一步明确企业的节能减排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法律法

规和标准，细化和完善管理措施，落实目标任务。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大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推广力度，

真正把节能减排转化为企业和各类社会主体的内在要求。要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深入

推进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促进节能减排的良好氛围。 

  四、要全面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的组织领导，狠抓监督检查，严格考核问责。发展改革委负责承担国务院

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切实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综合协调，组织推动节能降耗工作；环境保护部为主

承担污染减排方面的工作；统计局负责加强能源统计和监测工作；其他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

各省级人民政府要立即部署本地区“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责任、分工和进度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和中央企业要按照本通知的要求，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目标责任，狠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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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出现节能减排工作前松后紧的问题，确保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 

 

国 务 院            

二○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一、节能减排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降低能

源消耗强度、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相结合，形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

坚持强化责任、健全法制、完善政策、加强监管相结合，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坚持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

进步、强化工程措施、加强管理引导相结合，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显著减少污染物排放；进一步形成政府为

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有效驱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格局，确保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约束

性目标，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主要目标。到 2015 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到 0.869 吨标准煤（按 2005 年价格计算），

比 2010 年的 1.034 吨标准煤下降 16%，比 2005 年的 1.276 吨标准煤下降 32%；“十二五”期间，实现节约能源 6.7

亿吨标准煤。2015 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 2347.6 万吨、2086.4 万吨，比 2010 年的

2551.7 万吨、2267.8 万吨分别下降 8%；全国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 238.0 万吨、2046.2 万吨，比 2010

年的 264.4 万吨、2273.6 万吨分别下降 10%。 

  二、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 

  （三）合理分解节能减排指标。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节能潜力、环境容量及国家产业布局

等因素，将全国节能减排目标合理分解到各地区、各行业。各地区要将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层层分解落实，明

确下一级政府、有关部门、重点用能单位和重点排污单位的责任。 

  （四）健全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加强能源生产、流通、消费统计，建立和完善建筑、交通运

输、公共机构能耗统计制度以及分地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指标季度统计制度，完善统计核算与监测方法，提高

能源统计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修订完善减排统计监测和核查核算办法，统一标准和分析方法，实现监测数据共享。

加强氨氮、氮氧化物排放统计监测，建立农业源和机动车排放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完善节能减排考核办法，继续做

好全国和各地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公报工作。 

  （五）加强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把地区目标考核与行业目标评价相结合，把落实五年目标与完成年度目标

相结合，把年度目标考核与进度跟踪相结合。省级人民政府每年要向国务院报告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有关部门

每年要向国务院报告节能减排措施落实情况。国务院每年组织开展省级人民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考核

结果向社会公告。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

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纳入政府绩效和国有企业业绩管理，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并对成绩突出的地区、

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三、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六）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进一步提

高行业准入门槛，强化节能、环保、土地、安全等指标约束，依法严格节能评估审查、环境影响评价、建设用地审

查，严格贷款审批。建立健全项目审批、核准、备案责任制，严肃查处越权审批、分拆审批、未批先建、边批边建

等行为，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产品出口。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必须坚持高标准，

严禁污染产业和落后生产能力转入。 

  （七）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抓紧制定重点行业“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实施方案，将任务按年度分解落实

到各地区。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指导、督促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做好职工安置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安

排资金，支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中央财政统筹支持各地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对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增加转移支

付加大支持和奖励力度。完善淘汰落后产能公告制度，对未按期完成淘汰任务的地区，严格控制国家安排的投资项

目，暂停对该地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办理核准、审批和备案手续；对未按期淘汰的企业，依法吊销排污许可证、生

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对虚假淘汰行为，依法追究企业负责人和地方政府有关人员的责任。 

  （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严格落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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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重点支持对产业升级带动作用大的重点项目和重污染企业搬迁

改造。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提高加工贸易准入门槛，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合理引导企业兼并重

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九）调整能源结构。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基础上发展水电，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发展核电，加

快发展天然气，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到 2015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

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 11.4%。 

  （十）提高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到 2015 年，服务业增加值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达到 47%和 8%左右。 

  四、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 

  （十一）实施节能重点工程。实施锅炉窑炉改造、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余热余压利用、节约替

代石油、建筑节能、绿色照明等节能改造工程，以及节能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合同能源管理

推广工程和节能能力建设工程。到 2015 年，工业锅炉、窑炉平均运行效率比 2010 年分别提高 5 个和 2 个百分点，

电机系统运行效率提高 2-3 个百分点，新增余热余压发电能力 2000 万千瓦，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

和节能改造 4 亿平方米以上，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5000 万平方米，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6000 万平方

米，高效节能产品市场份额大幅度提高。“十二五”时期，形成 3 亿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 

  （十二）实施污染物减排重点工程。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改造提升现有设施，强化脱

氮除磷，大力推进污泥处理处置，加强重点流域区域污染综合治理。到 2015 年，基本实现所有县和重点建制镇具

备污水处理能力，全国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 4200 万吨，新建配套管网约 16 万公里，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85%，形

成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削减能力 280 万吨、30 万吨。实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工程，形成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削减能力 140 万吨、10 万吨。实施脱硫脱硝工程，推动燃煤电厂、钢铁行业烧结机脱硫，形成二氧化硫削减能力

277 万吨；推动燃煤电厂、水泥等行业脱硝，形成氮氧化物削减能力 358 万吨。 

  （十三）实施循环经济重点工程。实施资源综合利用、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再制造

产业化、餐厨废弃物资源化、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示范推广等循环经济重点工程，建设 100 个

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80 个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示范城市、50 个“城市矿产”示范基地、5 个再制造产业集聚区、

100 个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示范工程。 

  （十四）多渠道筹措节能减排资金。节能减排重点工程所需资金主要由项目实施主体通过自有资金、金融

机构贷款、社会资金解决，各级人民政府应安排一定的资金予以支持和引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承担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的主体责任，严格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和管理，国家对重点建设项目给予适当支持。 

  五、加强节能减排管理 

  （十五）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建立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分解落实机制，制定实施方案，把总量控制

目标分解落实到地方政府，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加大考核和监督力度。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作为控制

地区能源消费增量和总量的重要措施。建立能源消费总量预测预警机制，跟踪监测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和高耗能行

业用电量等指标，对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过快的地区及时预警调控。在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以及城乡建

设和消费领域全面加强用能管理，切实改变敞开口子供应能源、无节制使用能源的现象。在大气联防联控重点区域

开展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试点。 

  （十六）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依法加强年耗能万吨标准煤以上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开展万家企业

节能低碳行动，实现节能 2.5 亿吨标准煤。落实目标责任，实行能源审计制度，开展能效水平对标活动，建立健全

企业能源管理体系，扩大能源管理师试点；实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加快实施节能改造，提高能源管理水平。

地方节能主管部门每年组织对进入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的企业节能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公告考核结果。对未

完成年度节能任务的企业，强制进行能源审计，限期整改。中央企业要接受所在地区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争当行

业节能减排的排头兵。 

  （十七）加强工业节能减排。重点推进电力、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石油石化、化工、建材、造纸、纺

织、印染、食品加工等行业节能减排，明确目标任务，加强行业指导，推动技术进步，强化监督管理。发展热电联

产，推广分布式能源。开展智能电网试点。推广煤炭清洁利用，提高原煤入洗比例，加快煤层气开发利用。实施工

业和信息产业能效提升计划。推动信息数据中心、通信机房和基站节能改造。实行电力、钢铁、造纸、印染等行业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新建燃煤机组全部安装脱硫脱硝设施，现役燃煤机组必须安装脱硫设施，不能稳定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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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要进行更新改造，烟气脱硫设施要按照规定取消烟气旁路。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全部加装脱

硝设施。钢铁行业全面实施烧结机烟气脱硫，新建烧结机配套安装脱硫脱硝设施。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建材等重

点行业实施脱硫改造。新型干法水泥窑实施低氮燃烧技术改造，配套建设脱硝设施。加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

点企业重金属污染防治，以湘江流域为重点开展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 

  （十八）推动建筑节能。制定并实施绿色建筑行动方案，从规划、法规、技术、标准、设计等方面全面推

进建筑节能。新建建筑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提高标准执行率。推进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

实施“节能暖房”工程，改造供热老旧管网，实行供热计量收费和能耗定额管理。做好夏热冬冷地区建筑节能改造。

推动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应用，推广使用新型节能建材和再生建材，继续推广散装水泥。加强公共建筑节能监

管体系建设，完善能源审计、能效公示，推动节能改造与运行管理。研究建立建筑使用全寿命周期管理制度，严格

建筑拆除管理。加强城市照明管理，严格防止和纠正过度装饰和亮化。 

  （十九）推进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优化交通运输结构。积极发展城市公共交

通，科学合理配置城市各种交通资源，有序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提高铁路电气化比重。实施低碳交通运输体系

建设城市试点，深入开展“车船路港”千家企业低碳交通运输专项行动，推广公路甩挂运输，全面推行不停车收费

系统，实施内河船型标准化，优化航路航线，推进航空、远洋运输业节能减排。开展机场、码头、车站节能改造。

加速淘汰老旧汽车、机车、船舶，基本淘汰 2005 年以前注册运营的“黄标车”，加快提升车用燃油品质。实施第四

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在有条件的重点城市和地区逐步实施第五阶段排放标准。全面推行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探

索城市调控机动车保有总量，积极推广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二十）促进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加快淘汰老旧农用机具，推广农用节能机械、设备和渔船。推进节能

型住宅建设，推动省柴节煤灶更新换代，开展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发展户用沼气和大中型沼气，加强运行管理

和维护服务。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农村清洁工程，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配套建设

废弃物处理设施的比例达到 50%以上，鼓励污染物统一收集、集中处理。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分布式、低成本、易维

护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鼓励使用高效、安全、低毒农药，推动有机农业发展。 

  （二十一）推动商业和民用节能。在零售业等商贸服务和旅游业开展节能减排行动，加快设施节能改造，

严格用能管理，引导消费行为。宾馆、商厦、写字楼、机场、车站等要严格执行夏季、冬季空调温度设置标准。在

居民中推广使用高效节能家电、照明产品，鼓励购买节能环保型汽车，支持乘用公共交通，提倡绿色出行。减少一

次性用品使用，限制过度包装，抑制不合理消费。 

  （二十二）加强公共机构节能减排。公共机构新建建筑实行更加严格的建筑节能标准。加快公共机构办公

区节能改造，完成办公建筑节能改造 6000 万平方米。国家机关供热实行按热量收费。开展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

位创建活动，创建 2000 家示范单位。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严格用车油耗定额管理，提高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比

例。建立完善公共机构能源审计、能效公示和能耗定额管理制度，加强能耗监测平台和节能监管体系建设。支持军

队重点用能设施设备节能改造。 

  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二十三）加强对发展循环经济的宏观指导。研究提出进一步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见。编制全国循环经

济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专项规划，指导各地做好规划编制和实施工作。研究制定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目录。制定循

环经济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及实施方案。深化循环经济示范试点，推广循环经济典型模式。建立完善循环经济统

计评价制度。 

  （二十四）全面推行清洁生产。编制清洁生产推行规划，制（修）订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发布重点行

业清洁生产推行方案。重点围绕主要污染物减排和重金属污染治理，全面推进农业、工业、建筑、商贸服务等领域

清洁生产示范，从源头和全过程控制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降低资源消耗。发布清洁生产审核方案，公布清洁生产强

制审核企业名单。实施清洁生产示范工程，推广应用清洁生产技术。 

  （二十五）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加强共伴生矿产资源及尾矿综合利用，建设绿色矿山。推动煤矸石、粉煤

灰、工业副产石膏、冶炼和化工废渣、建筑和道路废弃物以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农林废物资源化利用，大力发

展利废新型建筑材料。废弃物实现就地消化，减少转移。到 2015 年，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72%以上。 

  （二十六）加快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化。加快“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推进再生资源规模化利用。培育

一批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矿山机械、办公用品等再制造示范企业，发布再制造产品目录，完善再制造旧件回收

体系和再制造产品标准体系，推动再制造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加快建设城市社区和乡村回收站点、分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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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市场“三位一体”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二十七）促进垃圾资源化利用。健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制度，完善分类回收、密闭运输、集中处理

体系。鼓励开展垃圾焚烧发电和供热、填埋气体发电、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鼓励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协同处理城

市生活垃圾和污泥。 

  （二十八）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实施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定区域、行

业和产品用水效率指标体系。推广普及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加快重点用水行业节水技术改造，提高工业用水循环利

用率。加强城乡生活节水，推广应用节水器具。推进再生水、矿井水、海水等非传统水资源利用。建设海水淡化及

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创建示范城市。到 2015 年，实现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 30%。 

  七、加快节能减排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 

  （二十九）加快节能减排共性和关键技术研发。在国家、部门和地方相关科技计划和专项中，加大对节能

减排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继续推进节能减排科技专项行动，组织高效节能、废物资源化以及

小型分散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共性、关键和前沿技术攻关。组建一批国家级节能减排工程实验室及专家

队伍。推动组建节能减排技术与装备产业联盟，继续通过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加大节能减排科技研发力度。

加强资源环境高技术领域创新团队和研发基地建设。 

  （三十）加大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示范。实施节能减排重大技术与装备产业化工程，重点支持稀土永磁无

铁芯电机、半导体照明、低品位余热利用、地热和浅层地温能应用、生物脱氮除磷、烧结机烟气脱硫脱硝一体化、

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污泥和垃圾渗滤液处理处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资源化、金属无害化处理等关键技术与设备

产业化，加快产业化基地建设。 

  （三十一）加快节能减排技术推广应用。编制节能减排技术政策大纲。继续发布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

录、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建立节能减排技术遴选、评定及推广机制。重点推广能量梯级利用、

低温余热发电、先进煤气化、高压变频调速、干熄焦、蓄热式加热炉、吸收式热泵供暖、冰蓄冷、高效换热器，以

及干法和半干法烟气脱硫、膜生物反应器、选择性催化还原氮氧化物控制等节能减排技术。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

政府在节能环保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加大推广力度。 

  八、完善节能减排经济政策 

  （三十二）推进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煤、电、油、气、水、矿产等资源

性产品价格关系。推行居民用电、用水阶梯价格。完善电力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深化供热体制改革，全面推行供热

计量收费。对能源消耗超过国家和地区规定的单位产品能耗（电耗）限额标准的企业和产品，实行惩罚性电价。各

地可在国家规定基础上，按程序加大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实施力度。严格落实脱硫电价，研究制定燃煤电厂烟气

脱硝电价政策。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费政策，研究将污泥处理费用逐步纳入污水处理成本问题。改革垃圾处理收费

方式，加大征收力度，降低征收成本。 

  （三十三）完善财政激励政策。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中央财政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加快节能

减排重点工程实施和能力建设。深化“以奖代补”、“以奖促治”以及采用财政补贴方式推广高效节能家用电器、照

明产品、节能汽车、高效电机产品等支持机制，强化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继续支持企业实施

节能减排项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节能减排的投入。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完善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制度，

逐步提高节能环保产品比重，研究实行节能环保服务政府采购。 

  （三十四）健全税收支持政策。落实国家支持节能减排所得税、增值税等优惠政策。积极推进资源税费改

革，将原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税计征办法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并适当提高税负水平，依法清理取消涉及矿产

资源的不合理收费基金项目。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选择防治任务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护税，逐

步扩大征收范围。完善和落实资源综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进出口税收政策，遏制高耗能、

高排放产品出口。对用于制造大型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设备确有必要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抓紧研究制定税

收优惠政策。 

  （三十五）强化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各类金融机构对节能减排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适

合节能减排项目特点的信贷管理模式。引导各类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社会捐赠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增加

对节能减排领域的投入。提高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贷款门槛，将企业环境违法信息纳入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和银

监会信息披露系统，与企业信用等级评定、贷款及证券融资联动。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重点区域涉重金属企业

应当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建立银行绿色评级制度，将绿色信贷成效与银行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评价、机构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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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发展相挂钩。 

  九、强化节能减排监督检查 

  （三十六）健全节能环保法律法规。推进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加快制定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机

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等行政法规。修订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能效标识管理办法、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等部

门规章。 

  （三十七）严格节能评估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把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对

年度减排目标未完成、重点减排项目未按目标责任书落实的地区和企业，实行阶段性环评限批。对未通过能评、环

评审查的投资项目，有关部门不得审批、核准、批准开工建设，不得发放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排污许可

证，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有关单位不得供水、供电。加强能评和环评审查的监督管理，严肃查处各种违规审批

行为。能评费用由节能审查机关同级财政部门安排。 

  （三十八）加强重点污染源和治理设施运行监管。严格排污许可证管理。强化重点流域、重点地区、重点

行业污染源监管，适时发布主要污染物超标严重的国家重点环境监控企业名单。列入国家重点环境监控范围的电力、

钢铁、造纸、印染等重点行业的企业，要安装运行管理监控平台和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系统，定期报告运行情况及

污染物排放信息，推动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联网共享。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厂监控平台建设，提高污水收集率，做好

运行和污染物削减评估考核，考核结果作为核拨污水处理费的重要依据。对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收费

政策不落实、污水处理厂建成后一年内实际处理水量达不到设计能力 60%，以及已建成污水处理设施但无故不运行

的地区，暂缓审批该城市项目环评，暂缓下达有关项目的国家建设资金。 

  （三十九）加强节能减排执法监督。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专项检查，督促各项措施落实，严

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重点用能单位和重点污染源的执法检查力度，加大对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和建筑

施工阶段标准执行情况、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情况，以及节能环保产品质量和能效

标识的监督检查力度。对严重违反节能环保法律法规，未按要求淘汰落后产能、违规使用明令淘汰用能设备、虚标

产品能效标识、减排设施未按要求运行等行为，公开通报或挂牌督办，限期整改，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实

行节能减排执法责任制，对行政不作为、执法不严等行为，严肃追究有关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负责人的责任。 

  十、推广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 

  （四十）加大能效标识和节能环保产品认证实施力度。扩大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标识实施范围，加强宣传和

政策激励，引导消费者购买高效节能产品。继续推进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环保装备认证，规范认证行为，扩

展认证范围，建立有效的国际协调互认机制。加强标识、认证质量的监管。 

  （四十一）建立“领跑者”标准制度。研究确定高耗能产品和终端用能产品的能效先进水平，制定“领跑

者”能效标准，明确实施时限。将“领跑者”能效标准与新上项目能评审查、节能产品推广应用相结合，推动企业

技术进步，加快标准的更新换代，促进能效水平快速提升。 

  （四十二）加强节能发电调度和电力需求侧管理。改革发电调度方式，电网企业要按照节能、经济的原则，

优先调度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以及余热余压、煤层气、填埋气、煤矸石和垃圾等发电上网，优先安排节

能、环保、高效火电机组发电上网。研究推行发电权交易。电网企业要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公布节能发电调

度信息，电力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节能发电调度工作的监督。落实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制定配套政策，规范有序用

电。以建设技术支撑平台为基础，开展城市综合试点，推广能效电厂。 

  （四十三）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落实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扶持政策，引导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采用合

同能源管理方式为用能单位实施节能改造，扶持壮大节能服务产业。研究建立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节能量审核和交易

制度，培育第三方审核评估机构。鼓励大型重点用能单位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组建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

引导和支持各类融资担保机构提供风险分担服务。 

  （四十四）推进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完善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建立健全排污

权交易市场，研究制定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的指导意见。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建立自愿减排机制，推进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四十五）推行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行特许经营。总结燃煤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试点经验，完善相关政

策措施。鼓励采用多种建设运营模式开展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工业园区污染物集中治理，确保处理设施稳定高效运

行。实行环保设施运营资质许可制度，推进环保设施的专业化、社会化运营服务。完善市场准入机制，规范市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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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破地方保护，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十一、加强节能减排基础工作和能力建设 

  （四十六）加快节能环保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制（修）订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产品能效和污染物

排放等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建筑节能标准和设计规范，提高准入门槛。制定和完善环保产品及装备标准。完善机

动车燃油消耗量限值标准、低速汽车排放标准。制（修）订轻型汽车第五阶段排放标准，颁布实施第四、第五阶段

车用燃油国家标准。建立满足氨氮、氮氧化物控制目标要求的排放标准。鼓励地方依法制定更加严格的节能环保地

方标准。 

  （四十七）强化节能减排管理能力建设。建立健全节能管理、监察、服务“三位一体”的节能管理体系，

加强政府节能管理能力建设，完善机构，充实人员。加强节能监察机构能力建设，配备监测和检测设备，加强人员

培训，提高执法能力，完善覆盖全国的省、市、县三级节能监察体系。继续推进能源统计能力建设。推动重点用能

单位按要求配备计量器具，推行能源计量数据在线采集、实时监测。开展城市能源计量建设示范。加强减排监管能

力建设，推进环境监管机构标准化，提高污染源监测、机动车污染监控、农业源污染检测和减排管理能力，建立健

全国家、省、市三级减排监控体系，加强人员培训和队伍建设。 

  十二、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 

  （四十八）加强节能减排宣传教育。把节能减排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体系以及基础教育、高

等教育、职业教育体系。组织好全国节能宣传周、世界环境日等主题宣传活动，加强日常性节能减排宣传教育。新

闻媒体要积极宣传节能减排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国家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宣传先进典型，普及节能减

排知识和方法，加强舆论监督和对外宣传，积极为节能减排营造良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 

  （四十九）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抓好家庭社区、青少年、企业、学校、军营、农村、政府机构、

科技、科普和媒体等十个节能减排专项行动，通过典型示范、专题活动、展览展示、岗位创建、合理化建议等多种

形式，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发挥职工节能减排义务监督员队伍作用，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生

产方式、消费模式和生活习惯。 

  （五十）政府机关带头节能减排。各级人民政府机关要将节能减排作为机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健

全规章制度，落实岗位责任，细化管理措施，树立节约意识，践行节约行动，作节能减排的表率。 

  附件：1.“十二五”各地区节能目标 

     2.“十二五”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3.“十二五”各地区氨氮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4.“十二五”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5.“十二五”各地区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附件 1： 

“十二五”各地区节能目标 

地区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  

“十一五”时期  

“十

二

五”

时期  

2006-

2015

年累

计 

全国  19.06  16  32.01 

北京  26.59  17  39.07 

天津  21.00  18  35.22 

河北  20.11  17  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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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22.66  16  35.03 

内蒙古  22.62  15  34.23 

辽宁  20.01  17  33.61 

吉林  22.04  16  34.51 

黑龙江  20.79  16  33.46 

上海  20.00  18  34.40 

江苏  20.45  18  34.77 

浙江  20.01  18  34.41 

安徽  20.36  16  33.10 

福建  16.45  16  29.82 

江西  20.04  16  32.83 

山东  22.09  17  35.33 

河南  20.12  16  32.90 

湖北  21.67  16  34.20 

湖南  20.43  16  33.16 

广东  16.42  18  31.46 

广西  15.22  15  27.94 

海南  12.14  10  20.93 

重庆  20.95  16  33.60 

四川  20.31  16  33.06 

贵州  20.06  15  32.05 

云南  17.41  15  29.80 

西藏  12.00  10  20.80 

陕西  20.25  16  33.01 

甘肃  20.26  15  32.22 

青海  17.04  10  25.34 

宁夏  20.09  15  32.08 

新疆  8.91  10  18.02 

  备注：“十一五”各地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除新疆外均为国家统计局最终公布数据，新疆为初步核实

数据。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018 页 共 3277 页 

附件 2： 

“十二五”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单位：万吨 

地区  

2010 年 2015 年 2015 年 比 2010 年(%) 

排放量  
其中： 

工业和生活  
控制量  

其中： 

工业和生活  
增加或减少  

其中： 

工业和生活 

 北京 20.0 10.9 18.3 9.8 -8.7 -9.8 

 天津 23.8 12.3 21.8 11.2 -8.6 -9.2 

河北 142.2 45.6 128.3 40.7 -9.8 -10.8 

山西 50.7 31.2 45.8 27.9 -9.6 -10.6 

内蒙古 92.1 27.5 85.9 25.4 -6.7 -7.5 

辽宁 137.3 47.0 124.7 42.1 -9.2 -10.4 

吉林 83.4 28.8 76.1 26.1 -8.8 -9.4 

黑龙江 161.2 47.8 147.3 43.4 -8.6 -9.3 

上海 26.6 22.5 23.9 20.1 -10.0 -10.5 

江苏 128.0 86.3 112.8 75.3 -11.9 -12.8 

浙江 84.2 61.4 74.6 53.7 -11.4 -12.5 

安徽 97.3 55.6 90.3 52.0 -7.2 -6.5 

福建 69.6 45.8 65.2 43.1 -6.3 -6.0 

江西 77.7 51.9 73.2 48.3 -5.8 -7.0 

山东 201.6 62.7 177.4 54.6 -12.0 -12.9 

河南 148.2 62.0 133.5 55.8 -9.9 -10.0 

湖北 112.4 62.1 104.1 59.0 -7.4 -5.0 

湖南 134.1 71.8 124.4 66.8 -7.2 -7.0 

广东 193.3 130.6 170.1 113.8 -12.0 -12.9 

广西 80.7 58.1 74.6 53.6 -7.6 -7.8 

海南 20.4 9.2 20.4 9.2 0 0 

重庆 42.6 29.4 39.5 27.5 -7.2 -6.5 

四川 132.4 75.0 123.1 71.3 -7.0 -5.0 

贵州 34.8 28.1 32.7 26.4 -6.0 -6.1 

云南 56.4 48.0 52.9 45.0 -6.2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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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2.7 2.3 2.7 2.3 0 0 

陕西 57.0 36.4 52.7 33.5 -7.6 -7.9 

甘肃 40.2 25.5 37.6 23.7 -6.4 -6.9 

青海 10.4 8.1 12.3 9.6 18.0 18.0 

宁夏 24.0 13.3 22.6 12.5 -6.0 -6.3 

新疆 56.9 26.2 56.9 26.2 0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9.5 4.7 9.5 4.7 0 0 

合计 2551.7 1328.1 2335.2 1214.6 -8.5 -8.5 

  备注：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削减 8%的总量控制目标为 2347.6万吨（其中工业和生活 1221.9万吨），实际分配

给各地区 2335.2万吨（其中工业和生活 1214.6万吨），国家预留 12.4万吨，用于化学需氧量排污权有偿分配和交易

试点工作。 

  

附件 3： 

“十二五”各地区氨氮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单位：万吨 

地区  

2010 年 2015 年 2015 年 比 2010 年(%) 

排放量  
其中： 

工业和生活  
控制量  

其中： 

工业和生活  
增加或减少  

其中： 

工业和生活 

北京  2.20  1.64  1.98  1.47  -10.1  -10.2 

天津  2.79  2.18  2.50  1.95  -10.5  -10.4 

河北  11.61  6.98  10.14  6.10  -12.7  -12.6 

山西  5.93  4.66  5.21  4.08  -12.2  -12.4 

内蒙古  5.45  4.19  4.92  3.79  -9.7  -9.5 

辽宁  11.25  7.56  10.01  6.69  -11.0  -11.5 

吉林  5.87  3.92  5.25  3.49  -10.5  -10.9 

黑龙江  9.45  6.14  8.47  5.49  -10.4  -10.6 

上海  5.21  4.83  4.54  4.21  -12.9  -12.9 

江苏  16.12  11.98  14.04  10.40  -12.9  -13.2 

浙江  11.84  8.96  10.36  7.84  -12.5  -12.5 

安徽  11.20  7.07  10.09  6.38  -9.9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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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9.72  6.16  8.90  5.67  -8.4  -8.0 

江西  9.45  6.18  8.52  5.57  -9.8  -9.8 

山东  17.64  10.06  15.29  8.70  -13.3  -13.5 

河南  15.57  8.80  13.61  7.66  -12.6  -12.9 

湖北  13.29  8.25  12.00  7.43  -9.7  -9.9 

湖南  16.95  10.15  15.29  9.16 -9.8 -9.8 

广东 23.52 17.53 20.39 15.16 -13.3 -13.5 

广西 8.45 5.63 7.71 5.13 -8.7 -8.9 

海南 2.29 1.36 2.29 1.37 0 1.0 

重庆 5.59 4.19 5.10 3.81 -8.8 -9.0 

四川 14.56 8.50 13.31 7.78 -8.6 -8.5 

贵州 4.03 3.19 3.72 2.94 -7.7 -7.8 

云南 6.00 4.66 5.51 4.29 -8.1 -8.0 

西藏 0.33 0.28 0.33 0.28 0 0 

陕西 6.44 4.80 5.81 4.34 -9.8 -9.6 

甘肃 4.33 3.70 3.94 3.38 -8.9 -8.7 

青海 0.96 0.87 1.10 1.00 15.0 15.0 

宁夏 1.82 1.60 1.67 1.47 -8.0 -8.0 

新疆 4.06 3.08 4.06 3.08 0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51 0.25 0.51 0.25 0 0 

合计 264.4 179.4 236.6 160.4 -10.5 -10.6 

  备注：全国氨氮排放量削减 10%的总量控制目标为 238.0万吨（其中工业和生活 161.5万吨），实际分配给各地区

236.6万吨（其中工业和生活 160.4万吨），国家预留 1.4万吨，用于氨氮排污权有偿分配和交易试点工作。 

  

附件 4： 

“十二五”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单位：万吨 

地区  2010 年排放量  2015 年控制量  2015 年比 2010 年（%） 

北京  10.4   9.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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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23.8  21.6  -9.4 

河北  143.8  125.5  -12.7 

山西  143.8  127.6  -11.3 

内蒙古  139.7  134.4  -3.8 

辽宁  117.2  104.7  -10.7 

吉林  41.7  40.6  -2.7 

黑龙江  51.3  50.3  -2.0 

上海  25.5  22.0  -13.7 

江苏  108.6  92.5  -14.8 

浙江  68.4  59.3  -13.3 

安徽  53.8  50.5  -6.1 

福建  39.3  36.5  -7.0 

江西  59.4  54.9  -7.5 

山东  188.1  160.1  -14.9 

河南  144.0  126.9  -11.9 

湖北  69.5  63.7  -8.3 

湖南  71.0  65.1  -8.3 

广东  83.9  71.5  -14.8 

广西  57.2  52.7  -7.9 

海南  3.1  4.2  34.9 

重庆  60.9  56.6  -7.1 

四川  92.7  84.4  -9.0 

贵州  116.2  106.2  -8.6 

云南  70.4  67.6  -4.0 

西藏  0.4  0.4  0 

陕西  94.8  87.3  -7.9 

甘肃  62.2  63.4  2.0 

青海  15.7  18.3  16.7 

宁夏  38.3  36.9  -3.6 

新疆  63.1  63.1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9.6  9.6  0 

合计  2267.8  2067.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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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削减 8%的总量控制目标为 2086.4万吨，实际分配给各地区 2067.4万吨，国家预留

19.0万吨，用于二氧化硫排污权有偿分配和交易试点工作。 

  

附件 5： 

“十二五”各地区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单位：万吨 

地区  2010 年排放量  2015 年控制量  2015 年比 2010 年（%） 

北京  19.8  17.4  -12.3 

天津  34.0  28.8  -15.2 

河北  171.3  147.5  -13.9 

山西  124.1  106.9  -13.9 

内蒙古  131.4  123.8  -5.8 

辽宁  102.0  88.0  -13.7 

吉林  58.2  54.2  -6.9 

黑龙江  75.3  73.0  -3.1 

上海  44.3  36.5  -17.5 

江苏  147.2  121.4  -17.5 

浙江  85.3  69.9  -18.0 

安徽  90.9  82.0  -9.8 

福建  44.8  40.9  -8.6 

江西  58.2  54.2  -6.9 

山东  174.0  146.0  -16.1 

河南  159.0  135.6  -14.7 

湖北  63.1  58.6  -7.2 

湖南  60.4  55.0  -9.0 

广东  132.3  109.9  -16.9 

广西  45.1  41.1  -8.8 

海南  8.0  9.8  22.3 

重庆  38.2  35.6  -6.9 

四川  62.0  57.7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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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49.3  44.5  -9.8 

云南  52.0  49.0  -5.8 

西藏  3.8  3.8  0 

陕西  76.6  69.0  -9.9 

甘肃  42.0  40.7  -3.1 

青海  11.6  13.4  15.3 

宁夏  41.8  39.8  -4.9 

新疆  58.8  58.8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8.8  8.8  0 

合计  2273.6  2021.6  -11.1 

  备注：全国氮氧化物排放量削减 10%的总量控制目标为 2046.2万吨，实际分配给各地区 2021.6万吨，国家预留

24.6万吨，用于氮氧化物排污权有偿分配和交易试点工作。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6 

索 引 号：000014349/2016-00271 主题分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发文机关：国务院成文

日期：2016 年 12 月 20 日标  题：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发文字号：国发〔2016〕

74 号发布日期：2017 年 01 月 05 日主 题 词：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6〕7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一、“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节能

减排作为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各项工作积极有序推进。

“十二五”时期，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18.4%，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分别减少 12.9%、18%、13%和 18.6%，超额完成节能减排预定目标任务，为经济结构调整、环境改善、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充分认识做好“十三五”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优

化明显加快，能源消费增速放缓，资源性、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发展逐渐衰减。但必须清醒认识到，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我国能源需求刚性增长，资源环境问题仍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之

一，节能减排依然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各地区、各部门不能有丝毫放松和懈怠，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下更大决心，用更大气力，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措施，切实将节能减排工作推向深入。 

三、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驱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要切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综合运用经济、

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着力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总责、政

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的工作要求。要进一步明确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细化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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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管理措施，落实节能减排目标任务。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大市场化机制推广力度，真正把节能减排转化

为企业和各类社会主体的内在要求。要努力增强全体公民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实施全民节能行动，形成全

社会共同参与、共同促进节能减排的良好氛围。 

四、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的组织领导。要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国务院每年组织开展省级人民政府节能减排目标

责任评价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目标责任考核、绩效考核、任职考察、换届考察的

重要内容。发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承担领导小组的

具体工作，切实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综合协调，组织推动节能降耗工作；环境保护部主要承担污染减排方面的工作；

国务院国资委要切实加强对国有企业节能减排的监督考核工作；国家统计局负责加强能源统计和监测工作；其他各

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各省级人民政府要立即部署本地区“十三五”节能减排工作，进一步明

确相关部门责任、分工和进度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和中央企业要按照本通知的要求，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目标责任，狠抓贯彻

落实，强化考核问责，确保实现“十三五”节能减排目标。 

 

                            国务院 

 

                          2016 年 12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 

（一）总体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动力，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

市场驱动、社会参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确保完成“十三五”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保障人

民群众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有力

支撑。 

（二）主要目标。到 2020 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 2015 年下降 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50 亿吨

标准煤以内。全国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 2001 万吨、207 万吨、1580 万吨、

1574 万吨以内，比 2015 年分别下降 10%、10%、15%和 15%。全国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比 2015 年下降 10%以

上。 

二、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 

（三）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促进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进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不断优化工业产品结构。支持

重点行业改造升级，鼓励企业瞄准国际同行业标杆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严禁以任何名

义、任何方式核准或备案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增加产能项目。强化节能环保标准约束，严格行业规范、准入管理和

节能审查，对电力、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石油石化、船舶、煤炭、印染、造纸、制革、染料、焦化、电镀等

行业中，环保、能耗、安全等不达标或生产、使用淘汰类产品的企业和产能，要依法依规有序退出。（牵头单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科技部、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

总局、国家海洋局等） 

（四）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新能源汽车、

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新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广云

计算技术应用，新建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能源利用效率（PUE）值优于 1.5。支持技术装备和服务模式创新。鼓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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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节能环保技术咨询、系统设计、设备制造、工程施工、运营管理、计量检测认证等专业化服务。开展节能环保产

业常规调查统计。打造一批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节能环保企业。到 2020 年，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提高到 15%和 56%，节能环保、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

车等绿色低碳产业总产值突破 10 万亿元，成为支柱产业。（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

护部，参加单位：科技部、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等） 

（五）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加强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推广使用优质煤、洁净型煤，推进煤改气、

煤改电，鼓励利用可再生能源、天然气、电力等优质能源替代燃煤使用。因地制宜发展海岛太阳能、海上风能、潮

汐能、波浪能等可再生能源。安全发展核电，有序发展水电和天然气发电，协调推进风电开发，推动太阳能大规模

发展和多元化利用，增加清洁低碳电力供应。对超出规划部分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不纳入能耗总量和强度目标考核。

在居民采暖、工业与农业生产、港口码头等领域推进天然气、电能替代，减少散烧煤和燃油消费。到 2020 年，煤

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下降到 58%以下，电煤占煤炭消费量比重提高到 5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达到 15%，天然气消费比重提高到 10%左右。（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国管局、国家海洋局等） 

三、加强重点领域节能 

（六）加强工业节能。实施工业能效赶超行动，加强高能耗行业能耗管控，在重点耗能行业全面推行能效对标，

推进工业企业能源管控中心建设，推广工业智能化用能监测和诊断技术。到 2020 年，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化

水平显著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 2015 年降低 18%以上，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石化、

化工等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提升工业

生产效率和能耗效率。开展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行动，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工业园区的应用，将可再生能源

占比指标纳入工业园区考核体系。（牵头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科技

部、环境保护部、质检总局等） 

（七）强化建筑节能。实施建筑节能先进标准领跑行动，开展超低能耗及近零能耗建筑建设试点，推广建筑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编制绿色建筑建设标准，开展绿色生态城区建设示范，到 2020 年，城镇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

建筑面积比重提高到 50%。实施绿色建筑全产业链发展计划，推行绿色施工方式，推广节能绿色建材、装配式和钢

结构建筑。强化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实施改造面积 5 亿平方米以上，2020 年前基本完成北方采暖地区有改造

价值城镇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推动建筑节能宜居综合改造试点城市建设，鼓励老旧住宅节能改造与抗震加固改造、

加装电梯等适老化改造同步实施，完成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1 亿平方米以上。推进利用太阳能、浅层地热能、空

气热能、工业余热等解决建筑用能需求。（牵头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林业局、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 

（八）促进交通运输节能。加快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发挥不同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推广

甩挂运输等先进组织模式，提高多式联运比重。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推进“公交都市”创建活动，到 2020 年大城

市公共交通分担率达到 30%。促进交通用能清洁化，大力推广节能环保汽车、新能源汽车、天然气（CNG/LNG）

清洁能源汽车、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等，并支持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提高交通运输工具能效水平，到 2020 年新增

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 5.0 升/百公里。推进飞机辅助动力装置（APU）替代、机场地面车辆“油改电”、新能

源应用等绿色民航项目实施。推动铁路编组站制冷/供暖系统的节能和燃煤替代改造。推动交通运输智能化，建立公

众出行和物流平台信息服务系统，引导培育“共享型”交通运输模式。（牵头单位：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国管局、中国民航局、中直管理局、中国铁路总

公司等） 

（九）推动商贸流通领域节能。推动零售、批发、餐饮、住宿、物流等企业建设能源管理体系，建立绿色节能

低碳运营管理流程和机制，加快淘汰落后用能设备，推动照明、制冷和供热系统节能改造。贯彻绿色商场标准，开

展绿色商场示范，鼓励商贸流通企业设置绿色产品专柜，推动大型商贸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完善绿色饭店标

准体系，推进绿色饭店建设。加快绿色仓储建设，支持仓储设施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鼓励建设绿色物流园区。

（牵头单位：商务部，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质检总局、国家旅游局等） 

（十）推进农业农村节能。加快淘汰老旧农业机械，推广农用节能机械、设备和渔船，发展节能农业大棚。推

进节能及绿色农房建设，结合农村危房改造稳步推进农房节能及绿色化改造，推动城镇燃气管网向农村延伸和省柴

节煤灶更新换代，因地制宜采用生物质能、太阳能、空气热能、浅层地热能等解决农房采暖、炊事、生活热水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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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需求，提升农村能源利用的清洁化水平。鼓励使用生物质可再生能源，推广液化石油气等商品能源。到 2020 年，

全国农村地区基本实现稳定可靠的供电服务全覆盖，鼓励农村居民使用高效节能电器。（牵头单位：农业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科技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十一）加强公共机构节能。公共机构率先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新建建筑全部达到绿色建筑标准。推进公共机

构以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节能改造，积极推进政府购买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探索用能托管模式。2020 年公共机构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和人均能耗分别比 2015 年降低 10%和 11%。推动公共机构建立能耗基准和公开能源资源消费信

息。实施公共机构节能试点示范，创建 3000 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遴选 200 家能效领跑者。公共机构率先

淘汰老旧车，率先采购使用节能和新能源汽车，中央国家机关、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购

买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车辆总量的比例提高到 50%以上，新建和既有停车场要配备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预

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公共机构率先淘汰采暖锅炉、茶浴炉、食堂大灶等燃煤设施，实施以电代煤、以气代煤，率

先使用太阳能、地热能、空气能等清洁能源提供供电、供热/制冷服务。（牵头单位：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参

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中直管理局等） 

（十二）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开展重点用能单位“百千万”行动，按照属地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原

则，国家、省、地市分别对“百家”、“千家”、“万家”重点用能单位进行目标责任评价考核。重点用能单位要围绕

能耗总量控制和能效目标，对用能实行年度预算管理。推动重点用能单位建设能源管理体系并开展效果评价，健全

能源消费台账。按标准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进一步完善能源计量体系。依法开展能源审计，组织实施能源绩效

评价，开展达标对标和节能自愿活动，采取企业节能自愿承诺和政府适当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大力提升重点用能单

位能效水平。严格执行能源统计、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管理岗位和能源管理负责人等制度。（牵头单位：国家

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总局、国

家统计局、国管局、国家能源局、中直管理局等） 

（十三）强化重点用能设备节能管理。加强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审查和监管，构建安全、节能、环保三位一体

的监管体系。组织开展燃煤锅炉节能减排攻坚战，推进锅炉生产、经营、使用等全过程节能环保监督标准化管理。

“十三五”期间燃煤工业锅炉实际运行效率提高 5 个百分点，到 2020 年新生产燃煤锅炉效率不低于 80%，燃气锅

炉效率不低于 92%。普及锅炉能效和环保测试，强化锅炉运行及管理人员节能环保专项培训。开展锅炉节能环保普

查整治，建设覆盖安全、节能、环保信息的数据平台，开展节能环保在线监测试点并实现信息共享。开展电梯能效

测试与评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鼓励永磁同步电机、变频调速、能量反馈等节能技术的集成应用，开展老旧电

梯安全节能改造工程试点。推广高效换热器，提升热交换系统能效水平。加快高效电机、配电变压器等用能设备开

发和推广应用，淘汰低效电机、变压器、风机、水泵、压缩机等用能设备，全面提升重点用能设备能效水平。（牵

头单位：质检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国管局、国家

能源局、中直管理局等） 

四、强化主要污染物减排 

（十四）控制重点区域流域排放。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东北等重点地区，以及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城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新增耗煤项目实行煤炭消耗等量或减量替代；实施重点区域大气污染传输通道气

化工程，加快推进以气代煤。加快发展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利用城市和工业园区周边现有热电联产机组、纯凝发

电机组及低品位余热实施供热改造，淘汰供热供气范围内的燃煤锅炉（窑炉）。结合环境质量改善要求，实施行业、

区域、流域重点污染物总量减排，在重点行业、重点区域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控制，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的

部分省市实施总磷排放总量控制，在沿海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总氮排放总量控制，对重点行业的重点重金属排放实

施总量控制。加强我国境内重点跨国河流水污染防治。严格控制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

七大重点流域干流沿岸的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化学纤维制造、有色金属冶炼、纺织印

染等项目。分区域、分流域制定实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锅炉、造纸、印染、化工、焦化、农副食品加工、原

料药制造、制革、电镀等重点行业、领域限期整治方案，升级改造环保设施，确保稳定达标。实施重点区域、重点

流域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行动。城市建成区内的现有钢铁、建材、有色金属、造纸、印染、原料药制造、化工等污染

较重的企业应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牵头单位：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

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管局、国家海洋局等） 

（十五）推进工业污染物减排。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加强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严格执行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行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等量或减量替代。建立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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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体系。继续推行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制度，逐步扩大总量减排行业范围。以削减挥发性有机物、

持久性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物为重点，实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工业特征污染物削减计划。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

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加快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大力推进石化、化工、印刷、工业涂装、电子信息等行业挥发性有机

物综合治理。全面推进现有企业达标排放，研究制修订农药、制药、汽车、家具、印刷、集装箱制造等行业排放标

准，出台涂料、油墨、胶黏剂、清洗剂等有机溶剂产品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限值强制性环保标准，控制集装箱、汽车、

船舶制造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推动有关企业实施原料替代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强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工业聚集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及污染治理。加强工业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推动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建立企业排放红黄牌制度。（牵头单位：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财政部、质检总局、国家能源局等） 

（十六）促进移动源污染物减排。实施清洁柴油机行动，全面推进移动源排放控制。提高新机动车船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环保标准，发布实施机动车国Ⅵ排放标准。加速淘汰黄标车、老旧机动车、船舶以及高排放工程机械、农

业机械。逐步淘汰高油耗、高排放民航特种车辆与设备。2016 年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 380 万辆，2017 年基本淘汰

全国范围内黄标车。加快船舶和港口污染物减排，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冀水域设立船舶排放控制区，主

要港口 90%的港作船舶、公务船舶靠港使用岸电，50%的集装箱、客滚和邮轮专业化码头具备向船舶供应岸电的能

力；主要港口大型煤炭、矿石码头堆场全面建设防风抑尘设施或实现煤炭、矿石封闭储存。加快油品质量升级，2017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全面供应国Ⅴ标准的车用汽油、柴油；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全面供应与国Ⅴ标准柴油相同硫

含量的普通柴油；抓紧发布实施第六阶段汽、柴油国家（国Ⅵ）标准，2020 年实现车用柴油、普通柴油和部分船舶

用油并轨，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内河和江海直达船舶均统一使用相同标准的柴油。车用汽柴油应加入符合要

求的清净剂。修订《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推进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

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品油运输船舶和油罐车、气罐车等油气回收治理工作。加强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

达标和油品质量监督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牵头单位：环境保护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质检总

局、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商总局等） 

（十七）强化生活源污染综合整治。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发展进行填平补齐、升级改造，完善配套管网，

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合理确定污水排放标准，加强运行监管，实现污水处理厂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对雨污合流、

清污混流管网的改造力度，优先推进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收集、纳管。强化农村生活污染源

排放控制，采取城镇管网延伸、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等多种形式，加快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改厕。促进再生水利用，

完善再生水利用设施。注重污水处理厂污泥安全处理处置，杜绝二次污染。到 2020 年，全国所有县城和重点镇具

备污水处理能力，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污水基本实现全收集、全处理，城市、县城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 95%、85%

左右。加强生活垃圾回收处理设施建设，强化对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的管理和督导，提升城市生活垃圾回收

处理水平，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普遍建立村庄保洁制度，推广垃圾分类和就近资源化利用，到 2020 年，90%以

上行政村的生活垃圾得到处理。加大民用散煤清洁化治理力度，推进以电代煤、以气代煤，推广使用洁净煤、先进

民用炉具，制定散煤质量标准，加强民用散煤管理，力争 2017 年底前基本解决京津冀区域民用散煤清洁化利用问

题，到 2020 年底前北方地区散煤治理取得明显进展。加快治理公共机构食堂、餐饮服务企业油烟污染，推进餐厨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家具、印刷、汽车维修等政府定点招标采购企业要使用低挥发性原辅材料。严格执行有机溶剂

产品有害物质限量标准，推进建筑装饰、汽修、干洗、餐饮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牵头单位：环境保护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质检总局、国管

局、中直管理局等） 

（十八）重视农业污染排放治理。大力推广节约型农业技术，推进农业清洁生产。促进畜禽养殖场粪便收集处

理和资源化利用，建设秸秆、粪便等有机废弃物处理设施，加强分区分类管理，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

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并给予合理补偿。开展农膜回收利用，到 2020 年农膜回收率达到 80%以上，率先实现

东北黑土地大田生产地膜零增长。深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提倡增施有机肥，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统

防统治，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到 2020 年实现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化肥利用率提高到 40%

以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提前一年完成。研究建立农药使用环境影响后评估制度，推进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处理。建立逐级监督落实机制，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加强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秸秆禁烧。（牵头单位：农

业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质检总局等） 

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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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全面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按照空间布局合理化、产业结构最优化、产业链接循环化、资源利用高效

化、污染治理集中化、基础设施绿色化、运行管理规范化的要求，加快对现有园区的循环化改造升级，延伸产业链，

提高产业关联度，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土地集约利用、资源能源高效利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对综合性开发

区、重化工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不同性质的园区，加强分类指导，强化效果评估和工作考核。到 2020

年，75%的国家级园区和 50%的省级园区实施循环化改造，长江经济带超过 90%的省级以上（含省级）重化工园区

实施循环化改造。（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参加单位：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商务

部等） 

（二十）加强城市废弃物规范有序处理。推动餐厨废弃物、建筑垃圾、园林废弃物、城市污泥和废旧纺织品等

城市典型废弃物集中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推进燃煤耦合污泥等城市废弃物发电。选择 50 个左右地级及以上城市规

划布局低值废弃物协同处理基地，完善城市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到 2020 年，餐厨废弃物资源化率达到 30%。（牵

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参加单位：环境保护部、农业部、民政部、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 

（二十一）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提质升级。依托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促进资源再生利用企业集聚化、

园区化、区域协同化布局，提升再生资源利用行业清洁化、高值化水平。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太阳能光

伏组件、碳纤维材料、生物基纤维、复合材料和节能灯等新品种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推进动力蓄电池梯级利用和规

范回收处理。加强再生资源规范管理，发布重点品种规范利用条件。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推动汽车零部件及大型

工业装备、办公设备等产品再制造。规范再制造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再生产品、再制造产品的推广应用机制。鼓励

专业化再制造服务公司与钢铁、冶金、化工、机械等生产制造企业合作，开展设备寿命评估与检测、清洗与强化延

寿等再制造专业技术服务。继续开展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和机电产品再制造试点示范工作。到 2020 年，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产业产值达到 1.5 万亿元，再制造产业产值超过 1000 亿元。（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

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等） 

（二十二）统筹推进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强共伴生矿产资源及尾矿综合利用。推动煤矸石、粉煤灰、

工业副产石膏、冶炼和化工废渣等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开展大宗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推进水

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大力推动农作物秸秆、林业“三剩物”（采伐、造材和加工剩余物）、规模化养殖场粪

便的资源化利用，因地制宜发展各类沼气工程和燃煤耦合秸秆发电工程。到 2020 年，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

到 73%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5%。（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

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国家能源局等） 

（二十三）加快互联网与资源循环利用融合发展。支持再生资源企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化逆向物流

网点布局，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回收网络，在地级及以上城市逐步建设废弃物在线回收、交易等平台，推广“互联

网+”回收新模式。建立重点品种的全生命周期追溯机制。在开展循环化改造的园区建设产业共生平台。鼓励相关

行业协会、企业逐步构建行业性、区域性、全国性的产业废弃物和再生资源在线交易系统，发布交易价格指数。支

持汽车维修、汽车保险、旧件回收、再制造、报废拆解等汽车产品售后全生命周期信息的互通共享。到 2020 年，

初步形成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高值废弃物在线回收利用体系。（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保监会等） 

六、实施节能减排工程 

（二十四）节能重点工程。组织实施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电机系统能效提升、余热暖民、绿色照明、

节能技术装备产业化示范、能量系统优化、煤炭消费减量替代、重点用能单位综合能效提升、合同能源管理推进、

城镇化节能升级改造、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示范工程等节能重点工程，推进能源综合梯级利用，形成 3 亿吨标准煤左

右的节能能力，到 2020 年节能服务产业产值比 2015 年翻一番。（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总局、国管局、国家能源局、中直管理局等） 

（二十五）主要大气污染物重点减排工程。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程，到 2020 年累计完成 5.8 亿

千瓦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任务，限期淘汰 2000 万千瓦落后产能和不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机组。实施电力、钢

铁、水泥、石化、平板玻璃、有色等重点行业全面达标排放治理工程。实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煤改

气”和“煤改电”工程，扩大城市禁煤区范围，建设完善区域天然气输送管道、城市燃气管网、农村配套电网，加

快建设天然气储气库、城市调峰站储气罐等基础工程，新增“煤改气”工程用气 450 亿立方米以上，替代燃煤锅炉

18.9 万蒸吨。实施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程，到 2020 年石化企业基本

完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牵头单位：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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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总局等） 

（二十六）主要水污染物重点减排工程。加强城市、县城和其他建制镇生活污染减排设施建设。加快污水收集

管网建设，实施城镇污水、工业园区废水、污泥处理设施建设与提标改造工程，推进再生水回用设施建设。加快畜

禽规模养殖场（小区）污染治理，75%以上的养殖场（小区）配套建设固体废弃物和污水贮存处理设施。（牵头单位：

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海洋局等） 

（二十七）循环经济重点工程。组织实施园区循环化改造、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工农复合型循环

经济示范区建设、京津冀固体废弃物协同处理、“互联网+”资源循环、再生产品与再制造产品推广等专项行动，建

设 100 个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示范基地、50 个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基地、20 个工农复合型循环经济示范区，推

进生产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产业体系。到 2020 年，再生资源替代原生资源量达到 13 亿吨，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 3 万亿元。（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参加单位：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等） 

七、强化节能减排技术支撑和服务体系建设 

（二十八）加快节能减排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启动“十三五”节能减排科技战略研究和专项规划编制

工作，加快节能减排科技资源集成和统筹部署，继续组织实施节能减排重大科技产业化工程。加快高超超临界发电、

低品位余热发电、小型燃气轮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细颗粒物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汽车尾气净化、原油和

成品油码头油气回收、垃圾渗滤液处理、多污染协同处理等新型技术装备研发和产业化。推广高效烟气除尘和余热

回收一体化、高效热泵、半导体照明、废弃物循环利用等成熟适用技术。遴选一批节能减排协同效益突出、产业化

前景好的先进技术，推广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牵头单位：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

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等） 

（二十九）推进节能减排技术系统集成应用。推进区域、城镇、园区、用能单位等系统用能和节能。选择具有

示范作用、辐射效应的园区和城市，统筹整合钢铁、水泥、电力等高耗能企业的余热余能资源和区域用能需求，实

现能源梯级利用。大力发展“互联网+”智慧能源，支持基于互联网的能源创新，推动建立城市智慧能源系统，鼓

励发展智能家居、智能楼宇、智能小区和智能工厂，推动智能电网、储能设施、分布式能源、智能用电终端协同发

展。综合采取节能减排系统集成技术，推动锅炉系统、供热/制冷系统、电机系统、照明系统等优化升级。（牵头单

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科技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质检总局等） 

（三十）完善节能减排创新平台和服务体系。建立完善节能减排技术评估体系和科技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

建设绿色技术服务平台，推动建立节能减排技术和产品的检测认证服务机制。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节能减排

科技企业和服务基地，建立一批节能科技成果转移促进中心和交流转化平台，组建一批节能减排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研究基地（平台）等。继续发布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建立节能减排技术遴选、评定及推广机制。

加快引进国外节能环保新技术、新装备，推动国内节能减排先进技术装备“走出去”。（牵头单位：科技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质检总局等） 

八、完善节能减排支持政策 

（三十一）完善价格收费政策。加快资源环境价格改革，健全价格形成机制。督促各地落实差别电价和惩罚性

电价政策，严格清理地方违规出台的高耗能企业优惠电价政策。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督促各地严格落实

水泥、电解铝等行业阶梯电价政策，促进节能降耗。研究完善天然气价格政策。完善居民阶梯电价（煤改电除外）

制度，全面推行居民阶梯气价（煤改气除外）、水价制度。深化供热计量收费改革，完善脱硫、脱硝、除尘和超低

排放环保电价政策，加强运行监管，严肃查处不执行环保电价政策的行为。鼓励各地制定差别化排污收费政策。研

究扩大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行业排污费征收范围。实施环境保护费改税，推进开征环境保护税。落实污水处理费政策，

完善排污权交易价格体系。加大垃圾处理费收缴力度，提高收缴率。（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参加

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国家能源局等） 

（三十二）完善财政税收激励政策。加大对节能减排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统筹安排相关专项资金，支持节能

减排重点工程、能力建设和公益宣传。创新财政资金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项目的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

用。推广节能环保服务政府采购，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完善节能环保产品政府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制度。清理取消

不合理化石能源补贴。对节能减排工作任务完成较好的地区和企业予以奖励。落实支持节能减排的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等优惠政策，修订完善《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逐步扩大征收范围。继续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从事国家鼓励类项目的企业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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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节能减排技术装备且符合政策规定的，免征进口关税。（牵头单位：财政部、税务总局，参加单位：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国管局等） 

（三十三）健全绿色金融体系。加强绿色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推进绿色金融业务创新。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

对节能减排重点工程给予多元化融资支持。健全市场化绿色信贷担保机制，对于使用绿色信贷的项目单位，可按规

定申请财政贴息支持。对银行机构实施绿色评级，鼓励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机制，支持以用能权、碳排放

权、排污权和节能项目收益权等为抵（质）押的绿色信贷。推进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

融债券，鼓励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研究设立绿色发展基金，鼓励社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设立节能环保产业投资基金。

支持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项目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鼓励绿色信贷资产、节能减排项目应收账款证券化。在环境高风

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积极推动绿色金融领域国际合作。（牵头单位：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九、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 

（三十四）建立市场化交易机制。健全用能权、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创新有偿使用、预算管理、投融

资等机制，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推进碳排放权交易，2017 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用能权有偿使用和

交易制度，选择若干地区开展用能权交易试点。加快实施排污许可制，建立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继续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试点地区到 2017 年底基本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扩大试点范围，发展跨区域排污

权交易市场。（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环境保护部） 

（三十五）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合同能源管理推广工程，鼓励节能服务公司创新服务模式，为用户提

供节能咨询、诊断、设计、融资、改造、托管等“一站式”合同能源管理综合服务。取消节能服务公司审核备案制

度，任何地方和单位不得以是否具备节能服务公司审核备案资格限制企业开展业务。建立节能服务公司、用能单位、

第三方机构失信黑名单制度，将失信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落实节能服务公司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各级

政府加大对合同能源管理的支持力度。政府机构按照合同能源管理合同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的支出，视同能源费用

支出。培育以合同能源管理资产交易为特色的资产交易平台。鼓励社会资本建立节能服务产业投资基金。支持节能

服务公司发行绿色债券。创新投债贷结合促进合同能源管理业务发展。（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税

务总局，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国管局、银监会、证监会、中直管理局等） 

（三十六）健全绿色标识认证体系。强化能效标识管理制度，扩大实施范围。推行节能低碳环保产品认证。完

善绿色建筑、绿色建材标识和认证制度，建立可追溯的绿色建材评价和信息管理系统。推进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制

修订绿色商场、绿色宾馆、绿色饭店、绿色景区等绿色服务评价办法，积极开展第三方认证评价。逐步将目前分头

设立的环保、节能、节水、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产品统一整合为绿色产品，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

标识体系。加强节能低碳环保标识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虚标企业。开展能效、水效、环保领跑者引领行动。（牵头

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质检总局，参加单位：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

商务部等） 

（三十七）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鼓励在环境监测与风险评估、环境公用设施建设与运行、重点区域和重

点行业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领域推行第三方治理。研究制定第三方治理项目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加大

财政对第三方治理项目的补助和奖励力度。鼓励各地积极设立第三方治理项目引导基金，解决第三方治理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引导地方政府开展第三方治理试点，建立以效付费机制。提升环境服务供给水平与质量。到 2020

年，环境公用设施建设与运营、工业园区第三方治理取得显著进展，污染治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环境公

用设施投资运营体制改革基本完成，涌现出一批技术能力强、运营管理水平高、综合信用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环

境服务公司。（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等） 

（三十八）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推行节能低碳、环保电力调度，建设国家电力需求侧管理平台，推广电能服

务，总结电力需求侧管理城市综合试点经验，实施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行动，引导电网企业支持和配合平

台建设及试点工作，鼓励电力用户积极采用节电技术产品，优化用电方式。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扩大峰谷电价、分

时电价、可中断电价实施范围。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建设，增强电网调峰和需求侧响应能力。（牵头单位：国家发

展改革委，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能源局等） 

十、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 

（三十九）健全节能减排计量、统计、监测和预警体系。健全能源计量体系和消费统计指标体系，完善企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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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直报系统，加大统计数据审核与执法力度，强化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确保统计数据基本衔接。完善环境统计体系，

补充调整工业、城镇生活、农业等重要污染源调查范围。建立健全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和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测系统，

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消耗实现实时监测，强化企业污染物排放自行监测和环境信息公开，2020 年污染源自动监控

数据有效传输率、企业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保持在 90%以上，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结果公布率保持在 95%以上。定期

公布各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单位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发布预警信息，及时提醒高预警等级地区和单位的相关

负责人，强化督促指导和帮扶。完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建立地市报告、省级核查、国家审查的减排管理机制，

鼓励引入第三方评估；加强重点减排工程调度管理，对环境质量改善达不到进度要求、重点减排工程建设滞后或运

行不稳定、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地区及时预警。（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参加

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总局、国管局等） 

（四十）合理分解节能减排指标。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改革完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制度。强

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健全目标责任分解机制，将全国能耗总量控制和节能目标分解到各地区、主要行业和重点用能

单位。各地区要根据国家下达的任务明确年度工作目标并层层分解落实，明确下一级政府、有关部门、重点用能单

位责任，逐步建立省、市、县三级用能预算管理体系，编制用能预算管理方案；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突出重点

工程减排，实行分区分类差别化管理，科学确定减排指标，环境质量改善任务重的地区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牵

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管局、国

家能源局等） 

（四十一）加强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强化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考核，坚持总量减排和环境质量考核相结合，建

立以环境质量考核为导向的减排考核制度。国务院每年组织开展省级人民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将考核

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继续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对未完成能耗

强度降低目标的省级人民政府实行问责，对未完成国家下达能耗总量控制目标任务的予以通报批评和约谈，实行高

耗能项目缓批限批。对环境质量改善、总量减排目标均未完成的地区，暂停新增排放重点污染物建设项目的环评审

批，暂停或减少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必要时列入环境保护督查范围。对重点单位节能减排考核结果进行公告并纳入

社会信用记录系统，对未完成目标任务的暂停审批或核准新建扩建高耗能项目。落实国有企业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

将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作为企业绩效和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对节能减排贡献突出的地区、单位和个人以

适当方式给予表彰奖励。（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中央组织部，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国管局、国家海洋局等） 

十一、强化节能减排监督检查 

（四十二）健全节能环保法律法规标准。加快修订完善节能环保方面的法律制度，推动制修订环境保护税法、

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能源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制修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

境监测管理条例、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锅炉节能环保监督管理办法、节能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污染地

块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等。健全节能标准体系，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实现重点行

业、设备节能标准全覆盖，继续实施百项能效标准推进工程。开展节能标准化和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制

定完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制修订环保产品、环保设施运行效果评估、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环境监测方法等相

关标准。鼓励地方依法制定更加严格的节能环保标准，鼓励制定节能减排团体标准。（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质检总局、国务院法制办，参加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国

家统计局、国管局、国家海洋局、国家能源局、中直管理局等） 

（四十三）严格节能减排监督检查。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专项检查，督促各项措施落实。强化节能环保执法监察，

加强节能审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对重点用能单位和重点污染源的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用

能和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公布违法单位名单，发布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公开通

报或挂牌督办，确保节能环保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有效落实。强化执法问责，对行政不作为、执法不严

等行为，严肃追究有关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负责人的责任。（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

保护部，参加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质检总局、国家海洋局等） 

（四十四）提高节能减排管理服务水平。建立健全节能管理、监察、服务“三位一体”的节能管理体系。建立

节能服务和监管平台，加强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建设。继续推进能源统计能力建设，加强工作力量。加强节能监察

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省、市、县三级节能监察体系。健全环保监管体制，开展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

管理制度试点，推进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全面加强挥发性有机物环境空气质量和污染排放自动在线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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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出台主要污染物减排核查核算办法（细则）。进一步健全能源计量体系，深入推进

城市能源计量建设示范，开展计量检测、能效计量比对等节能服务活动，加强能源计量技术服务和能源计量审查。

建立能源消耗数据核查机制，建立健全统一的用能量和节能量审核方法、标准、操作规范和流程，加强核查机构管

理，依法严厉打击核查工作中的弄虚作假行为。推动大数据在节能减排领域的应用。创新节能管理和服务模式，开

展能效服务网络体系建设试点，促进用能单位经验分享。制定节能减排培训纲要，实施培训计划，依托专业技术人

才知识更新工程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项目，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节能管理部门、节能监察机构、用能单位相

关人员的培训。（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国管局、国家海洋局、中直管理局等） 

十二、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 

（四十五）推行绿色消费。倡导绿色生活，推动全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更加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

健康，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开展旧衣“零抛弃”活动，方便闲置旧物交换。积极引导绿色金融支

持绿色消费，积极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高效家电、节水型器具等节能环保低碳产品，减少一次性用

品的使用，限制过度包装，尽可能选用低挥发性水性涂料和环境友好型材料。加快畅通绿色产品流通渠道，鼓励建

立绿色批发市场、节能超市等绿色流通主体。大力推广绿色低碳出行，倡导绿色生活和休闲模式。到 2020 年，能

效标识 2 级以上的空调、冰箱、热水器等节能家电市场占有率达到 50%以上。（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

保护部，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全

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 

（四十六）倡导全民参与。推动全社会树立节能是第一能源、节约就是增加资源的理念，深入开展全民节约行

动和节能“进机关、进单位、进企业、进军营、进商超、进宾馆、进学校、进家庭、进社区、进农村”等“十进”

活动。制播节能减排公益广告，鼓励建设节能减排博物馆、展示馆，创建一批节能减排宣传教育示范基地，形成人

人、事事、时时参与节能减排的社会氛围。发展节能减排公益事业，鼓励公众参与节能减排公益活动。加强节能减

排、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国际合作，推动落实《二十国集团能效引领计划》。（牵头单位：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外交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质

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管局、中直管理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 

（四十七）强化社会监督。充分发挥各种媒体作用，报道先进典型、经验和做法，曝光违规用能和各种浪费行

为。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及时准确披露各类环境信息，扩大公开范围，保障公众知情权，维护公众环境权益。依法

实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可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牵头单位：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 

 

 

附件：1.“十三五”各地区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 

   2.“十三五”主要行业和部门节能指标 

   3.“十三五”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4.“十三五”各地区氨氮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5.“十三五”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6.“十三五”各地区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7.“十三五”重点地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附件 1 

 

“十三五”各地区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 

地  区 
“十三五”能耗强度 

降低目标（%） 

2015 年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十三五”能耗增量 

控制目标（万吨标准煤） 

北 京 17 6853 800 

天 津 17 8260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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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17 29395 3390 

山 西 15 19384 3010 

内蒙古 14 18927 3570 

辽 宁 15 21667 3550 

吉 林 15 8142 1360 

黑龙江 15 12126 1880 

上 海 17 11387 970 

江 苏 17 30235 3480 

浙 江 17 19610 2380 

安 徽 16 12332 1870 

福 建 16 12180 2320 

江 西 16 8440 1510 

山 东 17 37945 4070 

河 南 16 23161 3540 

湖 北 16 16404 2500 

湖 南 16 15469 2380 

广 东 17 30145 3650 

广 西 14 9761 1840 

海 南 10 1938 660 

重 庆 16 8934 1660 

四 川 16 19888 3020 

贵 州 14 9948 1850 

云 南 14 10357 1940 

西 藏 10 — — 

陕 西 15 11716 2170 

甘 肃 14 7523 1430 

青 海 10 4134 1120 

宁 夏 14 5405 1500 

新 疆 10 15651 3540 

 
注：西藏自治区相关数据暂缺。 

 

附件 2 

 

“十三五”主要行业和部门节能指标 

指  标 单 位 
2015 年 

实际值 

2020 年 

目标值 变化幅度/变化率 

工业： 

单位工业增加值（规模以

上）能耗 
      ［-18%］ 

火电供电煤耗 克标准煤/千瓦时 315 306 -9 

吨钢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 572 56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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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熟料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112 105 -7 

电解铝液交流电耗 千瓦时/吨 13350 13200 -150 

炼油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油/吨 65 63 -2 

乙烯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816 790 -26 

合成氨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1331 1300 -31 

纸及纸板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530 480 -50 

建筑： 

城镇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

造累计面积 
亿平方米 12.5 17.5 +5 

城镇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累

计面积 
亿平方米 1 2 +1 

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标准执

行率 
% 20 50 +30 

交通运输：         

铁路单位运输工作量综合

能耗 

吨标准煤/ 

百万换算吨公里 
4.71 4.47 ［-5%］ 

营运车辆单位运输周转量

能耗下降率 
      ［-6.5%］ 

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

能耗下降率 
      ［-6%］ 

民航业单位运输周转量能

耗 
千克标准煤/吨公里 0.433 ＜0.415 ＞［-4%］ 

新生产乘用车平均油耗 升/百公里 6.9 5 -1.9 

公共机构：         

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

耗 
千克标准煤/平方米 20.6 18.5 ［-10%］ 

公共机构人均能耗 千克标准煤/人 370.7 330.0 ［-11%］ 

终端用能设备： 

燃煤工业锅炉（运行）效率 % 70 75 +5 

电动机系统效率 % 70 75 +5 

一级能效容积

式空气压缩机

市场占有率 

小于 55kW % 15 30 +15 

55kW 至

220kW 
% 8 13 +5 

大 于

220kW 
% 5 8 +3 

一级能效电力变压器市场

占有率 
% 0.1 10 +9.9 

二级以上能效房间空调器

市场占有率 
% 22.6 50 +27.4 

二级以上能效电冰箱市场

占有率 
% 98.3 99 +0.7 

二级以上能效家用燃气热

水器市场占有率 
% 93.7 9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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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内为变化率。 

 

附件 3 

 

“十三五”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区 
2015 年排放量 

（万吨） 

2020 年减排比例 

（%） 

2020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 

（万吨） 

北京 16.2 14.4 2.33 

天津 20.9 14.4 2.47 

河北 120.8 19.0 16.14 

山西 40.5 17.6 4.75 

内蒙古 83.6 7.1 5.19 

辽宁 116.7 13.4 8.41 

吉林 72.4 4.8 2.32 

黑龙江 139.3 6.0 7.33 

上海 19.9 14.5 2.72 

江苏 105.5 13.5 10.39 

浙江 68.3 19.2 7.64 

安徽 87.1 9.9 7.70 

福建 60.9 4.1 2.14 

江西 71.6 4.3 2.73 

山东 175.8 11.7 13.30 

河南 128.7 18.4 16.98 

湖北 98.6 9.9 8.25 

湖南 120.8 10.1 10.49 

广东 160.7 10.4 11.06 

广西 71.1 1.0 0.35 

海南 18.8 1.2 0.16 

重庆 38.0 7.4 2.36 

四川 118.6 12.8 14.09 

贵州 31.8 8.5 2.77 

云南 51.0 14.1 5.85 

西藏 2.9 － － 

陕西 48.9 10.0 2.63 

甘肃 36.6 8.2 2.40 

青海 10.4 1.1 0.07 

宁夏 21.1 1.2 0.10 

新疆 56.0 1.6 0.71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10.0 1.6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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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0年减排比例根据各地区地表水质量改善任务确定，重点工程减排量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及相关规划提出的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确定。 

 

附件 4 

 

“十三五”各地区氨氮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 区 
2015 年排放量 

（万吨） 

2020 年减排比例 

（%） 

2020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 

（万吨） 

北 京 1.6 16.1 0.24 

天 津 2.4 16.1 0.38 

河 北 9.7 20.0 1.59 

山 西 5.0 18.0 0.61 

内蒙古 4.7 7.0 0.28 

辽 宁 9.6 8.8 0.85 

吉 林 5.1 6.4 0.20 

黑龙江 8.1 7.0 0.48 

上 海 4.3 13.4 0.53 

江 苏 13.8 13.4 1.25 

浙 江 9.8 17.6 0.85 

安 徽 9.7 14.3 1.07 

福 建 8.5 3.5 0.30 

江 西 8.5 3.8 0.32 

山 东 15.3 13.4 1.49 

河 南 13.4 16.6 1.93 

湖 北 11.4 10.2 1.02 

湖 南 15.1 10.1 1.41 

广 东 20.0 11.3 1.54 

广 西 7.7 1.0 0.08 

海 南 2.1 1.9 0.04 

重 庆 5.0 6.3 0.32 

四 川 13.1 13.9 1.74 

贵 州 3.6 11.2 0.41 

云 南 5.5 12.9 0.67 

西 藏 0.3 － － 

陕 西 5.6 10.0 0.38 

甘 肃 3.7 8.0 0.28 

青 海 1.0 1.4 0.01 

宁 夏 1.6 0.7 0.01 

新 疆 4.0 2.8 0.0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5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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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0年减排比例根据各地区地表水质量改善任务确定，重点工程减排量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及相关规划提出的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确定。 

 

附件 5 

 

“十三五”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 区 
2015 年排放量 

（万吨） 

2020 年减排比例 

（%） 

2020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 

（万吨） 

北 京 7.1 35 1.8 

天 津 18.6 25 2.8 

河 北 110.8 28 18.4 

山 西 112.1 20 22.4 

内蒙古 123.1 11 13.5 

辽 宁 96.9 20 14.4 

吉 林 36.3 18 5.2 

黑龙江 45.6 11 4.3 

上 海 17.1 20 3.4 

江 苏 83.5 20 13.3 

浙 江 53.8 17 9.1 

安 徽 48.0 16 5.2 

福 建 33.8 — 3.5 

江 西 52.8 12 6.3 

山 东 152.6 27 35.0 

河 南 114.4 28 20.5 

湖 北 55.1 20 10.9 

湖 南 59.6 21 8.5 

广 东 67.8 3 2.0 

广 西 42.1 13 4.5 

海 南 3.2 — 0.4 

重 庆 49.6 18 8.1 

四 川 71.8 16 11.2 

贵 州 85.3 7 6.0 

云 南 58.4 1 0.6 

西 藏 0.5 — — 

陕 西 73.5 15 11.0 

甘 肃 57.1 8 4.6 

青 海 15.1 6 0.9 

宁 夏 35.8 12 4.3 

新 疆 66.8 3 2.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1.0 13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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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20年减排比例根据各地区空气质量改善任务确定，重点工程减排量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及相关规划提出的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确定。 

 

附件 6 

 

“十三五”各地区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 区 
2015 年排放量 

（万吨） 

2020 年减排比例 

（%） 

2020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 

（万吨） 

北 京 13.8 25 0.7 

天 津 24.7 25 3.5 

河 北 135.1 28 19.9 

山 西 93.1 20 16.3 

内蒙古 113.9 11 12.5 

辽 宁 82.8 20 14.9 

吉 林 50.2 18 9.0 

黑龙江 64.5 11 7.1 

上 海 30.1 20 5.2 

江 苏 106.8 20 18.7 

浙 江 60.7 17 10.3 

安 徽 72.1 16 9.0 

福 建 37.9 — 4.6 

江 西 49.3 12 5.9 

山 东 142.4 27 31.0 

河 南 126.2 28 15.8 

湖 北 51.5 20 5.9 

湖 南 49.7 15 6.3 

广 东 99.7 3 3.0 

广 西 37.3 13 3.3 

海 南 9.0 — 1.2 

重 庆 32.1 18 2.8 

四 川 53.4 16 3.7 

贵 州 41.9 7 2.9 

云 南 44.9 1 0.4 

西 藏 5.3 — — 

陕 西 62.7 15 9.4 

甘 肃 38.7 8 3.1 

青 海 11.8 6 0.7 

宁 夏 36.8 12 4.4 

新 疆 63.7 3 1.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9.9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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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0年减排比例根据各地区空气质量改善任务确定，重点工程减排量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及相关规划提出的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确定。 

 

附件 7 

 

“十三五”重点地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区 2015 年排放量（万吨） 
2020 年减排比例

（%） 

2020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

（万吨） 

北 京 23.4 25 3.5 

天 津 33.9 20 4.6 

河 北 154.6 20 19.5 

辽 宁 105.4 10 10.5 

上 海 42.1 20 8.4 

江 苏 187.0 20 31.2 

浙 江 139.2 20 25.5 

安 徽 95.9 10 9.2 

山 东 192.1 20 38.4 

河 南 167.5 10 16.6 

湖 北 98.7 10 9.9 

湖 南 98.3 10 7.9 

广 东 137.8 18 20.7 

重 庆 40.2 10 4.0 

四 川 111.3 5 5.6 

陕 西 67.5 5 3.4 

 
注：“十三五”期间主要推进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和工业涂装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减排，相关指标根据重点

行业减排潜力、环境质量改善需求等因素分解落实到各有关省份。 

 

 

 

6.3.1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09 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09〕48 号 2009 年 07 月 19 日） 

http://www.gov.cn/zwgk/2009-07/31/content_1380418.htm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9-08/03/content_18251622.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09 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的通知 

国办发〔2009〕4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2009 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九年七月十九日 

  

2009 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 

  “十一五”前三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把节能减排作为促进科学发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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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抓手，作为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重要内容，工作力度不断加大，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全国单位 GDP 能

耗逐年逐季降低，2006 年下降 1.79%，2007 年下降 4.04%，2008 年下降 4.59%，三年累计下降 10.1%，节能约 2.9

亿吨标准煤。全国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不断降低，2007 年分别下降 4.66%和 3.14%，2008 年分

别下降 5.95%和 4.42%，“十一五”前三年累计分别下降 8.95%和 6.61%。 

  虽然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特别是今年以来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但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突

出，第三产业比重偏低，高耗能工业增速较快。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加剧，给节能减排工作带来新的问题和挑

战。有的地方出现盲目上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苗头，有的地方擅自出台高耗能行业电价优惠政策；一些企业效益

回落，影响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实施。工作层面也还存在着认识不到位、激励政策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

基础工作薄弱等问题。从目前进展情况看，“十一五”节能目标完成进度仍落后于时间进度，形势严峻，任务艰巨。 

  2009 年是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

认识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中坚

持节能减排不动摇，继续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内

需、保增长、调结构的重要内容，作为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全面落实各项

节能减排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务求取得更大成效，确保节能减排目标完成进度与“十一五”规划实施

进度同步。 

  一、加强目标责任考核。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对省级政府 2008 年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现场评价考

核，评价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告，落实奖惩措施，实行严格的问责制。组织各地节能主管部门开展千家企业节能目标

责任评价考核，审核汇总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告并做好考核结果的运用。发布 2008 年全国和各地区单位 GDP 能

耗、主要污染物排放及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指标公报，以及 2009 年上半年全国单位 GDP 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指

标公报。抓好军队资源节约统计与考评工作。 

  二、推动重点工程实施。继续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新增中央投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和国外优惠贷款对

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建设、循环经济发展、淘汰落后产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

管网建设、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以及节能环保能力建设。2009 年，通过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形成 7500 万吨

标准煤的节能能力；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对能效等级 1 级或 2 级以上高效节能空调、冰箱等 10 大类产品，

通过财政补贴方式加大推广力度；推广节能灯 1.2 亿只；支持在北京、上海、重庆等 13 个城市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示范试点。新增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1000 万立方米，全国 36 个大城市基本实现污水全部收集处理；新增燃煤电

厂烟气脱硫设施 5000 万千瓦以上，新增钢铁企业烧结机烟气脱硫设施 20 台（套）。 

  三、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盲目扩张。组织修订《产业结构调整目录》。在抓紧组织实施钢铁、汽车、造

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物流等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产

业政策和项目审核管理规定，强化用地审查、节能评估审查、环境影响评价，从严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盲目扩

张。继续推动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力度，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进行改

造和提升。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2009 年“上大压小”关停小火电机组 1500 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 1000

万吨、炼钢 600 万吨、水泥 5000 万吨、造纸 50 万吨、铁合金 70 万吨、焦炭 600 万吨。完善淘汰落后产能退出机

制，公告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推广大型企业兼并重组落后企业等有效做法，落实好差别电价政策和淘汰落后产

能企业职工安置政策措施。发布节能设备指导目录、落后高耗能设备淘汰目录等，推动淘汰落后高耗能设备。落实

节能发电调度办法，抓紧出台配套政策。大力促进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四、加快技术开发和推广。围绕能源、资源、环境等领域，建设和完善若干国家工程中心、国家工程实验

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在高效发电、重污染行业清洁生产、建筑节能等方面组织科研攻关，攻克一批节能减排关键

和共性技术。编制工业、通信业清洁生产技术指南和重点节能技术推广专项规划。支持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

堆核电站重大科技专项。加大新技术、新产品产业化的实施力度，推动电动汽车产业化，做好“金太阳”太阳能发

电、大型超超临界发电、有机废水循环利用等技术的规模化推广应用。制定半导体照明（LED）产业发展意见。推

进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加快风能资源的评估与开发。发布农业机械节能减排技术。出台关于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加

快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鼓励专业节能公司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为中小企业、公共机构实施节能改造。启

动污泥处理处置示范工作。积极推进环保产业发展，继续开展烟气脱硫特许经营试点，规范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特

许经营，鼓励排污单位委托专业化公司承担污染治理或设施运营。发布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设备（产品）目录，

编制环保装备示范工程规划。广泛开展节能减排国际合作，切实加强双边、区域和多边在节能、新能源和低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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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等方面的交流，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五、着力抓好重点领域节能减排。继续大力推进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发布能源利用状况公告，开展节能管

理师试点，形成 2000 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制定发布钢铁、建材、电子信息、军工和中小企业节能减排指导意

见，深入开展重点耗能行业能效水平对标活动。扩大强制性能效标识实施范围，制定发布电风扇、微波炉、通风机、

工业锅炉等 6 种产品能效标识实施规则。组织开展 5 万个锅炉房节能管理达标活动。2009 年底施工阶段执行节能

强制性标准比例提高到 90%以上；全面开展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2009 年改造 6000 万平方米；继

续推进供热按用热量计量收费；扩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规模，出台推动太阳能光电技术在建筑领域应用的实

施意见，实施好新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新农村农房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化应用项目。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优化

道路运输组织管理；严格执行汽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实施落后车辆淘汰制度，完善报废汽车回收机制；加快发

展水路运输，推进船型标准化；加快电气化铁路建设；优化航线航路，启动机场节电工程，研究建立民航业节能减

排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交通运输行业节能减排监测考核体系。安排财政资金 70 亿元，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

推进节约型机关、学校、科技场馆、文化场馆、医院、体育场馆等“六个 100 示范工程”建设，研究建立公共机构

节能考核制度。开展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统计、审计和公示工作。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农村沼气建设；实施农村清

洁工程，加大“以奖促治”工作力度，解决一批村镇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推进零售业节能降耗。 

  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做好循环经济促进法贯彻实施工作。组织编制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循环经济发展

规划，印发省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编制指南。建立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循环经济技术研发、示范推广、能

力建设等。深化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开展“循环经济专家行”活动。加快实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出台促进汽

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发展意见，建立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标识制度。组织编制实施再生金属利用规划、重大机电

装备再制造产业发展规划。加快国家生态示范工业园区建设。研究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统计制度。发展矿

产资源领域循环经济，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加快脱硫石膏、磷石膏、农作物秸秆等资源化重点工程建设。启动

第三批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和第三批“禁止现场搅拌砂浆”工作。制定重点电子信息产品污染物管理目录，推动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加快第二批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支持建设一批统一规范的社区回收站点、专业

化分拣中心和区域集散市场。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再生利用。启动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试点。促进灾区建筑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进一步加大“限塑”和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力度。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治理商品过度包装的有关文件精

神，抓紧制定治理商品过度包装的相关标准和政策。推动机电产品包装节材代木。推进循环农业促进行动，重点抓

好 10 个循环农业地市建设，以及农垦制糖业、天然橡胶业的循环产业建设。 

  七、完善相关经济政策。继续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落实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方案。完善天然气价

格形成机制。实行鼓励余热余压发电的上网和价格政策。继续推进电价改革，完善需求侧电价管理制度。继续实行

促进节约用水的水价制度，鼓励使用再生水。完善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偿制度。出台农村老旧渡船拆解改造补偿制

度。研究调整车辆购置税政策。推进环保收费改革，提高收缴率。研究建立污染物减排激励机制。修订高污染、高

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继续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继续实施促进节能减排的政府采购政策，完善清

单动态管理制度、公示制度和执行政策的奖惩制度。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逐步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进一步扩大用于节能减排的企业债券发行规模，研究开展污水处理项目收益债券试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金

融机构继续加大对节能减排重大项目的信贷支持。推进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 

  八、加快法规和标准建设。完善节能减排法律法规体系，加快节约能源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建设。

落实好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研究起草排污许可证条例。尽快出台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

审查办法、城镇排水和污水处理条例。修订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能效标识管理办法、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办

法，组织制订、修订电炉钢冶炼和氧化铝、尿素等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水源热泵机组、小功

率电机、容积式空气压缩机、通风机、工业锅炉等用能产品强制性能效标准。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电石、热轧带

肋钢筋等高耗能和易造成环境污染产品的市场准入条件。制订电力企业节能降耗主要指标监管评价标准。 

  九、强化节能减排监管。加强对各地区节能减排工作的监督检查，督促各项节能减排优惠政策的落实，坚

决制止和纠正擅自出台对高耗能行业实行优惠电价、违规乱上高耗能和高排放项目等行为。加强节能减排执法检查，

严肃查处严重浪费能源资源、严重破坏环境、违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私自排污等问题。开展能效标识、能源

计量器具配备、能源计量数据及使用、高耗能特种设备等专项检查。深入开展环保执法专项行动，重点做好电力、

钢铁、建材、造纸等 12 个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职工节能

减排义务监督员队伍建设，强化对义务监督员的培训。发布电力企业节能减排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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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加快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建设。加强资源环境、循环经济基础研究，

建立体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抓紧组建国家节能中心，健全省级节能

监察机构和节能技术服务中心。结合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第二、三产业用能单位能耗调查和主要耗能行

业重点耗能设备普查。继续推进污染源普查工作，加强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与统计等能力建

设。进一步完善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启动建设全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电力行业节能减

排监管信息平台。 

  十一、开展规划编制等重大问题研究。编制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展“十

二五”节能专项规划前期研究，研究节能重大问题，重点做好节能目标预测。对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

评估。开展“十二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前期研究，重点对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及排放指标等开展专题研

究。做好“十二五”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的前期研究，重点是目标、技术路线、政策机制等，特别是

对垃圾处理技术路线、污泥无害化处理做专题研究，为制订“十二五”规划纲要做好前期准备。 

  十二、加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继续广泛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以节油节电和全民节能为重点，

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宣传教育，普及节能环保知识，积极倡导节约型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生活习惯。做好 2009 年

全国节能宣传周、中国城市无车日、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六·五”环境日的宣传活动。各

地区要对节能减排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开展“汽车节能环保驾驶”活动，

大力宣传节能环保驾驶理念。新闻媒体要加大节能减排报道力度，宣传先进经验，曝光反面典型，发挥舆论的引导

和监督作用。 

  发展改革委要加强节能减排综合协调，环境保护部要做好减排协调工作，指导、督促、检查各地区、各部

门落实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本工作安排的各项工作，及时向国务院报告节能减排进展情况，提出意见

和建议。 

 

6.3.1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 (国办发〔2004〕30 号 2004 年 04 月 01 日） 

http://www.gov.cn/xxgk/pub/govpublic/mrlm/200803/t20080328_32367.html  

索 引 号:000014349/2004-00066 主题分类: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 发布机构: 国务院办公

厅 发文日期: 2004年04月01日 名  称: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 文  号: 国办发〔2004〕

30 号 主 题 词: 经济管理 资源 节约 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     

 国办发〔2004〕3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解决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问题，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经国务院同意，2004 年

至 2006 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资源节约活动，全面推进能源、原材料、水、土地等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工作。

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重要意义 

   能源、原材料、水、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保

障。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耕地、淡水、森林、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铁、铜、铝等重要矿产的国内保障程度低。资源供给不足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

要制约因素。同时，由于我国许多行业和地区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大、污染重，目前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

原材料和水资源消耗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靠大量消耗资源支撑经济增长，不仅使资源约束矛盾更加突出，环境

压力加大，也制约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组织开展资源节约活动，推进资源节约工作，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缓解资源瓶颈制约，实现国民

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

重要措施；是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各级

领导干部，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

的政绩观，采取有效措施，扎扎实实地推进资源节约工作。 

   二、资源节约活动的目标和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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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目标：经过三年努力，使全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资源意识和节约意识显著增强，部分行业盲目发

展、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严重浪费资源现象得到有效遏制，资源节约技术和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资源节约政策、法

规和标准不断完善并得到较好实施，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万元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下降 5%，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取水量下降 10%，水的重复利用率提高 5 个百分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显著提高，耕地减少趋势得到遏制，资源瓶颈制约得到有效缓解，全社会自觉节约资源的机制初步形成，建设资源

节约型社会迈出坚实步伐。 

  (二)基本要求：一是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相结合。在研究

制定“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重大项目等各项工作中，要按

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把节约资源、降低消耗

放在突出位置，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加快循环经济发展。二是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与调整经济结构相结合。加快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抓紧完善并严格执行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准入条件，坚决制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

重复建设；完善产业政策，扶优扶强，促进优胜劣汰。三是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与技术进步相结合。要推动资源节

约科技开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组织实施资源节约重大技术示范，推广应用先进高效的节能、节水设备和器具，

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资源节约的整体技术水平。四是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与缓解经济

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瓶颈制约相结合。要优化电力生产调度，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以高耗能行业为重点，在强化

负荷管理的同时，大力节约用电；加快大型灌区和北方缺水城市节水工程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加大企业

节水技术改造力度，推进城市节约用水。加快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采取有效的节地措

施。 

   三、采取综合措施，扎实推进资源节约工作 

  (一)建立健全资源节约责任制。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各单位要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的高

度，明确责任。要建立健全资源节约责任制，明确一位领导干部负责资源节约工作。要完善能源、水、原材料使用

的计量、记录、报告、奖惩等管理制度，把资源节约的责任纳入各工作岗位的职责之中，纳入各单位日常管理和工

作考核之中，做到层层有责任，逐级抓落实。政府机构要在资源节约活动中发挥表率作用，制订节能实施方案和能

耗水耗定额、支出标准，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降低费用支出，带头节约资源。 

  (二)加强规划指导，完善法规标准。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编制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专

项规划，提出目标、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要抓紧完善资源节约法规和规章，完善节能节水配套法规，制订汽车燃

油经济性标准和设备能效标准、重点行业取水定额标准，修订节能设计规范。扩大节能节水产品认证范围，建立强

制性能效标识制度，把好市场准入关。各地区、有关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实际，抓紧制订配套法规和相关规

划。 

  (三)研究制订财政、税收、价格等激励政策。发展改革委要会同财政、税务部门抓紧制订并不断完善节能、

节水设备(产品)目录，并研究采取优惠政策，鼓励生产、销售和使用节能、节水设备(产品)，鼓励开发和利用可再生

能源。要充分运用价格调节机制，促进节能、节水、节约原材料和资源综合利用。各级财政要支持资源节约和资源

综合利用，并将节能、节水设备(产品)纳入政府采购目录。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对重大节能技术开发、示范

和改造项目加大投资力度。 

  (四)加快资源节约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各地区、有关部门要重点支持一批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技术开

发、技术改造项目，通过发布目录、组织现场会、举办展览、技术交流等方式，加快先进成熟技术的推广应用；重

点推广洁净煤，节约和替代石油，高效节能锅炉、风机、水泵、电动机及拖动系统调速和建筑节能技术；推广空调

节电技术、绿色照明和高耗能行业能量系统优化技术；推广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废水资源化和“零”排放技术、中

水回用和海水利用技术；推广“三废”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技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 

  (五)推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节约新机制。建立信息发布制度，及时发布国内外各类能耗、水耗、先进技

术和管理信息，加快资源节约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的推广应用；推行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融资担保等新机制，

培育和发展节能节水技术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节能节水技术服务；推行综合资源规划和需求侧管理方法，引导资

源合理配置和利用；积极稳妥地推进供热和物业管理体制改革，努力降低资源费用支出。 

  (六)组织资源节约专项检查。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对严重缺电、缺水地区，重点城市、重点

行业和企业节能、节水情况的监督检查。各地发展改革委(经贸委)要会同有关部门，依法组织节能、节水执法和监

测机构，对本地区煤炭、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造纸等高耗能(水)企业以及宾馆、商厦、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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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共设施节能、节水情况进行检查；对能效标准、高耗电产品限额标准、建筑节能标准及行业节能设计规范执行

情况进行检查；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增列节能篇(章)的规定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要采取措施及时整改。坚决关闭或淘汰技术落后、浪费资源、污染严重的企业或项目。 

   四、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一)加强资源节约活动的组织领导。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明确各方责任，中央制定原则，地方负责落实，

部门指导协调，加强监督检查，共同做好工作。地方人民政府要积极贯彻落实资源节约活动的工作部署和各项要求，

结合本地区实际，制订方案，扎实推进。有关部门要合理分工，加强协调，督促检查。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教育部、

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国资委、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环

保总局、广电总局、法制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和单位，建立资源节约活动协调机制，研究制订政策

措施，协调、指导和推动资源节约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做好资源节约的教育培训工作。各地区、有关部门要将资源节约纳入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

育和技术培训体系，制订培训规划，编写培训教材，加强资源节约教育；要对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节能节水管理人

员进行不同层次的教育和培训，并加强节能节水执法监督人员和检测机构人员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资源节约的技

术水平、执法监督和服务水平。 

  (三)广泛开展对全社会的资源节约宣传。各地区、有关部门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文化等部门和社会团体要广泛宣传我国资源形势，宣传节约资源、建立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意义，宣传国

家资源节约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弘扬先进典型，曝光资源浪费行为，倡导节俭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节约光荣，

浪费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不断提高公众的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共青团组织要在青少年中开展资源节约宣

传和实践活动，教育青少年从小养成节约资源的良好习惯。大力开展群众性的资源节约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等活

动。在每年夏季用电高峰，积极组织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 

  

                          国务院办公厅       

                         二○○四年四月一日   

 

 

6.3.14）《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建科[2006]319 号 2010 年 06 月 18 日） 

http://www.china.com.cn/law/flfg/txt/2007-01/10/content_7634875.htm  

http://www.shaanxijs.gov.cn/zhengce/2011/10/47288.s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007/t20100713_201479.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10-00299 主题信息：节能减排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

2010 年 06 月 18 日文件名称：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建科[2010]93

号主 题 词：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委及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建科[2006]319 号）印发后，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

有关企业高度重视，认真组织落实，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以下简称“门窗标识”）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为进

一步加强门窗标识工作，促进门窗行业技术进步，确保建筑节能取得实效，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门窗标识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我国每年建筑门窗生产应用量大，门窗能耗约占建筑围护结构

能耗的 50%，建筑总能耗的 25%。提高门窗的节能性能是降低建筑物能耗的有效措施之一，是确保建筑节能取得实

效的重要手段。门窗标识明示门窗的节能性能指标，反映门窗节能性能的优劣，是建筑能效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门窗标识制度可为建筑节能设计、工程质量监督、引导消费提供可靠依据，对促进节能门窗开发应用，提高门窗节

能性能，推动门窗行业技术进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明确工作目标。要利用 3 年左右时间，对全国规模以上门窗企业的主要产品进行节能标识，努力提高

当前主要门窗产品的节能性能，使获得标识的门窗广泛应用于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三、加强门窗标识队伍建设。加强对门窗标识实验室从业人员的培训和业务指导，继续推进对门窗标识实

验室的确定和考核工作，实现门窗标识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布局。提高门窗标识测评能力，开展门窗标识实

验室之间的测评能力比对，确保测评结果的准确性和可复验性。抓紧编制《建筑门窗标识测评技术导则》，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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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建筑玻璃数据库，积极开发并推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识测评模拟计算软件。 

  四、完善政策措施，加强管理。要抓紧研究制定促进和规范门窗标识市场发展的政策措施，结合建筑节能

监管体系建设制定门窗标识管理办法，建立健全相关的协同推进机制和门窗标识管理机制，加快门窗标识测评和证

书发放工作。 

  五、加大门窗标识推广力度。财政投资建设的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保障性住房等项目，应优先采用

获得节能标识的门窗产品；建筑节能示范工程、绿色建筑示范工程、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工程，应采用获得节

能标识的门窗产品；在建筑能效测评、工程招标过程中，对门窗的节能性能指标要求应当采信门窗标识的信息。 

  六、开展门窗标识制度宣传培训。要充分发挥网络、电视、报刊等媒体的作用，加大门窗标识工作的宣传，

使更多的企业、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和社会公众充分了解门窗标识制度、正确使用门窗标识。 

  七、加强门窗标识全过程监督。要按照《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建科[2006]319 号）

的要求，对获得节能标识的门窗及其生产企业、门窗标识实验室和节能标识门窗的应用工程进行监督检查，并将门

窗标识工作列为建筑节能专项检查的内容，切实查处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 

  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及时将本地区门窗标识工作的实施情况、问题和建议报我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八日 

     

 

6.3.15）《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28 号   2006 年 08 月 06 日） 

http://www.gov.cn/zwgk/2006-08/23/content_368136.htm  

http://www.zjoaf.gov.cn/zfxxgk/zcfg/flfg/2006/09/12/ww0938477.shtml  

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 

国发〔2006〕2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节约资源基本国策，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进一步加强节能工作，加快建设节

约型社会，实现“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节能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特

作如下决定： 

  一、充分认识加强节能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必须把节能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国人口众多，能源资源相对不足，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由于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能源消耗强度较高，消费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高投入、

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加剧了能源供求矛盾和环境污染状况。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因素，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能源工作的重要性，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实现能源的可持

续发展。解决我国能源问题，根本出路是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节约优先的方针，大力推进节能降耗，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节能是缓解能源约束，减轻环境压力，保障经济安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二）必须把节能工作作为当前的紧迫任务。近几年，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高耗能行业增长过快，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上升，特别是今年上半年，能源消耗增长仍然快于经济增长，节能工作面临更大压力，形势

十分严峻。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节能工作的紧迫性，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

感。要把节能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列入各级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切实下大力气，采取强有力措施，确保

实现“十一五”能源节约的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二、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节能工作 

  （三）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节约资源基

本国策，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技术进步为根本，强化全社会的

节能意识，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实行有效的激励政策，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调动市场主体节能

的自觉性，加快构建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以能源的高效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基本原则。坚持节能与发展相互促进，节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实现科学发展必须节能；坚持开发

与节约并举，节能优先，效率为本；坚持把节能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攻方向，从根本上改变高耗能、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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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坚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实施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努力营造有利于节能的体制环境、政

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坚持源头控制与存量挖潜、依法管理与政策激励、突出重点与全面推进相结合。 

  （五）主要目标。到“十一五”期末，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按 2005 年价格计算）能耗下降到 0.98 吨标准

煤，比“十五”期末降低 20%左右，平均年节能率为 4.4%。重点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总体达到或接近本世纪初

国际先进水平。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比较完善的节能法规和标准体系、政策保障体系、技

术支撑体系、监督管理体系，形成市场主体自觉节能的机制。 

  三、加快构建节能型产业体系 

  （六）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

规定〉的决定》（国发〔2005〕40 号）要求，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

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优化升级带动转变，立足节约能源推动发展。合理规划产业和地区布局，避免由于

决策失误造成能源浪费。 

  （七）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能耗低、污染少的优势，努力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

重。要以专业化分工和提高社会效率为重点，积极发展生产服务业；以满足人们需求和方便群众生活为中心，提升

生活服务业。大中城市要优先发展服务业，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逐步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八）积极调整工业结构。严格控制新开工高耗能项目，把能耗标准作为项目核准和备案的强制性门槛，

遏制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对企业搬迁改造严格能耗准入管理。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技术和设备，不按

期淘汰的企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依法责令其停产或予以关闭，依法吊销排污许可证和停止供电，属

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依法吊销生产许可证。积极推进企业联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效益。 

  （九）优化用能结构。大力发展高效清洁能源。逐步减少原煤直接使用，提高煤炭用于发电的比重，发展

煤炭气化和液化，提高转换效率。引导企业和居民合理用电。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水能等

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 

  四、着力抓好重点领域节能 

  （十）强化工业节能。突出抓好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耗能行业和

年耗能 1 万吨标准煤以上企业的节能工作，组织实施千家企业节能行动，推动企业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加快节能技

术改造，降低能源消耗。 

  （十一）推进建筑节能。大力发展节能省地型建筑，推动新建住宅和公共建筑严格实施节能 50%的设计标

准，直辖市及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实施节能 65%的标准。推动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大力发展新型墙体材料。 

  （十二）加强交通运输节能。积极推进节能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快发展铁路和内河运输，优先发

展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加快淘汰老旧铁路机车、汽车、船舶，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交通工具，开发和推广车用代

用燃料和清洁燃料汽车。 

  （十三）引导商业和民用节能。在公用设施、宾馆商厦、写字楼、居民住宅中推广采用高效节能办公设备、

家用电器、照明产品等。 

  （十四）抓好农村节能。加快淘汰和更新高耗能落后农业机械和渔船装备，加快农业提水排灌机电设施更

新改造，大力发展农村户用沼气和大中型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推广省柴节煤灶，因地制宜发展小水电、风能、太

阳能以及农作物秸秆气化集中供气系统。 

  （十五）推动政府机构节能。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厉行节约，在节能工作中发挥表率

作用。重点抓好政府机构建筑物和采暖、空调、照明系统节能改造以及办公设备节能，采取措施大力推动政府节能

采购，稳步推进公务车改革。 

  五、大力推进节能技术进步 

  （十六）加快先进节能技术、产品研发和推广应用。各级人民政府要把节能作为政府科技投入、推进高技

术产业化的重点领域，支持科研单位和企业开发高效节能工艺、技术和产品，优先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共

性和关键技术示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解决技术瓶颈。采取多种方式加快高效节能产品的推广应用。有条件的地

方可对达到超前性国家能效标准、经过认证的节能产品给予适当的财政支持，引导消费者使用。落实产品质量国家

免检制度，鼓励高效节能产品生产企业做大做强。有关部门要制定和发布节能技术政策，组织行业共性技术的推广。 

  （十七）全面实施重点节能工程。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要认真组织落实“十一五”规划纲

要提出的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区域热电联产、余热余压利用、节约和替代石油、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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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建筑节能、绿色照明、政府机构节能以及节能监测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等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发展改革委要

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抓紧落实相关政策措施，确保工程配套资金到位，同时要会同有关部门切实做

好重点工程、重大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十八）培育节能服务体系。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加快节能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促进各级各类

节能技术服务机构转换机制、创新模式、拓宽领域，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推进

企业节能技术改造。 

  （十九）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节能技术和管理经验，广泛开展与国际组织、金融机构

及有关国家和地区在节能领域的合作。 

  六、加大节能监督管理力度 

  （二十）健全节能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抓紧做好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的有关工作，进一

步严格节能管理制度，明确节能执法主体，强化政策激励，加大惩戒力度。研究制订有关节能的配套法规。加快组

织制定和完善主要耗能行业能耗准入标准、节能设计规范，制定和完善主要工业耗能设备、机动车、建筑、家用电

器、照明产品等能效标准以及公共建筑用能设备运行标准。各地区要研究制定本地区主要耗能产品和大型公共建筑

单位能耗限额。 

  （二十一）加强规划指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把实现能耗降低的约束性目

标作为本地区、本部门“十一五”规划和有关专项规划的重要内容，明确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认真制定和实施

本地区和行业的节能规划。 

  （二十二）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体系。发展改革委要将“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降低目标分解落实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人民政府要将目标逐级分解落实到各市、县以及重点

耗能企业，实行严格的目标责任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每年要定期公布各地区能源消耗情况；省级人民政

府要建立本地区能耗公报制度。要将能耗指标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年度考核体系，作为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任期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考核内容，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的重要

考核内容，实行节能工作问责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实施办法。 

  （二十三）建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要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含新建、改建、扩建项目）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对未进行节能审查或未能通过节能审查的项目一律不得审批、

核准，从源头杜绝能源的浪费。对擅自批准项目建设的，要依法依规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

关部门制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的具体办法。 

  （二十四）强化重点耗能企业节能管理。重点耗能企业要建立严格的节能管理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进

一步调动广大职工节能降耗的积极性。要强化基础工作，配备专职人员，将节能降耗的目标和责任落实到车间、班

组和个人，并加强监督检查。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重点耗能企业节能情况的跟踪、指导和监督，

定期公布重点企业能源利用状况。其中，对实施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的高耗能企业，发展改革委要与各相关省级人民

政府和有关中央企业签订节能目标责任书，强化节能目标责任和考核。 

  （二十五）完善能效标识和节能产品认证制度。加快实施强制性能效标识制度，扩大能效标识在家用电器、

电动机、汽车和建筑上的应用，不断提高能效标识的社会认知度，引导社会消费行为，促进企业加快高效节能产品

的研发。推动自愿性节能产品认证，规范认证行为，扩展认证范围，推动建立国际协调互认。 

  （二十六）加强电力需求侧和电力调度管理。充分发挥电力需求侧管理的综合优势，优化城市、企业用电

方案，推广应用高效节能技术，推进能效电厂建设，提高电能使用效率。改进发电调度规则，优先安排清洁能源发

电，对燃煤火电机组进行优化调度，限制能耗高、污染重的低效机组发电，实现电力节能、环保和经济调度。 

  （二十七）控制室内空调温度。所有公共建筑内的单位，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个体工

商户，除特定用途外，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 26 摄氏度，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高于 20 摄氏度。有关部

门要据此修订完善公共建筑室内温度有关标准，并加强监督检查。 

  （二十八）加大节能监督检查力度。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节能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重点

检查高耗能企业及公共设施的用能情况、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情况、禁止淘汰设备异地再用情况，以

及产品能效标准和标识、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行业设计规范执行等情况。达不到建筑节能标准的建筑物不准开工建

设和销售。严禁生产、销售和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高耗能产品。要严厉打击报废机动车和船舶等违法交易活动。节

能主管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和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要公开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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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建立健全节能保障机制 

  （二十九）深化能源价格改革。加强和改进电价管理，建立成本约束机制；完善电力分时电价办法，引导

用户合理用电、节约用电；扩大差别电价实施范围，抑制高耗能产业盲目扩张，促进结构调整。落实石油综合配套

调价方案，理顺国内成品油价格。继续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建立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的价格挂钩和动态调整机制。

全面推进煤炭价格市场化改革。研究制定能耗超限额加价的政策。 

  （三十）加大政府对节能的支持力度。各级人民政府要对节能技术与产品推广、示范试点、宣传培训、信

息服务和表彰奖励等工作给予支持，所需节能经费纳入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十一五”期间，国家每年安排一

定的资金，用于支持节能重大项目、示范项目及高效节能产品的推广。 

  （三十一）实行节能税收优惠政策。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节能产品目录》，对生产和使

用列入《节能产品目录》的产品，财政部、税务总局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提出具体的税收优惠政策，报国务院

审批。严格实施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的政策措施。研究建立促进能源节约的燃油税收制度，以及

控制高耗能加工贸易和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的有关税收政策。抓紧研究并适时实施不同种类能源矿产资源计税方法

改革方案。根据资源条件和市场变化情况，适当提高有关资源税征收标准。 

  （三十二）拓宽节能融资渠道。各类金融机构要切实加大对节能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推动和引导社会各

方面加强对节能的资金投入。要鼓励企业通过市场直接融资，加快进行节能降耗技术改造。 

  （三十三）推进城镇供热体制改革。加快城镇供热商品化、货币化，将采暖补贴由“暗补”变“明补”，加

强供热计量，推进按用热量计量收费制度。完善供热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建筑供热采暖按热量

收费的政策，培育有利于节能的供热市场。 

  （三十四）实行节能奖励制度。各地区、各部门对在节能管理、节能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中做出显著

成绩的单位及个人要给予表彰和奖励。能源生产经营单位和用能单位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节能奖励办法，结合本单位

的实际情况，对节能工作中作出贡献的集体、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节能奖励计入工资总额。 

  八、加强节能管理队伍建设和基础工作 

  （三十五）加强节能管理队伍建设。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节能管理队伍建设，充实节能管理力量，完善节

能监督体系，强化对本行政区域内节能工作的监督管理和日常监察（监测）工作，依法开展节能执法和监察（监测）。

在整合现有相关机构的基础上，组建国家节能中心，开展政策研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技术推广、宣传

培训、信息咨询、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工作。 

  （三十六）加强能源统计和计量管理。各级人民政府要为统计部门依法行使节能统计调查、统计执法和数

据发布等提供必要的工作保障。各级统计部门要切实加强能源统计，充实必要的人员，完善统计制度，改进统计方

法，建立能够反映各地区能耗水平、节能目标责任和评价考核制度的节能统计体系。要强化对单位国内（地区）生

产总值能耗指标的审核，确保统计数据准确、及时。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督促企业合理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加

强能源计量管理。 

  （三十七）加大节能宣传、教育和培训力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等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要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节能宣传活动，广泛宣传我国的能源形势和节能的重要意义，弘扬节能先进典型，曝光浪费行为，引

导合理消费。教育部门要将节能知识纳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各级工会、共青团组织要重视

和加强对广大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的节能教育，广泛开展节能合理化建议活动。有关行业协会要协助政府做好行业

节能管理、技术推广、宣传培训、信息咨询和行业统计等工作。各级科协组织要围绕节能开展系列科普活动。要认

真组织开展一年一度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加强经常性的节能宣传和培训。要动员全社会节能，在全社会倡导健

康、文明、节俭、适度的消费理念，用节约型的消费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要大力倡导节约风尚，使节能成为

每个公民的良好习惯和自觉行动。 

  九、加强组织领导 

  （三十八）切实加强节能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本决定的

精神，努力抓好落实。省级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节能工作负总责，把节能工作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要

亲自抓，并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和分工，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省级人民政

府、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在本决定下发后 2 个月内提出本地区、本行业节能工作实施方案报国务院；中央企业要在本

决定下发后 2 个月内提出本企业节能工作实施方案，由国资委汇总报国务院。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指

导和协调，认真监督检查本决定的贯彻执行情况，并向国务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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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 

                            二○○六年八月六日 

 

6.3.16）《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建标工[2007]13 号） 

http://www.windowlabel.cn/WebSiteW/News/ShowInfo.aspx?ArticleGuid=4f64a77c-5761-4d91-9d07-afcd2e685f9e  

http://www.windowlabel.cn/WebSiteW/News/ShowInfo.aspx?ArticleGuid=d29ebd28-32ce-4584-9a93-075d749b6e02  

http://www.scjzjn.com/mcbs_xgwj_xs.html?id1=151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的管理，确保试点工作的有序实施，依据建设部《建筑

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以下简称“标识”）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包括标识申请、

审核、使用及监督管理等。 

    第三条 企业可按本细则的规定自愿申请标识。 

    第四条 本细则所称的标识包括证书和标签，属于信息性标识，是对企业某品种的标准规格门窗产品与建

筑能耗相关的性能指标的客观描述。 

    第五条 标识实验室和获得标识的企业应接受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的监督。 

    第六条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建，

受建设部委托，承担标识试点中的技术性评审、指导、咨询等工作。专家委员会及成员应遵守《建筑门窗节能性能

标识专家委员会章程》。 

    第七条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应能满足《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管理细则》规定的条件，

按照规定承担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产品抽样和样品节能性能指标的检测与模拟计算、出具《建筑门窗节能性能

标识测评报告》、及其它委托工作。 

    第八条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应包括“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报告”和“建筑门窗节能性

能指标检测与模拟计算报告”两部分。 

    第九条 标识试点工作受建设部领导，接受建设部的监督。 

第二章 标识申请条件与程序 

    第十条 申请标识的企业及其产品应符合建设部《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规定的基本

条件。 

    第十一条 申请标识的企业应首先向标识实验室提出生产条件现场调查和产品节能性能检验委托，并应与

标识实验室签订《生产条件现场调查与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检验委托协议》。 

    第十二条 标识实验室应按照统一的现场调查规则对企业申请标识的产品的生产条件进行现场调查，并完

成“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报告”。 

    产品的生产条件现场调查通过后，标识实验室对企业同条件生产的标准规格产品进行抽样、封样。 

    现场调查未通过的，标识实验室应于调查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向企业提交“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报告”，

同时通过“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www.ccsn.gov.cn）”上传。 

    第十三条 标识实验室应采用统一的软件和数据库对标准规格产品的节能性能指标进行模拟计算；同时，

按照相关标准对封样的标准规格产品的空气渗透率和传热系数进行实验室检测。 

    标识实验室应按照统一格式完成“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指标检测与模拟计算报告”。 

    第十四条 自样品到达标识实验室之日起，标识实验室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

测评报告》，并提交企业，同时应通过“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www.ccsn.gov.cn）”上传。标识实验室应对报

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第十五条 企业按要求填写《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申请表》，同时应通过“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

（www.ccsn.gov.cn）”上传，并将申请表和以下申请材料一并提交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 

    （一）营业执照副本或登记注册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二）门窗生产许可证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标识实验室出具的《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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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五）产品说明。 

    上述材料应真实、完整。 

    第十六条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专家委员会按下列方式审查企业的申请材料： 

    （一）每个企业的标识申请材料至少由 5 名专家委员进行审查。审查专家从专家委员会中随机选择； 

    （二）审查采取会审、函审或者网上审查的形式； 

    （三）若审查专家一致同意，则该企业的申请通过审查；否则，应由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组织会议确定最

终的审查意见。 

    第十七条 通过审查的企业及其相应产品目录，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

（www.ccsn.gov.cn）”上统一公示。 

    第十八条 自公示之日起，30 日内没有收到异议的，将准许使用标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向企业颁

发标识证书，并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www.ccsn.gov.cn）”上公布。 

    第十九条 对未通过审查的企业或产品，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向企业发出不授予标识的通知书，并说

明理由。 

    第二十条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定期汇总获得标识的产品与企业名录，并通过有关媒体公布。 

第三章 标识使用管理 

    第二十一条 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第二十二条 证书有效期满前六个月，愿继续使用标识的企业应向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交延期申请，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专家进行审查，确定延期时间。 

    第二十三条 未申请延期的企业，在证书有效期满后不得继续使用标识，证书将被注销，并在网上公布。 

    第二十四条 证书及其使用规定： 

    （一）证书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统一颁发、编号； 

    （二）证书镶嵌标志图形，证书内容包括证书编号、证书说明、企业名称、批准日期与有效期、标识产品

目录（包括产品标签编码、产品型号、传热系数、遮阳系数、空气渗透率、可见光透射比等信息）、查询网址等； 

    （三）企业可在产品广告、产品宣传材料上使用证书的有关内容； 

    （四）企业可在工程招标、产品销售过程中，向顾客出示证书。 

    第二十五条 标签及其使用规定： 

    （一）标签由企业按照统一样式、规格和标注规定自行印制； 

    （二）企业应在获得标识产品的显著位置粘贴标签，粘贴位置应有利于识别和市场监督； 

    （三）企业可将标签粘贴或直接印刷于产品包装物、产品使用说明书及广告宣传等印刷品上。直接印刷在

印刷品上的标签，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内容应清晰可辨。 

    第二十六条 标签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标签编号； 

    （二）企业名称； 

    （三）产品基本信息； 

    （四）标准规格产品的节能性能指标； 

    （五）批准日期与有效期； 

    （六）查询网址及声明。 

    第二十七条 企业应建立证书和标签使用制度，每年的 12 月 31 日前按要求向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建

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报告标识使用情况。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标识实验室应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接受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参加由建设部

标准定额研究所主持的能力评估。 

    第二十九条 在证书的有效期内，获得标识的企业及其相应产品应接受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部标

准定额研究所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标识对其产品进行虚假宣传、不得转让、伪造或冒用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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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使用伪造的标识或冒用标识的企业，将予以通告，该企业在 3 年内不得申请标识。 

    第三十一条 在证书有效期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暂停使用标识： 

    （一）产品的生产条件与申请标识时不符； 

    （二）产品达不到标识证书中的技术指标； 

    （三）证书或标签的使用不符合规定要求。 

    第三十二条 在证书有效期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撤消该产品的证书，企业不得继续使用该产品的证

书和标签： 

    （一）经监督检查和检验判定获得标识的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二）标识暂停使用时间超过一年。 

    被撤消证书的产品，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标识。 

    第三十三条 在证书有效期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撤销企业的标识证书，企业不得继续使用证书和标

签： 

    （一）转让证书、标签或违反有关规定、损害标识信誉的； 

    （二）以不真实的申请材料获得标识的； 

    （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监督检查的。 

    被撤消证书的企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标识。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建设部《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和本细则的行为，

均可向建设部科学技术司、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反映。 

    第三十五条 企业对标识实验室检测的结果有异议时，可向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申请复核。对申请复核

的企业及其相应产品，可指定另一标识实验室重新进行检测，并以其检测结果作为复核依据之一，经专家委员会审

核确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细则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6.3.17）《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建科[2005]78 号 2005 年 05 月 31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8479.html  

http://www.mohurd.gov.cn/ztbd/jnsdxzzhggjz_0/zdwjhb_0/ygfzjnsdxzzhggjzdyjbgjztwz_0/index.html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计划单列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时期。如何解决日益紧迫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工业化、城镇化、

经济快速增长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中央从战略高度提出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是新时期转

变城乡建设方式，提高城乡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决策。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要

求，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重要意义  

  （一）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能源资源相对贫乏。但在城乡建设中，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发展质量

和效益不高；建筑建造和使用，能源资源消耗高，利用效率低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盲目扩大城市规模，规划

布局不合理，乱占耕地的现象时有发生；重地上建设，轻地下建设的问题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资源、能源和环境问

题已成为城镇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各地要充分认识到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做好建筑节能节地节水节

材（以下简称“四节”）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是保证国家能

源和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是建设节约型社会和节约型城镇的重要举措。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转变观念，

切实改变城乡建设方式，切实从节约资源中求发展，从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从循环经济中求发展，促进城乡建设和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基本思路和途径  

  （二）指导思想：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为工

作平台，以建筑“四节”为工作重点和突破口，以技术、经济、法律等为手段，以改革为动力，努力建设节约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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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三）主要目标  

  总体目标：到 2020 年，我国住宅和公共建筑建造和使用的能源资源消耗水平要接近或达到现阶段中等发

达国家的水平。  

  具体目标：到 2010 年，全国城镇新建建筑实现节能 50％；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逐步开展，大城市完成应改

造面积的 25％，中等城市完成 15％，小城市完成 10％；城乡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增长幅度要在现有基础上力

争减少 20％；建筑建造和使用过程的节水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 20％以上；新建建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总消耗比现

在下降 10％。到 2020 年，北方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特大城市新建建筑实现节能 65％的目标，绝大部分既有建筑

完成节能改造；城乡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增长幅度要在 2010 年目标基础上再大幅度减少；争取建筑建造和使

用过程的节水率比 2010 年再提高 10％；新建建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总消耗比 2010 年再下降 20％。  

  （四）基本思路和途径  

  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要立足当前的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立足建筑“四节” 已取得的进展；

要用城乡统筹和循环经济的理念，研究思考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深刻内涵及其之间的辨证关系，认真解决

当前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处理好建筑“四节”工作中点与面、近期工作重点与长远发展目标的关系。既要考虑单

体建筑，又要考虑城市或区域的统筹规划和总体布局；既要考虑新建建筑的“四节”，又要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

性质的既有建筑的节能节水问题，注重降低建筑建造和使用过程中总的能源资源消耗。当前要着重从规划、标准、

科技、政策及产业化等方面综合研究，积极引进和推广国外日益普及的绿色建筑、生态建筑和可持续建筑等的新理

念和新技术，并制定规划和政策措施，多渠道推进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建设。  

  建筑节能。要通过城镇供热体制改革与供热制冷方式改革，以公共建筑的节能降耗为重点，总体推进建筑

节能。所有新建建筑必须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加强实施监管。要着力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政策和试点示范，

加快政府既有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要积极推广应用新型和可再生能源。要合理安排城市各项功能，促进城市居住、

就业等合理布局，减少交通负荷，降低城市交通的能源消耗。  

  建筑节地。在城镇化过程中，要通过合理布局，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和节约程度。重点是统筹城乡空间布

局，实现城乡建设用地总量的合理发展、基本稳定、有效控制；加强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制定各项配套措施和政策，

鼓励、支持和引导农民相对集中建房，节约用地；城市集约节地的潜力应区分类别来考虑，工业建筑要适当提高容

积率，公共建筑要适当提高建筑密度，居住建筑要在符合健康卫生和节能及采光标准的前提下合理确定建筑密度和

容积率；要突出抓好各类开发区的集约和节约占用土地的规划工作。要深入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实现城市的集

约用地。进一步减少粘土砖生产对耕地的占用和破坏。  

  建筑节水。要降低供水管网漏损率。要重点强化节水器具的推广应用，要提高污水再生利用率，积极推进

污水再生利用、雨水利用。着重抓好设计环节执行节水标准和节水措施。合理布局污水处理设施，为尽可能利用再

生水创造条件。绿化用水推广利用再生水。  

  建筑节材。要积极采用新型建筑体系，推广应用高性能、低材（能）耗、可再生循环利用的建筑材料，因

地制宜，就地取材。要提高建筑品质，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努力降低对建筑材料的消耗。要大力推广应用高强钢

和高性能混凝土。要积极研究和开展建筑垃圾与部品的回收和利用。  

  三、主要政策和措施  

  （五）加强城乡规划的引导和调控。充分发挥城乡规划在推进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建设中的重要作

用，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镇发展用地合理布局。在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村镇规划、近期建设规划、控

制性详细规划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规划中，要充分论证资源和环境对城镇布局、功能分区、土地利用模式、基础设

施配置及交通组织等方面的影响，确定适宜的城镇发展空间布局、城镇规模和运行模式。加强规划对城镇土地、能

源、水资源等利用方面的引导与调控，立足资源和环境条件，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规模，合理选择建设用地，尽量少

占或不占耕地，充分利用荒地、劣地、坡地和废弃地，充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提高土地利用率。要注重区域统筹，

积极推进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和共建共享。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有效降低交通能耗和道路交通占用土地

资源。要注意城乡统筹，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加快编制和实施村镇规划，合理调整居民点布局，引导

农房建设和旧村改造，减少农村现有居民点人均用地，提高村镇建设用地的使用率，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要

对各类开发区的土地利用实施严格的审批制度，促进其集约和节约使用土地。要继续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城

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国发[2002]13 号），加强城乡规划实施的监督，严格保护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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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土地使用，严格执行建设用地标准，防止突破规划和违反规划使用土地，维护城乡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六）严格执行并不断完善标准规范。进一步加强建筑“四节”标准规范的制订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在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组织制订更加严格的建筑“四节”地方实施细则。要认真执行建设部《关

于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建科[2005]55 号）和《关于认真做好〈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宣贯、实施及监督工作的通知》（建标函[2005]121 号）要求，加强工程建设全过程监管，保证节能标准落到实处。

加强对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和施工图审查、工程质量检测等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和中介机构执行建筑“四节”强

制性条文的监管。各地要抓紧制定当地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和工程实施阶段的监督要点，做好施工图审查、工程

实施监管和竣工验收备案工作。要加强对新建建筑特别是公共建筑执行建筑“四节”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  

  （七）加快科技创新。要通过科技创新为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提供技术支撑。积极组织科技攻

关，努力开发利用适合国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适用技术和建筑新材料、新技术、新体系以及新型和可再生能源，

鼓励研究开发节能、节水、节材的技术和产品。注重加快成熟技术和技术集成的推广应用。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有关城乡现代节能与绿色建筑等专项规划。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

进理念和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抓紧编写《绿色建筑技术导则》。加快墙体材料革新，特别是注重解决墙体改

革工作中的关键技术和技术集成问题，加快高强钢和高性能混凝土的推广应用工作。建立健全建筑“四节”科技成

果推广应用机制，尽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八）研究制定经济激励政策措施。要探索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推动相结合的方法和机制，研究制定产业

经济和技术政策。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对新建建筑推广“四节”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示

范项目给予贴息优惠政策；研究适当延长墙改专项基金的征收时间，扩大使用范围，促进墙改基金支持节能省地工

作；研究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鼓励社会资金和外资投资参与既有建筑改造等。大力推进市政公用行业改

革，深化供热体制改革。严格执行污水垃圾收费制度。改革有关奖项的评审办法，把执行建筑“四节”的情况作为

评审内容。  

  （九）抓好试点示范工作。从“绿色建筑创新奖”起步，完善该奖的评价体系，由点到面，逐步推广。要

积极开展统筹城乡规划布局，节约用地的试点。各地要研究通过产业现代化促进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建

设。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确立适合本地区的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和建

筑体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工业化结构体系和通用部品体系。要抓好一批供热管网改造、城市绿色照明、政府公共

建筑节能改造、新型和可再生能源资源应用工程等示范项目及新材料、新工艺和新体系的试点示范，有条件的城市

应当组织成片新建和改造地区建筑“四节”的综合示范。政府公共建筑要率先进行节能改造。  

  （十）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在提出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建议和制定规章时，要研究建立有利于促进发展节

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推进建筑“四节”工作的制度。  

  四、切实加强对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工作的领导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把推进建筑“四节”工作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工作，切实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要制定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规划，

并争取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认真组织实施。要研究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确定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和沟通，认真研究解决推进工作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制订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并加强督促

检查。结合对工程质量的执法检查，强化对新建建筑执行“四节”情况的监督。  

  （十二）切实抓好宣传培训工作。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普及建筑“四节”

知识，提高全社会对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重要性的认识，树立良好的节约能源资源的意识和正确的消费

观，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加强培训，提高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对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政策措施、科学技术的综合水平和能力，总结推广好的经验与做法，逐步深化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

和公共建筑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6.3.18）《关于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建科[2005]55 号 2005 年 4 月 15 日）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0611/t20061101_1584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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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号：000013338/2005-00054 主题信息：节能减排发文单位：建设部 生成日期：2005 年 04 月 15 日文件

名称：关于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建科[2005]55 号主 题 词：关于新建

居住建筑严格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计划单列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是建设节能建筑的基本技术依据，是实现建筑节能目标的基本要求，其中强制性条文规定了

主要节能措施、热工性能指标、能耗指标限值，考虑了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要求，必须严格执行。1996 年 7 月

以来，建设部相继颁布实施了各气候区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一些地区还依据部的要求，在建筑节能政策法规

制定、技术标准图集编制、配套技术体系建立、科技试点示范、建筑节能材料产品开发应用与管理、宣传培训等方

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成效。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和单位，包括建设、设计、施工等单位不执行或擅自降低节

能设计标准，新建建筑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比例不高，不同程度存在浪费建筑能源的问题。为了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鼓励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要求，切实抓好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

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工作，降低居住建筑能耗，现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明确目标和任务 

  （一）我国人均资源能源相对贫乏，在建筑的建造和使用过程中资源、能源浪费问题突出，建筑的节能节

地节水节材潜力很大。随着城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建建筑将继续保持一定增长势头。在发展过程中，必

须考虑能源资源的承载能力，注重城镇发展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要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建筑节能工作的重要性，把推进建筑节能

工作作为城乡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方式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二）城市新建建筑均应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有关强制性规定；有条件的大城市和严寒、寒冷地

区可率先按照节能率 65%的地方标准执行；凡属财政补贴或拨款的建筑应全部率先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三）开展建筑节能工作，需要兼顾近期重点和远期目标、城镇和农村、新建和既有建筑、居住和公共建

筑。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首先抓好城市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工作，同时，积极进行城市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试点工作，研究相关政策措施和技术方案，为全面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积累经验。 

  二、明确各方责任，严格执行标准 

  （四）建设单位要遵守国家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有关法律法规，按照相应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技术要

求委托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开工建设、组织竣工验收，并应将节能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报建筑节能管理机构备案。 

  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将所售商品住房的结构形式及其节能措施、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指标等基本信息载入

《住宅使用说明书》。 

  （五）设计单位要遵循建筑节能法规、节能设计标准和有关节能要求，严格按照节能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

进行节能设计，设计文件必须完备，保证设计质量。 

  （六）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要严格按照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进行审查，在审查报告中单列是否符合节能

标准的章节；审查人员应有签字并加盖审查机构印章。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结论应

为不合格。 

  （七）施工单位要按照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节能施工技术标准的要求进行施工，确保工程施工符合节能

标准和设计质量要求。 

  （八）监理单位要依照法律、法规以及节能技术标准、节能设计文件、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及监理合同，对

节能工程建设实施监理。监理单位应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三、加强组织领导，严格监督管理 

  （九）推进建筑节能涉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各地要完善建筑节能工作领导小组的工

作制度，通过联席会议和专题会议等有效形式，形成协调配合、运行顺畅的工作机制。 

  （十）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大建筑节能宣传力度，增强公众的节能意识，逐步建立社会监督机制。

要结合实例向公众宣传建筑节能的重要性，提高公众建筑节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同时，要建立监督举报制度，受

理公众举报。 

  （十一）各地和有关单位要加强对设计、施工、监理等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建筑节能知识与技术的

培训，把建筑节能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经核准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等作为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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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监理工程师、建造师等各类执业注册人员继续教育的必修内容。 

  （十二）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建筑节能工作中设计、施工、监理和竣工验收、房屋

销售核准等的监督管理。在查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报告时，应查验对节能的审查情况，审查不合

格的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发现违反国家有关节能工程质量管理规定的，应责令建设单位改正；改正后要责令其重

新组织竣工验收，并且不得减免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房地产管理部门要审查房地产开发单位是否将建筑能耗说明载入《住宅使用说明书》。 

  （十三）设区城市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推进节能建筑性能测评工作。各级建筑节能工作机构要切

实履行职责，认真开展对节能建筑及部品的检测。要建立健全建筑节能统计报告制度，掌握分析建筑节能进展情况。 

  （十四）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经常性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纠正和处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每年要把建筑节能作为建筑工程质量检查的专项内容进行

检查，对问题突出的地区或单位依法予以处理，并将监督检查和处理情况于今年 9 月 30 日前报建设部。建设部每

年在各地监督检查的基础上，对各地建筑节能标准执行情况进行抽查，对建筑节能工作开展不力的地方和单位进行

重点检查。2005 年底以前，建设部重点抽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2006 年 6 月以前，对其他城市进行抽查，并将抽

查的情况予以通报。 

  凡建筑节能工作开展不力的地区，所涉及的城市不得参加“人居环境奖”、“园林城市”的评奖，已获奖的

应限期整改，经整改仍达不到标准和要求的将撤消获奖称号。不符合建筑节能要求的项目不得参加“鲁班奖”、“绿

色建筑创新奖”等奖项的评奖。 

  （十五）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不执行或擅自降低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单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 号）、《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93 号）、《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76 号）、《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

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 

  1、建设单位明示或暗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违反节能设计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建设质量；或明示或者

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或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

的；或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的；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

价款 1%以上 2%以下的罚款。 

  建设单位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或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或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

照合格工程验收的；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后，建设单位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的，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2、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或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上述行为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

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如不按照要求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一经查实将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和其所在单位进行批评和处罚，直至取消审查资格。 

  4、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

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责令改正，并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造成建设工

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

在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5、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或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

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

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6、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因过错造成质量事故的，责令停止执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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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不予注册。 

 

 

 

6.3.19）《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公示办法》（建科〔2008〕116 号 2008 年 7 月 15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807/t20080703_174420.html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gfxwj/zfcxjswwj/316698/index.s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8/content_1175826.htm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民用建筑 

节能信息公示办法》的通知 

建科〔2008〕116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计划单列市建委（建设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我部制定了《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公示办法》，现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公示办法 

  为了发挥社会公众监督作用，加强民用建筑节能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的有关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公示，是指建设单位在房屋施工、销售现场，按照建筑类型及其所处气候区域

的建筑节能标准，根据审核通过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把民用建筑的节能性能、节能措施、保护要求以张贴、载明等

方式予以明示的活动。 

  第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和进行节能改造的民用建筑应当公示建筑节能信息。 

  第三条 建筑节能信息公示内容包括节能性能、节能措施、保护要求。 

  节能性能指：建筑节能率，并比对建筑节能标准规定的指标。 

  节能措施指：围护结构、供热采暖、空调制冷、照明、热水供应等系统的节能措施及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具体内容见附件 1、附件 2。 

  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在施工、销售现场张贴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并在房屋买卖合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使

用说明书中载明，并对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公示内容的真实性承担责任。 

  第五条 施工现场公示时限是：获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 30 日内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销售现场公示时限是：销售之日起至销售结束。 

  第六条 建设单位公示的节能性能和节能措施应与审查通过的施工图设计文件相一致。 

  房屋买卖合同应包括建筑节能专项内容，由当事人双方对节能性能、节能措施作出承诺性约定。 

  住宅质量保证书应对节能措施的保修期作出明确规定。 

  住宅使用说明书应对围护结构保温工程的保护要求，门窗、采暖空调、通风照明等设施设备的使用注意事

项作出明确规定。 

  建筑节能信息公示内容必须客观真实，不得弄虚作假。 

  第七条 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变更建筑节能性能和节能措施的，建设单位应在节能措施实施变更前办妥设

计变更手续，并将设计单位出具的设计变更报经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同意后于 15 日之内予以公示。 

  第八条 建设单位未按本办法规定公示建筑节能信息的，根据《节约能源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九条 建筑能效测评标识按《关于试行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制度的通知》（建科〔2008〕80 号）执行，

绿色建筑标识按《关于印发〈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建科〔2007〕206 号）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7 月 15 日起实施。  

  附件：1.施工、销售现场公示内容（略）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807/t20080703_174420.html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gfxwj/zfcxjswwj/316698/index.s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8/content_1175826.htm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057 页 共 3277 页 

     2.商品房买卖合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中载明的内容（略） 

附件一： 

施工、销售现场公示内容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围护结构 

墙体 传热系数（W/㎡.K）/保温材料层厚度（mm）  

屋面 传热系数（W/㎡.K）/保温材料层厚度（mm）  

地面 传热系数（W/㎡.K）/保温材料层厚度（mm）  

门窗 

传热系数  

综合遮阳系数  

节能性能标识  

供热系统 

室内采暖形式  

热计量方式  

系统调节装置  

空调系统 
冷源机组类型  

能效比  

热水利用 
供应方式  

用能类型  

照明 
照度  

功率密度  

可再生能源利

用 

利用形式  

保证率  

建筑能源利用

效率 
本建筑的节能率与建筑节能标准比较情况  

填表内容说明： 

一、本表所填内容应与建筑节能报审表、经审查合格的节能设计文件一致； 

二、门窗类型包括：断热桥铝合金中空玻璃窗、断热桥铝合金 Low-E 中空玻璃窗、塑钢中空玻

璃窗、塑钢 Low-E 中空玻璃窗、塑钢单层玻璃窗、其他 

三、室内采暖形式包括：散热器供暖、地面辐射供暖、 其他 

四、热计量方式包括：户用热计量表法、热分配计法、温度法、楼栋热量表法、其他 

五、系统调节装置包括：静态水力平衡阀、自力式流量控制阀、自力式压差控制阀、散热器恒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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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其他 

六、空调冷热源类型包括：压缩式冷水（热泵）机组、吸收式冷水机组、 分体式房间空调器、

多联机、区域集中供冷、独立冷热源集中供冷、其他 

七、热水供应方式包括：集中式、分散式 

八、热水利用用能类型包括：电、燃气、太阳能、蒸汽、其它 

九、本建筑的节能率与建筑节能标准比较情况包括：优于标准规定、满足标准规定、不符合标

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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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商品房买卖合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 

使用说明书中载明的内容 

 

一、围护结构保温（隔热）、遮阳设施 

（一）墙体 

1、保温形式[    ] [ A 外保温] [B 内保温] [C 夹芯保温] [D 其他] 

2、保温材料名称[    ] [A 挤塑聚苯乙烯发泡板] [B 模塑聚苯乙烯发泡板][C 聚氨酯发泡][D 岩棉][E

玻璃棉毡][F 保温浆料][G 其他] 

3、保温材料性能：密度[      kg/m3]、燃烧性能[      h]、导热系数[     W/M .K]、保温材料

层厚度[        mm] 

4、墙体传热系数[     w/m2.k] 

（二）屋面 

1、保温（隔热）形式[    、  ] [ A 坡屋顶] [B 平屋顶] [C 坡屋顶、平屋顶混合][D 有架空屋面

板][E 保温层与防水层倒置][F 其他] 

2、保温材料名称[    ] [A 挤塑聚苯乙烯发泡板] [B 聚氨酯发泡][C 加气砼砌块][D 憎水珍珠岩] [F

其他] 

3、保温材料性能：密度[      kg/m3]、导热系数[     W/M .K]、吸水率[     %]、保温材料层

厚度[        mm] 

4、屋顶传热系数[      w/m2.k] 

(三)地面（楼面） 

1、保温形式[     ][     ] [ A 采暖区不采暖地下室顶板保温] [B 采暖区过街楼面保温] [C 底层

地面保温][D 其他] 

2、保温材料名称[    ] [A 挤塑聚苯乙烯发泡板] [B 模箱聚苯乙烯发泡板][C 聚氨酯发泡] [G 其他] 

3、保温材料性能：密度[      kg/m3]、导热系数[     W/M .K]、保温材料层厚度[        mm] 

4、地面（楼面）传热系数[     w/m2.k]。 

（四）外门窗（幕墙） 

1、门窗类型 [   、   ][   、   ][   、   ][   、   ] [A 断热桥铝合金中空玻璃窗][B 断热桥

铝合金 loe 中空玻璃窗][C 塑钢中空玻璃窗][D 塑钢 loe 中空玻璃窗][E 塑钢单层玻璃窗][F 其他] 

2、外遮阳形式：[   、  ]  [A 水平百叶遮阳][B 水平挡板遮阳] [C 垂直百叶遮阳][E 垂直挡板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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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F 垂直卷帘遮阳] 

3、内遮阳材料 [       ][A 金属百叶][B 无纺布][C 绒布][D 纱] [F 竹帘] [G 其它] 

4、门窗性能：传热系数[      w/m2.k]、遮阳系数[      %]、可见光透射比[        ]、气密性

能[          ] 

二、供热采暖系统及其节能设施 

（1）供热方式：[      ][A 城市热力集中供热] [B 区域锅炉房集中供热] [C 分户独立热源供热] [D

热电厂余热供热] 

（2）室内采暖方式：[      ][A 散热器供暖][B 地面辐射供暖][ C 其他] 

（3）室内采暖系统形式： [A 垂直双管系统][B 水平双管系统][C 带跨越管的垂直单管系统][D 带

跨越管的水平单管系统] [E 地面辐射供暖系统] [F 其他系统] 

（4）系统调节装置：[         ][A 静态水力平衡阀][B 自力式流量控制阀][C 自力式压差控制

阀][散热器恒温阀] [E 其他] 

（5）热量分摊（计量）方法:[        ][A 户用热计量表法][B 热分配计法] [C 温度法][D 楼栋热量

表法] [E 其他] 

三、空调、通风、照明系统及其节能设施（公共建筑） 

（1）空调风系统形式：[      ] [A 定风量全空气系统 ] [B 变风量全空气系统 ] [C 风机盘管加

新风系统 ] [D 其他] 

（2）有无新风热回收装置：[      ] [A 有 ] [B 无 ] 

（3）空调水系统制式：[      ] [A 一次泵系统 ] [B 二次泵系统 ] [C 一次泵变流量系统 ] [D 其

他] 

（4）空调冷热源类型及供冷方式：[      ] [      ] [A 压缩式冷水（热泵）机组] [B 吸收式冷水

机组] [C 分体式房间空调器] [D 多联机][E 其他] [F 区域集中供冷][G 独立冷热源集中供冷] 

（5）系统调节装置：[         ][A 电动两通阀][B 电动两通调节阀] [C 动态电动两通阀] [D 动态

电动两通调节阀] [E 压差控制装置] [F 对开式电动风量调节阀] [G 其他] 

（6）送、排风系统形式：[      ][A 自然通风系统 ][B 机械送排风系统 ][C  机械排风、自然

进风系统 ] [D 设有排风余热回收装置的机械送排风系统][E 其他] 

（7）照明系统性能：照度值[        ]、功率密度值[        ] 

（8）节能灯具类型：[A 普通荧光灯][B T8 级][C T5 级] [D LED][E 其他] 

（9）照明系统有无分组控制控制方式：[A 有][B 无 ] 

（10）生活热水系统的形式和热源：[A 集中式][B 分散式][C 电] [D 蒸汽][E 燃气] [F 太阳能] [G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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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再生能源利用 

（一）太阳能利用：[     ][A 太阳能生活热水供应][B 太阳能采暖][C 太阳能空调制冷] [D 太阳能

光伏发电] [E 其他] 

（二）地源热泵：[     ] [A 土壤源热泵][ B 浅层地下水源热泵][C 地表水源热泵] [D 污水水源热

泵] 

（三）风能利用：[     ] [A 风能发电] [B 其他] 

（四）余热利用：[     ] [A 利用余热制备生活热水采暖] [ B 利用余热制备采暖热水][C 利用余热

制备空调热水] [D 利用余热加热（冷却）新风] 

五、建筑能耗与能源利用效率 

（一）当地节能建筑单位建筑面积年度能源消耗量指标：采暖[    ]w/m2，制冷[    ] w/m2， 

（二 ) 本建筑单位建筑面积年度能源消耗量指标:采暖[    ]w/m2、制冷[    ]w/m2 

（三）本建筑建筑物用能系统效率：热（冷）源效率[     %]、管网输送效率[     %] 

（四）本建筑与建筑节能标准比较：[        ][A 优于标准规定][B 满足标准规定][C 不符合标准

规定] 

 

 

     

6.3.20）《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技术导则》（试行）（建科[2008]118 号 2008 年 06 月 26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807/t20080703_174415.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807/P020080703605488120121.doc 

 

索 引 号：000013338/2008-00200 主题信息：节能减排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

2008 年 06 月 26 日文件名称：关于印发《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技术导则》（试行）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

建科[2008]118 号主 题 词：关于印发《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技术导则》（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计划单列市建委（建设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落实《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管理暂行办法》做好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试点工作，我部组织有关专家

编制了《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技术导则》（试行），现印发给你们（可在 http://www.mohurd.gov.cn 下载）。请认真

贯彻执行，并及时总结经验，提出意见和建议。有关情况请及时告我部科学技术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3.0.1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应分别进行测评。 

     3.0.2 建筑物在建设工程中应选用质量合格并符合使用要求的材料和产品，严禁使用国家或地方管理部门

禁止、限制和淘汰的材料和产品。 

     3.0.3 民用建筑能效的测评标识分为建筑能效理论值标识和建筑能效实测值标识两个阶段。民用建筑能效

理论值标识在建筑物竣工验收合格之后进行，建筑能效理论值标识有效期为 1 年。建筑能效理论值标识后，应对建

筑实际能效进行为期不少于 1 年的现场连续实测，根据实测结果对建筑能效理论值标识进行修正，给出建筑能效实

测值标识结果，有效期为 5 年。 

     3.0.4 民用建筑能效的测评标识应以单栋建筑为对象，且包括与该建筑相联的管网和冷热源设备。在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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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件资料、部品和构件性能检测报告审查以及现场抽查检验的基础上，结合建筑能耗计算分析及实测结果，综合

进行测评。 

     3.0.5 建筑能耗计算分析软件应由建筑能效标识管理部门指定。  

 

6.3.21）《民用建筑供热计量管理办法》（建城〔2008〕106 号 2008 年 6 月 10 日） 

http://www.gov.cn/zwgk/2008-07/03/content_1034373.htm  

关于印发《民用建筑供热计量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城〔2008〕106 号 

北京市建委、市政管委，天津市建委，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

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推进供热计量改革，加强民用建筑供热计量管理，我部制定了《民用建筑供热计量管理办法》。现印发

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贯彻执行。 

  附件：《民用建筑供热计量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日 

附件： 

民用建筑供热计量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民用建筑供热计量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建筑物供热能源消耗，推进供热计量收

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文件，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供热计量是指采用集中供热方式的热计量，包括热源、热力站供热量以及建筑物（热

力入口）、用户用热量的计量。 

  第三条 从事民用建筑的规划、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供热单位、热用户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

采用集中供热的房屋，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民用建筑实施供热计量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设和供热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民用建筑实施供热计量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在编制本行政区域建筑节能规划中对新建建筑

实施供热计量和既有建筑及其供热系统供热计量改造提出工作目标，计划安排和保障措施，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后实施。 

  第六条 新建建筑和进行节能改造的既有建筑必须按照规定安装供热计量装置、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和供热

系统调控装置，实行按用热量收费的制度。用于热费结算的热能表，应当依法取得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并通过安装

前的首次检定；进口的用于热费结算的热能表应当取得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型式批

准证书》，并通过进口计量器具检定。用于热量分摊的装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第七条 供热单位是供热计量收费的责任主体，应按照供热计量的工作目标积极推进供热计量工作。 

  第八条 国家鼓励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大力推进供热计量工作。在行业统计、技术

服务、信息咨询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服务，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 

  第九条 国家鼓励加快建立供热计量服务体系，大力推进合同能源管理，重点支持专业化节能服务企业，

充分发挥节能服务企业在节能诊断、设计、融资、改造、计量收费等方面的优势，推动供热计量技术开发和应用。 

  第十条 各级供热主管部门应加强供热计量节能的宣传和培训，提高供热行业的节能技术水平。对在供热

计量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 

第二章 新建建筑供热计量 

  第十一条 设计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进行供热计量工程的设计，并对其设计质量全面

负责。 

  第十二条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在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时，应当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供热

计量设计文件进行审查，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不得出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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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申请施工许可证时，应当提交包含供热计量内容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明，否

则建设主管部门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与供热单位签订合同。合同中应包含建筑物热力入口，供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度

调控装置的技术指标、质量标准，明确建设单位建筑节能质量责任和供热单位供热计量装置、温度调控装置的采购、

管理责任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建筑物热力入口和用户的供热计量装置、室内温度调控装置的购置及安装费用应纳

入房屋建造成本。 

  供热单位应当采购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供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暗示供热

单位采购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供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度调控装置。 

  供热单位应当与供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度调控装置的生产销售单位签订合同，双方就产品质量、售后服务、

保修内容、保修年限、保修费用以及因产品质量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等事项在合同中约定。 

  第十五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供热计量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

使用不合格的供热计量材料、配件和设备。 

  第十六条 监理单位应当按照工程建设标准对供热计量工程实施监理。对施工单位不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施工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限期改正，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第十七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供热计量工程施工质量的监督，对违反供热计量强制性标准，

未按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施工的，应责令改正。 

  第十八条 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时，应包括供热计量工程内容。建设单位组织验收供热计量工程时应当

遵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不得将没有安装或没有正确安装供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度调控装置的建筑工程按照合格

工程验收。 

  建设主管部门对建设单位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应当在收讫竣工验收备案文件 15

日内，责令建设单位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采用集中供热的房屋时，应当向购买人明示所售房屋供热计量措施等有

关信息，在房屋买卖合同、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中载明，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第三章 既有建筑供热计量 

  第二十条 建设和供热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应根据当地民用建筑和供热设施建设年代、寿命周期、能

源利用效率、供热能耗以及节能改造成效，选定既有供热计量改造项目，并制定改造方案，经技术经济论证后实施。 

  第二十一条 在建筑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时，必须同步进行供热计量改造。对于围护结构符合国家建筑

节能标准的应进行供热系统热计量改造。热源、热网、热力站等设施供热计量改造也应同步进行。  

  第二十二条 既有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包括：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室内供热计量及温度调控改造；

热源及供热管网节能、平衡及热计量改造。供热计量和温度调控装置的选型、购置、维护管理等事项按照本办法第

十四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供热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供热计量改造工程的监督管理，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并组织有

关专家及国家承认的检测机构对改造后的节能效果进行评价。 

  第二十四条 供热单位应当加大供热系统节能改造力度。对供热管网、热力站等按照供热计量的要求进行

系统节能和供热计量改造，具备供热计量收费的条件，达到供热系统节能效果。 

  第二十五条 各地应当采用多种渠道筹措供热计量改造资金，按照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当地政府

有关规定进行既有建筑供热计量改造工作。 

第四章 供热系统运行与计量收费 

  第二十六条 供热单位应当按照供热计量的要求，对供热系统进行技术改造并实施供热计量管理。供热单

位应依法做好能源消耗统计工作，并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完整。 

  第二十七条 供热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建筑的建设年代、结构形式、设计能耗指标以及供热系统的能源

利用率，对各单位能源消耗进行监管，对供热单位负责人进行考核。 

  第二十八条 供热主管部门应当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部印发的《城市供热价格管理暂行办法》

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供热计量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建立健全城市供热计量监管体系，维护供、

用热双方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九条 供热主管部门应当指导供热单位逐步建立健全供热计量户籍热费管理系统，建立包括用户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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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职工补贴、房屋建筑等基本信息的用户个人账户档案，实现个人账户热费网络化管理。 

  第三十条 供热单位应与用户签订供用热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中应包含供热计量装置管理、

维护、更换及供热价格、收费方式、纠纷处理等内容。 

第五章 监督管理与处罚 

  第三十一条 建设单位不执行本办法第六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违反建筑节能标准

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二条 设计单位不执行本办法第六条、第十一条规定，施工单位不执行本办法第六条、第十五条规

定，监理单位不执行本办法第六条、第十六条规定，违反建筑节能标准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

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执行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在销售采用集中供热的房屋时未向购买人明示

所售房屋供热计量措施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八十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四条 供热单位不执行本办法第六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具有选用不符合国家相关标

准的供热计量装置和温度调控装置等行为的，由建设或供热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6.3.22）《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主席令第九十号  1997 年 11 月 1 日，主席令第 77 号  2007 年 10 月

28 日）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5/content_4692.htm   1997 

http://www.gov.cn/flfg/2007-10/28/content_788493.htm  2007 

http://www.gov.cn/xinwen/2016-07/03/content_5087719.htm   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1997 

（1997 年 11 月 1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1997 年 1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九十号公布    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保护环境，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能源，是指煤炭、原油、天然气、电力、焦炭、煤气、热力、成品油、液化石油气、生

物质能和其他直接或者通过加工、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 

        第三条    本法所称节能，是指加强用能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

施，减少从能源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中的损失和浪费，更加有效、合理地利用能源。 

        第四条    节能是国家发展经济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能工作，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

源消费结构，推进节能技术进步，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和单位产品能耗，改善能源的开发、加工转换、输送和供应，

逐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国民经济向节能型发展。 

        国家鼓励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第五条    国家制定节能政策，编制节能计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能源的合理利用，并

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相协调。 

        第六条    国家鼓励、支持节能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加强节能宣传和教育，普及节能科学知识，增强全

民的节能意识。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履行节能义务，有权检举浪费能源的行为。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节能或者节能科学技术研究、推广中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八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主管全国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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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节能管理 

        第九条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每年部署、协调、监督、检查、推动节

能工作。 

        第十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能源节约与能源开发并举，把能源节约放在首位

的方针，在对能源节约与能源开发进行技术、经济和环境比较论证的基础上，择优选定能源节约、能源开发投资项

目，制定能源投资计划。 

        第十一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基本建设、技术改造资金中安排节能资金，用于

支持能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节能资金，用于支持能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第十二条    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包括合理用能的专题论证。 

        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的设计和建设，应当遵守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 

        达不到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项目，依法审批的机关不得批准建设；项目建成后，达不到合

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不予验收。 

        第十三条    禁止新建技术落后、耗能过高、严重浪费能源的工业项目。禁止新建的耗能过高的工业项目的

名录和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四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有关节能的国家标准。 

        对没有前款规定的国家标准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依法制定有关节能的行业标准，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 

        制定有关节能的标准应当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并不断加以完善和改进。 

        第十五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生产量大面广的用能产品的行业加强

监督，督促其采取节能措施，努力提高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技术，逐步降低本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 

        第十六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对生产过程中耗能较高的产

品制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制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应当科学、合理。 

        第十七条    国家对落后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设备实行淘汰制度。 

        淘汰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设备的名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并公布。

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八条    企业可以根据自愿原则，按照国家有关产品质量认证的规定，向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

或者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提出用能产品节能质量认证申请；经认证合格后，取

得节能质量认证证书，在用能产品或者其包装上使用节能质量认证标志。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做好能源消费和利用状况的统计工作，

并定期发布公报，公布主要耗能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等状况。 

        第二十条    国家对重点用能单位要加强节能管理。 

        下列用能单位为重点用能单位： 

        （一）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１万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指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

５千吨以上不满１万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督

检查，可以委托具有检验测试技术条件的单位依法进行节能的检验测试。 

        重点用能单位的节能要求、节能措施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章    合理使用能源 

        第二十一条    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合理用能的原则，加强节能管理，制定并组织实施本单位的节能技术措施，

降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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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能单位应当开展节能教育，组织有关人员参加节能培训。 

        未经节能教育、培训的人员，不得在耗能设备操作岗位上工作。 

        第二十二条    用能单位应当加强能源计量管理，健全能源消费统计和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制度。 

        第二十三条    用能单位应当建立节能工作责任制，对节能工作取得成绩的集体、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十四条    生产耗能较高的产品的单位，应当遵守依法制定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用能，情节严重的，限期治理。限期治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 

        第二十五条    生产、销售用能产品和使用用能设备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停止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停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并

不得将淘汰的设备转让给他人使用。 

        第二十六条    生产用能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产品说明书和产品标识上如实注明能耗指标。 

        第二十七条    生产用能产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伪造的节能质量认证标志或者冒用节能质量认证标志。 

        第二十八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利用状况包括能源消

费情况、用能效率和节能效益分析、节能措施等内容。 

        第二十九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设立能源管理岗位，在具有节能专业知识、实际经验以及工程师以上技术

职称的人员中聘任能源管理人员，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能源管理人员负责对本单位的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单位职工和其他城乡居民使用企业生产的电、煤气、天然气、煤等能源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计量

和交费，不得无偿使用或者实行包费制。 

        第三十一条    能源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向用能单位提供能源。 

        第四章    节能技术进步 

        第三十二条    国家鼓励、支持开发先进节能技术，确定开发先进节能技术的重点和方向，建立和完善节能

技术服务体系，培育和规范节能技术市场。 

        第三十三条    国家组织实施重大节能科研项目、节能示范工程，提出节能推广项目，引导企业事业单位和

个人采用先进的节能工艺、技术、设备和材料。 

        国家制定优惠政策，对节能示范工程和节能推广项目给予支持。 

        第三十四条    国家鼓励引进境外先进的节能技术和设备，禁止引进境外落后的用能技术、设备和材料。 

        第三十五条    在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排的科学研究资金中应当安排节能资金，用于先

进节能技术研究。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技术政策，推动符合节能

要求的科学、合理的专业化生产。 

        第三十七条    建筑物的设计和建造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采用节能型的建筑结构、材料、

器具和产品，提高保温隔热性能，减少采暖、制冷、照明的能耗。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方针，加强农村能源建

设，开发、利用沼气、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第三十九条    国家鼓励发展下列通用节能技术： 

        （一）推广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提高热电机组的利用率，发展热能梯级利用技术，热、电、冷联产技术

和热、电、煤气三联供技术，提高热能综合利用率； 

        （二）逐步实现电动机、风机、泵类设备和系统的经济运行，发展电机调速节电和电力电子节电技术，开

发、生产、推广质优、价廉的节能器材，提高电能利用效率； 

        （三）发展和推广适合国内煤种的流化床燃烧、无烟燃烧和气化、液化等洁净煤技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 

        （四）发展和推广其他在节能工作中证明技术成熟、效益显著的通用节能技术。 

        第四十条    各行业应当制定行业节能技术政策，发展、推广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限制

或者淘汰能耗高的老旧技术、工艺、设备和材料。 

        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通用的和分行业的具体的节能技

术指标、要求和措施，并根据经济和节能技术的发展情况适时修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使我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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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利用状况逐步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十三条规定，新建国家明令禁止新建的高耗能工业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止投入生产或者停止使用。 

        第四十三条    生产耗能较高的产品的单位，违反本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用能，情节

严重，经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者没有达到治理要求的，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

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

理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国家明令淘汰的

用能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

业执照。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

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情节严重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可

以提出意见，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将淘汰的用能设备转让他人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产

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在产品说明书和产品标识上注明能耗指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管理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在产品说明书和产品标识上注明的能耗指标不符合产品的实际情况的，除依照

前款规定处罚外，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使用伪造的节能质量认证标志或者冒用节能质量认证标志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责令公开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节能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法自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七十七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07 年 10 月 28 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公布，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7 年 10 月 2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1997 年 11 月 1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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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交通运输节能 

      第五节 公共机构节能 

      第六节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第四章 节能技术进步 

    第五章 激励措施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能源，是指煤炭、石油、天然气、生物质能和电力、热力以及其他直接或者通过加工、转

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 

    第三条 本法所称节约能源（以下简称节能），是指加强用能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

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施，从能源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降低消耗、减少损失和污染物排放、制止浪费，有效、合

理地利用能源。 

    第四条 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实施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发展战略。 

    第五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节能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

组织编制和实施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年度节能计划。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节能工作。 

    第六条 国家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制度，将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

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每年向国务院报告节能目标责任的履行情况。 

    第七条 国家实行有利于节能和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限制发展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发展节能环保型产业。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能工作，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

消费结构，推动企业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和单位产品能耗，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改进能源的开发、加工、转换、输

送、储存和供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国家鼓励、支持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第八条 国家鼓励、支持节能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和推广，促进节能技术创新与进步。 

    国家开展节能宣传和教育，将节能知识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普及节能科学知识，增强全民的节能意识，

提倡节约型的消费方式。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履行节能义务，有权检举浪费能源的行为。 

    新闻媒体应当宣传节能法律、法规和政策，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第十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主管全国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

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的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的指导。 

第二章 节能管理 

    第十一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部署、协调、监督、检查、推

动节能工作。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节能法律、

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 

    履行节能监督管理职责不得向监督管理对象收取费用。 

    第十三条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法组织制定并适时修订有关节能的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建立健全节能标准体系。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强制性的用能产品、设备能源

效率标准和生产过程中耗能高的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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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节能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严于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地方节能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报经国务院批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建筑节能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发布。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地方

建筑节能标准，并报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依法负责项目

审批或者核准的机关不得批准或者核准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具体办

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 国家对落后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实行淘汰制度。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生

产工艺的目录和实施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 

    生产过程中耗能高的产品的生产单位，应当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对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

的生产单位，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限期治理。 

    对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第十七条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禁止使

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生产工艺。 

    第十八条 国家对家用电器等使用面广、耗能量大的用能产品，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实行能源效率标识

管理的产品目录和实施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十九条 生产者和进口商应当对列入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管理产品目录的用能产品标注能源效率标识，在产

品包装物上或者说明书中予以说明，并按照规定报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共同授权

的机构备案。 

    生产者和进口商应当对其标注的能源效率标识及相关信息的准确性负责。禁止销售应当标注而未标注能源效

率标识的产品。 

    禁止伪造、冒用能源效率标识或者利用能源效率标识进行虚假宣传。 

    第二十条 用能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可以根据自愿原则，按照国家有关节能产品认证的规定，向经国务

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从事节能产品认证的机构提出节能产品认证申请；经认证合格后，取得节能产品认

证证书，可以在用能产品或者其包装物上使用节能产品认证标志。 

    禁止使用伪造的节能产品认证标志或者冒用节能产品认证标志。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能源统计制度，完善能源统

计指标体系，改进和规范能源统计方法，确保能源统计数据真实、完整。 

    国务院统计部门会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主要耗能行业

的能源消费和节能情况等信息。 

    第二十二条 国家鼓励节能服务机构的发展，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

认证等服务。 

    国家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知识宣传和节能技术培训，提供节能信息、节能示范和其他公益性节能服务。 

    第二十三条 国家鼓励行业协会在行业节能规划、节能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节能技术推广、能源消费统计、

节能宣传培训和信息咨询等方面发挥作用。 

第三章 合理使用与节约能源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十四条 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合理用能的原则，加强节能管理，制定并实施节能计划和节能技术措施，降

低能源消耗。 

    第二十五条 用能单位应当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对节能工作取得成绩的集体、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十六条 用能单位应当定期开展节能教育和岗位节能培训。 

    第二十七条 用能单位应当加强能源计量管理，按照规定配备和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能源计量器具。 

    用能单位应当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和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制度，对各类能源的消费实行分类计量和统计，并确保

能源消费统计数据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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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条 能源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向本单位职工无偿提供能源。任何单位不得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 

第二节 工业节能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推进能源资源优化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推进有利于节

能的行业结构调整，优化用能结构和企业布局。 

    第三十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

化工、煤炭等主要耗能行业的节能技术政策，推动企业节能技术改造。 

    第三十一条 国家鼓励工业企业采用高效、节能的电动机、锅炉、窑炉、风机、泵类等设备，采用热电联产、

余热余压利用、洁净煤以及先进的用能监测和控制等技术。 

    第三十二条 电网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发电调度管理的规定，安排清洁、高效和符合规

定的热电联产、利用余热余压发电的机组以及其他符合资源综合利用规定的发电机组与电网并网运行，上网电价执

行国家有关规定。 

    第三十三条 禁止新建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燃煤发电机组、燃油发电机组和燃煤热电机组。 

第三节 建筑节能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节能规划。

建筑节能规划应当包括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 

    第三十五条 建筑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当遵守建筑节能标准。 

    不符合建筑节能标准的建筑工程，建设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开工建设；已经开工建设的，应当责令停止施工、

限期改正；已经建成的，不得销售或者使用。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在建建筑工程执行建筑节能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房屋时，应当向购买人明示所售房屋的节能措施、保温工程保修期等信

息，在房屋买卖合同、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中载明，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第三十七条 使用空调采暖、制冷的公共建筑应当实行室内温度控制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制定。 

    第三十八条 国家采取措施，对实行集中供热的建筑分步骤实行供热分户计量、按照用热量收费的制度。新

建建筑或者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应当按照规定安装用热计量装置、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和供热系统调控装置。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城市节约用电管理，严格控制公用设施和大型建

筑物装饰性景观照明的能耗。 

    第四十条 国家鼓励在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等节能建筑材料和节能设备，安装

和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 

第四节 交通运输节能 

    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全国交通运输相关领域的节能监督管理工

作。 

    国务院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分别制定相关领域的节能规划。 

    第四十二条 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指导、促进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协调发展和有效衔接，优化交通运输结构，

建设节能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完善公共交通服

务体系，鼓励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鼓励使用非机动交通工具出行。 

    第四十四条 国务院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交通运输组织管理，引导道路、水路、航空运输企业提

高运输组织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四十五条 国家鼓励开发、生产、使用节能环保型汽车、摩托车、铁路机车车辆、船舶和其他交通运输工

具，实行老旧交通运输工具的报废、更新制度。 

    国家鼓励开发和推广应用交通运输工具使用的清洁燃料、石油替代燃料。 

    第四十六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交通运输营运车船的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不得用于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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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交通运输营运车船燃料消耗检测的监督管理。 

第五节 公共机构节能 

    第四十七条 公共机构应当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带头使用节能产品、设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本法所称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第四十八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制定和组织

实施本级公共机构节能规划。公共机构节能规划应当包括公共机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 

    第四十九条 公共机构应当制定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加强能源消费计量和监测管理，向本级人民政府

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报送上年度的能源消费状况报告。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制定本级公

共机构的能源消耗定额，财政部门根据该定额制定能源消耗支出标准。 

    第五十条 公共机构应当加强本单位用能系统管理，保证用能系统的运行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公共机构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能源审计，并根据能源审计结果采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措施。 

    第五十一条 公共机构采购用能产品、设备，应当优先采购列入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中的产品、设

备。禁止采购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 

    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六节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第五十二条 国家加强对重点用能单位的节能管理。 

    下列用能单位为重点用能单位： 

    （一）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一万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指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五

千吨以上不满一万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五十三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每年向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报送上年度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利用状况

包括能源消费情况、能源利用效率、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节能效益分析、节能措施等内容。 

    第五十四条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进行审查。对节能管理制度

不健全、节能措施不落实、能源利用效率低的重点用能单位，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开展现场调查，组织实施用

能设备能源效率检测，责令实施能源审计，并提出书面整改要求，限期整改。 

    第五十五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设立能源管理岗位，在具有节能专业知识、实际经验以及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的人员中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能源管理负责人负责组织对本单位用能状况进行分析、评价，组织编写本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提出本单

位节能工作的改进措施并组织实施。 

    能源管理负责人应当接受节能培训。 

第四章 节能技术进步 

    第五十六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科技主管部门发布节能技术政策大纲，指导节能技术研

究、开发和推广应用。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节能技术研究开发作为政府科技投入的重点领域，支持科研单位

和企业开展节能技术应用研究，制定节能标准，开发节能共性和关键技术，促进节能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第五十八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节能技术、节能产品的推广目录，

引导用能单位和个人使用先进的节能技术、节能产品。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实施重大节能科研项目、节能示范项目、重点节能工程。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原则，加强农业

和农村节能工作，增加对农业和农村节能技术、节能产品推广应用的资金投入。 

    农业、科技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支持、推广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储运等方面应用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

鼓励更新和淘汰高耗能的农业机械和渔业船舶。 

    国家鼓励、支持在农村大力发展沼气，推广生物质能、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按照科学规划、

有序开发的原则发展小型水力发电，推广节能型的农村住宅和炉灶等，鼓励利用非耕地种植能源植物，大力发展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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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林等能源林。 

第五章 激励措施 

    第六十条 中央财政和省级地方财政安排节能专项资金，支持节能技术研究开发、节能技术和产品的示范与

推广、重点节能工程的实施、节能宣传培训、信息服务和表彰奖励等。 

    第六十一条 国家对生产、使用列入本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推广目录的需要支持的节能技术、节能产品，实

行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 

    国家通过财政补贴支持节能照明器具等节能产品的推广和使用。 

    第六十二条 国家实行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的税收政策，健全能源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促进能源资源的

节约及其开采利用水平的提高。 

    第六十三条 国家运用税收等政策，鼓励先进节能技术、设备的进口，控制在生产过程中耗能高、污染重的

产品的出口。 

    第六十四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应当优先列入取得节

能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设备。 

    第六十五条 国家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节能项目的信贷支持，为符合条件的节能技术研究开发、节能产品生

产以及节能技术改造等项目提供优惠贷款。 

    国家推动和引导社会有关方面加大对节能的资金投入，加快节能技术改造。 

    第六十六条 国家实行有利于节能的价格政策，引导用能单位和个人节能。 

    国家运用财税、价格等政策，支持推广电力需求侧管理、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自愿协议等节能办法。 

    国家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季节性电价、可中断负荷电价制度，鼓励电力用户合理调整用电负荷；对钢铁、有

色金属、建材、化工和其他主要耗能行业的企业，分淘汰、限制、允许和鼓励类实行差别电价政策。 

    第六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节能管理、节能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中有显著成绩以及检举严重浪费能

源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八条 负责审批或者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机关违反本法规定，对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予

以批准或者核准建设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由管理

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管理节

能工作的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第六十九条 生产、进口、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的，使用伪造的节能产品认证标志或者冒用

节能产品认证标志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处罚。 

    第七十条 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停

止生产、进口、销售，没收违法生产、进口、销售的用能产品、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七十一条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国

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

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第七十二条 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情节严重，经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者没有达到治

理要求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标注能源效率标识而未标注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处三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未办理能源效率标识备案，或者使用的能源效率标识不符合规定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伪造、冒用能源效率标识或者利用能源效率标识进行虚假宣传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七十四条 用能单位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能源计量器具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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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五条 瞒报、伪造、篡改能源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能源统计数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的规定处罚。 

    第七十六条 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由管理节能工

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八条 电网企业未按照本法规定安排符合规定的热电联产和利用余热余压发电的机组与电网并网运

行，或者未执行国家有关上网电价规定的，由国家电力监管机构责令改正；造成发电企业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第七十九条 建设单位违反建筑节能标准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违反建筑节能标准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法规定，在销售房屋时未向购买人明示所售房屋的节能措施、保温工程保

修期等信息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以上信息作虚假

宣传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一条 公共机构采购用能产品、设备，未优先采购列入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中的产品、设备，

或者采购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的，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第八十二条 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三条 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

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四条 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节能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八十七条 本法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  

新华社北京 7 月 2 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六部法律的

决定（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

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政府投资项目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依法负责项

目审批的机关不得批准建设。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二）将第六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负责审批政府投资项目的机关违反本法规定，对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

的项目予以批准建设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作出修改 

将第十九条修改为：“建设水工程，必须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和跨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江河、湖泊上建设水工程，未取得有关流域管理机构签署的符合流域综合规划要求的规划同意书的，建设

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在其他江河、湖泊上建设水工程，未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

签署的符合流域综合规划要求的规划同意书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水工程建设涉及防洪的，依照防洪法的有

关规定执行；涉及其他地区和行业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求有关地区和部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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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前款规定的防洪工程和其他水工程、水电站未取得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签

署的符合防洪规划要求的规划同意书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二）将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

取水、排水等工程设施，应当符合防洪标准、岸线规划、航运要求和其他技术要求，不得危害堤防安全、影响河势

稳定、妨碍行洪畅通；其工程建设方案未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前述防洪要求审查同意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

建设。” 

（三）将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应当就洪水对建设项目可

能产生的影响和建设项目对防洪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评价，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提出防御措施。洪水影响评价

报告未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四）将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

设项目，未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或者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未经审查批准开工建设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

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医疗机构建设项目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

交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预评价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核决定并书面通知

建设单位。未提交预评价报告或者预评价报告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的，不得开工建设。” 

（二）将第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应当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

其中，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的防护设施设计，应当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施工。” 

第三款修改为：“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医疗机构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其放射性职业病防护

设施经卫生行政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其他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应当由建设单位负责依法组织验

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组织的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

监督核查。” 

（三）删去第十九条。 

（四）第六十八条改为第六十七条，将其中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修改为“卫生行政部门、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 

（五）第七十条改为第六十九条，修改为：“建设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建、关闭： 

“（一）未按照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 

“（二）医疗机构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未按照规定提交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或者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开工建设的； 

“（三）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未按照规定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 

“（四）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或者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

害严重的建设项目的防护设施设计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擅自施工的； 

“（五）未按照规定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 

“（六）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和使用前，职业病防护设施未按照规定验收合格的。” 

（六）删去第八十四条。 

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作出修改 

（一）第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审查小组提出修改意见的，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应当根据环境影响

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见对规划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并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不采

纳的，应当说明理由。” 

（二）删去第十七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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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第十八条第三款修改为：“已经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划包含具体建设项目的，规划的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应当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应当根据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审

查意见予以简化。” 

（四）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

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办理。 

“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六十日内，收到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三十日内，分别作出审批

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国家对环境影响登记表实行备案管理。 

“审核、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以及备案环境影响登记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五）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

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六）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规划编制机关违反本法规定，未组织环境影响评价，或者组织环境影响评价时

弄虚作假或者有失职行为，造成环境影响评价严重失实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上级机

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七）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

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

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未经批准或者未经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同意，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处分。 

“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备案，处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有本条所列违法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处罚。” 

（八）删去第三十二条。 

（九）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三条，修改为：“负责审核、审批、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部门在审

批、备案中收取费用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退还；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作出修改 

将第二十八条第三款修改为：“未进行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或者经审核部门审核认为建设项目不符合本法规

定的，建设单位不得建设。政府投资项目未进行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或者经审核部门审核认为建设项目不符合本

法规定的，负责建设项目审批的部门不予批准。” 

本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所作的修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所作的修改，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6.3.23）《关于加强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建筑节能审查工作的通知》（建科[2004]174 号  2004 年 10 月 20 日） 

http://www.mohurd.gov.cn/ztbd/jnsdxzzhggjz_0/fgwj_0/wj_0/200611/t20061101_158476.html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fggz/315128/index.shtml 

关于加强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建筑节能审查工作的通知 

建科[2004]174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计划单列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建筑节能是贯彻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全面推进建筑节能，有利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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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功能、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和工作水平，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建筑业技术进步和节能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为认真贯彻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政府机构节能和建筑节能的批示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

动的通知》（国办发[2004]30 号）的精神，监督民用建筑工程项目执行建筑节能标准，确保节能建筑的设计施工质

量，促进建筑节能工作全面深入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以及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节能篇（章）”编制及评估的规定》（计交能[1997]2542 号），现就

加强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建筑节能审查工作通知如下： 

  一、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建筑节能审查是提高新建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的重要保障。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要将建筑节能审查切实作为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重要内容，保证节能标准的强制性条文真正落到实处。 

  二、施工图审查机构要审查受审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和热工计算书是否满足与本地区气候区域对应的《民用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26－95）、《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2001）、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2003）中的强制性条文和当地的强制性标准的规定。审查合格的

工程项目，需在项目受管辖的建筑节能办公室进行告知性备案，并由其发给统一格式的《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

案登记表》（附后）。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本行政区域内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建筑节能审

查工作。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依照建设部《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做

好民用建筑工程项目施工设计中执行建筑节能标准的管理工作。 

  四、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建筑节能重要部位专项检查工作，重点对建筑物的围护结构（含墙体、

屋面、门窗等）和供热采暖或制冷系统在主体完工、竣工验收两个阶段及时进行单项检查，以判定工程项目的新型

墙体材料使用情况、屋面保温情况、门窗热工性能、供热采暖、制冷系统的热效率和管道保温情况等。 

  五、对施工图审查合格并在项目受管辖的建筑节能办公室进行备案的工程项目，根据“关于实施《夏热冬

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建科[2001]239 号”和“关于实施《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的通知（建科[2003]237 号”文件规定，建筑节能办公室对其减免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在建筑节能重要部位的专项检查过程中，对不符合墙改与建筑节能要求的工程项目要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对达不

到整改要求的工程项目要依照建设部《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的规定予以相应的

处罚。 

  六、为确保节能建筑工程的质量，各类轻质墙板、节能门窗、屋面保温材料等新产品、新技术应由主管部

门会同建筑节能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技术评估或科技成果鉴定。 

  附件：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登记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四年十月十二日 

附件：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登记表  

200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名称   

建设项目名称   

设计建筑面积 
（m2） 

实际竣工面积  （m
2
） 

  建筑物体形系数 
 

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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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图设计执行

民用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及当地实

施细则情况 

外围护结构传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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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建科[2005]78 号  2005 年 5 月 31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8479.html  

http://www.mohurd.gov.cn/ztbd/jnsdxzzhggjz_0/zdwjhb_0/ygfzjnsdxzzhggjzdyjbgjztwz_0/index.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0804/t20080424_162643.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05-00053 主题信息：城乡规划,节能减排发文单位：建设部生成日期：2005 年 05 月 31

日文件名称：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有 效 期：文  号：建科[2005]78 号主 题 词：关

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计划单列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时期。如何解决日益紧迫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工业化、城镇化、

经济快速增长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中央从战略高度提出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是新时期转

变城乡建设方式，提高城乡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决策。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要

求，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重要意义  

  （一）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能源资源相对贫乏。但在城乡建设中，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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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益不高；建筑建造和使用，能源资源消耗高，利用效率低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盲目扩大城市规模，规划

布局不合理，乱占耕地的现象时有发生；重地上建设，轻地下建设的问题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资源、能源和环境问

题已成为城镇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各地要充分认识到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做好建筑节能节地节水节

材（以下简称“四节”）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是保证国家能

源和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是建设节约型社会和节约型城镇的重要举措。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转变观念，

切实改变城乡建设方式，切实从节约资源中求发展，从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从循环经济中求发展，促进城乡建设和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基本思路和途径  

  （二）指导思想：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为工

作平台，以建筑“四节”为工作重点和突破口，以技术、经济、法律等为手段，以改革为动力，努力建设节约型城

镇。  

  （三）主要目标  

  总体目标：到 2020 年，我国住宅和公共建筑建造和使用的能源资源消耗水平要接近或达到现阶段中等发

达国家的水平。  

  具体目标：到 2010 年，全国城镇新建建筑实现节能 50％；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逐步开展，大城市完成应改

造面积的 25％，中等城市完成 15％，小城市完成 10％；城乡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增长幅度要在现有基础上力

争减少 20％；建筑建造和使用过程的节水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 20％以上；新建建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总消耗比现

在下降 10％。到 2020 年，北方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特大城市新建建筑实现节能 65％的目标，绝大部分既有建筑

完成节能改造；城乡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增长幅度要在 2010 年目标基础上再大幅度减少；争取建筑建造和使

用过程的节水率比 2010 年再提高 10％；新建建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总消耗比 2010 年再下降 20％。  

  （四）基本思路和途径  

  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要立足当前的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立足建筑“四节” 已取得的进展；

要用城乡统筹和循环经济的理念，研究思考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深刻内涵及其之间的辨证关系，认真解决

当前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处理好建筑“四节”工作中点与面、近期工作重点与长远发展目标的关系。既要考虑单

体建筑，又要考虑城市或区域的统筹规划和总体布局；既要考虑新建建筑的“四节”，又要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

性质的既有建筑的节能节水问题，注重降低建筑建造和使用过程中总的能源资源消耗。当前要着重从规划、标准、

科技、政策及产业化等方面综合研究，积极引进和推广国外日益普及的绿色建筑、生态建筑和可持续建筑等的新理

念和新技术，并制定规划和政策措施，多渠道推进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建设。  

  建筑节能。要通过城镇供热体制改革与供热制冷方式改革，以公共建筑的节能降耗为重点，总体推进建筑

节能。所有新建建筑必须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加强实施监管。要着力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政策和试点示范，

加快政府既有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要积极推广应用新型和可再生能源。要合理安排城市各项功能，促进城市居住、

就业等合理布局，减少交通负荷，降低城市交通的能源消耗。  

  建筑节地。在城镇化过程中，要通过合理布局，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和节约程度。重点是统筹城乡空间布

局，实现城乡建设用地总量的合理发展、基本稳定、有效控制；加强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制定各项配套措施和政策，

鼓励、支持和引导农民相对集中建房，节约用地；城市集约节地的潜力应区分类别来考虑，工业建筑要适当提高容

积率，公共建筑要适当提高建筑密度，居住建筑要在符合健康卫生和节能及采光标准的前提下合理确定建筑密度和

容积率；要突出抓好各类开发区的集约和节约占用土地的规划工作。要深入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实现城市的集

约用地。进一步减少粘土砖生产对耕地的占用和破坏。  

  建筑节水。要降低供水管网漏损率。要重点强化节水器具的推广应用，要提高污水再生利用率，积极推进

污水再生利用、雨水利用。着重抓好设计环节执行节水标准和节水措施。合理布局污水处理设施，为尽可能利用再

生水创造条件。绿化用水推广利用再生水。  

  建筑节材。要积极采用新型建筑体系，推广应用高性能、低材（能）耗、可再生循环利用的建筑材料，因

地制宜，就地取材。要提高建筑品质，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努力降低对建筑材料的消耗。要大力推广应用高强钢

和高性能混凝土。要积极研究和开展建筑垃圾与部品的回收和利用。  

  三、主要政策和措施  

  （五）加强城乡规划的引导和调控。充分发挥城乡规划在推进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建设中的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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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镇发展用地合理布局。在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村镇规划、近期建设规划、控

制性详细规划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规划中，要充分论证资源和环境对城镇布局、功能分区、土地利用模式、基础设

施配置及交通组织等方面的影响，确定适宜的城镇发展空间布局、城镇规模和运行模式。加强规划对城镇土地、能

源、水资源等利用方面的引导与调控，立足资源和环境条件，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规模，合理选择建设用地，尽量少

占或不占耕地，充分利用荒地、劣地、坡地和废弃地，充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提高土地利用率。要注重区域统筹，

积极推进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和共建共享。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有效降低交通能耗和道路交通占用土地

资源。要注意城乡统筹，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加快编制和实施村镇规划，合理调整居民点布局，引导

农房建设和旧村改造，减少农村现有居民点人均用地，提高村镇建设用地的使用率，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要

对各类开发区的土地利用实施严格的审批制度，促进其集约和节约使用土地。要继续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城

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国发[2002]13 号），加强城乡规划实施的监督，严格保护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生态环境，

严格控制土地使用，严格执行建设用地标准，防止突破规划和违反规划使用土地，维护城乡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六）严格执行并不断完善标准规范。进一步加强建筑“四节”标准规范的制订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在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组织制订更加严格的建筑“四节”地方实施细则。要认真执行建设部《关

于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建科[2005]55 号）和《关于认真做好〈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宣贯、实施及监督工作的通知》（建标函[2005]121 号）要求，加强工程建设全过程监管，保证节能标准落到实处。

加强对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和施工图审查、工程质量检测等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和中介机构执行建筑“四节”强

制性条文的监管。各地要抓紧制定当地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和工程实施阶段的监督要点，做好施工图审查、工程

实施监管和竣工验收备案工作。要加强对新建建筑特别是公共建筑执行建筑“四节”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  

  （七）加快科技创新。要通过科技创新为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提供技术支撑。积极组织科技攻

关，努力开发利用适合国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适用技术和建筑新材料、新技术、新体系以及新型和可再生能源，

鼓励研究开发节能、节水、节材的技术和产品。注重加快成熟技术和技术集成的推广应用。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有关城乡现代节能与绿色建筑等专项规划。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

进理念和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抓紧编写《绿色建筑技术导则》。加快墙体材料革新，特别是注重解决墙体改

革工作中的关键技术和技术集成问题，加快高强钢和高性能混凝土的推广应用工作。建立健全建筑“四节”科技成

果推广应用机制，尽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八）研究制定经济激励政策措施。要探索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推动相结合的方法和机制，研究制定产业

经济和技术政策。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对新建建筑推广“四节”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示

范项目给予贴息优惠政策；研究适当延长墙改专项基金的征收时间，扩大使用范围，促进墙改基金支持节能省地工

作；研究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鼓励社会资金和外资投资参与既有建筑改造等。大力推进市政公用行业改

革，深化供热体制改革。严格执行污水垃圾收费制度。改革有关奖项的评审办法，把执行建筑“四节”的情况作为

评审内容。  

  （九）抓好试点示范工作。从“绿色建筑创新奖”起步，完善该奖的评价体系，由点到面，逐步推广。要

积极开展统筹城乡规划布局，节约用地的试点。各地要研究通过产业现代化促进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建

设。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确立适合本地区的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和建

筑体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工业化结构体系和通用部品体系。要抓好一批供热管网改造、城市绿色照明、政府公共

建筑节能改造、新型和可再生能源资源应用工程等示范项目及新材料、新工艺和新体系的试点示范，有条件的城市

应当组织成片新建和改造地区建筑“四节”的综合示范。政府公共建筑要率先进行节能改造。  

  （十）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在提出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建议和制定规章时，要研究建立有利于促进发展节

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推进建筑“四节”工作的制度。  

  四、切实加强对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工作的领导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把推进建筑“四节”工作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工作，切实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要制定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规划，

并争取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认真组织实施。要研究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确定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和沟通，认真研究解决推进工作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制订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并加强督促

检查。结合对工程质量的执法检查，强化对新建建筑执行“四节”情况的监督。  

  （十二）切实抓好宣传培训工作。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普及建筑“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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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提高全社会对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重要性的认识，树立良好的节约能源资源的意识和正确的消费

观，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加强培训，提高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对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政策措施、科学技术的综合水平和能力，总结推广好的经验与做法，逐步深化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

和公共建筑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6.3.25）《建设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建科[2006]231 号 2006 年 09 月 15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8515.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06-00090 主题信息：节能减排发文单位：建设部生成日期：2006 年 09 月 15 日文件名

称：建设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有 效 期：文  号：建科[2006]231 号主 题 

词：建设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建设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建科[2006]231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计划单列市建委（建设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精神，加强建筑节能和城市公共交通节能工作，实现“十

一五”期间建设领域节能目标，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提高认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建设领域节能工作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实现城乡建设方式的根本

转变，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引导住房合理消费，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建筑节能和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为重

点，以技术进步为支撑，近期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加大标准的执行监管力度，建立和完善政策法规，实现

“十一五”建筑节能、城市公共交通节能目标，促进建设事业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  

  （二）工作目标  

  建筑节能：到“十一五”期末，实现节约 1.1 亿吨标准煤的目标。其中：通过加强监管，严格执行节能设

计标准，推动直辖市及严寒寒冷地区执行更高水平的节能标准，严寒寒冷地区新建居住建筑实现节能 2100 万吨标

准煤，夏热冬冷地区新建居住建筑实现节能 2400 万吨标准煤，夏热冬暖地区新建居住建筑实现节能 220 万吨标准

煤，全国新建公共建筑实现节能 2280 万吨标准煤，共实现节能 7000 万吨标准煤；通过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深化供

热体制改革，加强政府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运行管理与改造，实现节能 3000 万吨标准煤，大城市完成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的面积要占既有建筑总面积的 25%，中等城市要完成 15%，小城市要完成 10%；通过推广应用节

能型照明器具，实现节能 1040 万吨标准煤；太阳能、浅层地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 25%

以上。  

  城市公共交通节能：通过改善出行结构，加强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效率。到“十一五”期末，城

市公共交通出行在城市交通总出行中的比重，特大城市达到 20%以上，其他城市在现有基础上增加 50%。特大城市

中心区公共汽电车平均运营速度达到 20 公里/小时以上，其他城市达到 25 公里/小时以上，出租车空驶率控制在 30%

以下；提高节能环保型汽车的使用率；城市公共交通比“十五”期末节油 15%以上。  

  二、提高城乡规划编制的科学性，从源头上转变城乡建设方式  

  （三）城乡规划编制和实施要充分体现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制定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

要从节约能源的角度，统筹考虑城镇空间布局和规模控制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制定城市总体规划，要根据本地

区的环境、资源条件，科学确定发展目标、方式、功能分区、用地布局，确定交通发展战略和城市公共交通总体布

局，落实公交优先政策，确定主要对外交通设施和主要道路交通设施布局，限制高能耗产业用地规模。村镇规划要

符合村镇体系布局，规划建设指标必须符合国家规定。严禁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向乡镇转移，不得为国家明确退出

和限制建设的各类企业安排用地。严格规划审批管理制度，重点镇的规划要逐步实行省级备案核准制度。  

  （四）从规划源头控制高耗能居住建筑的建设。各地应根据当地住房的实际状况以及土地、能源、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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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等综合承载能力，分析住房需求，制定住房建设规划，合理确定当地新建商品住房总面积的套型结构比例。

城市规划主管部门要会同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将住房建设规划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近期建

设规划，按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镇的总体要求，合理安排套型建筑面积 90 平方米以下住房为主的普通

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布局。  

   三、建立新建建筑市场准入门槛制度，做好新建建筑节能工作  

  （五）建立新建建筑市场准入门槛制度。对超过 2 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和超过 20 万平方米的居住建筑小

区，实行建筑能耗核准制。建设单位应当将建设工程项目设计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进行建筑能耗

核定，满足节能标准的，由建设主管部门出具建筑能耗审核意见书。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在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时，对未取得建筑能耗审核意见书的建设工程项目，不得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主管部门不得批

准开工建设。组织建筑节能专项检查，对达不到节能设计标准的项目予以查处。  

  （六）完善对建筑节能设计、施工、监理等市场主体的监管制度。要加强建设工程节能质量的监督管理，

按照《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参建各方建筑节能工作的责任和义务，加强施工图审查、

施工许可、工程质量检测、工程质量监督、竣工验收备案等环节的建筑节能监管工作。达不到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

工程不准开工、验收备案、销售和使用。  

  加强建筑维护结构保温工程、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市场监管力度，严格市场准入，规范企业行为。将执

行建筑节能标准纳入建筑市场主体诚信行为标准，严肃查处不按照节能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监理的企业，并记入

企业不良记录；情节严重的，依法降级或撤消其资质等级，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七）发展绿色环保的施工方式。研究制定《民用建筑工程绿色施工导则》，推广应用资源节约型和环保

型的施工方式，通过资源的综合利用、短缺资源代用以及二次资源回用，降低对各类资源的消耗，减少建筑废料和

污染物的生成和排放，减少施工对环境的影响。  

  四、完善建筑节能标准体系，确保工程质量  

  （八）完善建筑节能标准体系。组织编制建筑节能设计、施工、验收、检测检验、评价和既有建筑节能改

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建筑用能系统运行节能、节能管理等方面的标准规范。加强节能标准设计系列图集的编

制，完善建筑节能技术措施。推动直辖市及严寒寒冷地区率先实施更高的节能标准，逐步提高国家建筑节能的标准。  

  （九）推动工业建设领域节能设计标准编制工作。加快工业建设领域节能设计标准的编制工作，“十一五”

期间完成石油化工、橡胶、钢铁、有色金属加工、有色金属矿山、有色金属冶炼、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节能设计、

施工、验收等标准规范，推动重点能耗行业的节能工作的开展。  

  （十）完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标准。做好《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地源热泵供暖空

调应用技术规程》等标准的贯彻实施工作，编制《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技术规范》。积极组织生活垃圾填埋气体利

用、污泥沼气利用、焚烧发电供热技术等标准规范编制的可行性研究，并及时组织制定。  

  （十一）积极开展建筑节能标准实施的评价工作。研究制定建筑节能标准实施评价方法，根据建筑节能发

展的实际需要，及时修订或编制建筑节能标准，不断完善建筑节能标准体系。  

  五、抓好建筑节能重点工作  

  （十二）加强大型公共建筑和政府办公建筑的节能管理工作。制定印发《关于加强大型公共建筑和政府办

公建筑节能工作的通知》。各地应结合实际，建立并逐步完善既有大型公共建筑运行节能监管体系，研究制定公共

建筑用能系统运行节能制度。以政府办公建筑为突破口，对既有高耗能的大型公共建筑逐步实施节能改造。  

  （十三）制定大型公共建筑能耗限额。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制定公共建筑能耗限额和超限额加价制度。

各地应开展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统计工作，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大型公共建筑单位能耗限额。  

  （十四）组织开展高能耗公共建筑评选活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专家在北京评选十大不节能建筑，

并向社会披露。其它有条件的城市应比照进行。  

  （十五）建立和完善建筑能效测评标识制度。制定《建筑能效标识管理办法》及《建筑能效标识技术导则》，

选择若干试点城市进行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十六）建立建筑能耗统计制度。制定《建筑能耗统计标准》，掌握建筑能耗水平、建筑终端商品能耗结

构、用能模式，积累建筑能耗基础数据，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各地应充分认识能耗统计工作的重要性，认真组织

做好相关工作。  

  六、加快城镇供热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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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尽快实行将采暖补贴由“暗补”变“明补”，加快推进供热商品化、货币化。  

  （十八）新建建筑必须配套建设供热采暖分户计量系统，并安装温控装置，必须实行按热计量收费；既有

建筑通过节能改造达到温度可调节、分栋或分户计量的要求。  

  （十九）建立城市低收入家庭冬季采暖保障制度。完善供热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建筑供热采暖按用热量收

费的政策，培育有利于节能的供热市场。  

  （二十）整合城市供热热源，充分发挥热电联产、大型锅炉效率高的优势，提高热源生产的能源利用效率。  

  七、组织实施国家建筑节能重点工程、重大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二十一）全面启动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推广应用。积极推进太阳能、浅层地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

源在建筑中的应用。会同财政部研究制定《推进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的实施意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专项

资金暂行管理办法》及《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工程评审办法》等，选择一批条件成熟的项目和城市进行示范，

开展太阳能、浅层地能等在建筑中应用关键技术研究，培育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各地应积极配合做好示范推广

工作。  

  （二十二）实施国家建筑节能重点工程。组织实施建筑节能工程，以新建建筑执行节能设计标准、既有建

筑节能改造、配套措施及能力建设为重点，启动更低能耗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配合实施热电

联产工程，用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为主的方式替代城市燃煤供热小锅炉，扩大集中供热范围。适度超前建设城市集中

供热管网，为热电联产创造条件。各地应积极配合国家做好重点工程的管理工作，并总结经验，逐步推广。配合实

施绿色照明工程，按照《“十一五”城市绿色照明工程规划纲要》的要求，组织实施城市绿色照明工程，指导各地

科学、节能发展城市照明。  

  （二十三）组织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确定的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重大项目。加快对新型建筑节

能围护结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长江流域住宅室内热湿环境低能耗控制技术、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控制与能量管理

系统研究、降低大型公共建筑空调系统能耗研究、建筑节能设计方法与模拟分析软件开发等建筑节能关键技术研究，

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节能技术进步。组织实施百项建筑节能示范工程和百项绿色建筑示范工程的“双百工

程”。发布《建设部“十一五”重点推广技术领域》、《建设部“十一五”技术公告》。  

  （二十四）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各地应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地区可再生能

源利用与开发情况的调研，组织太阳能、沼气、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在农村地区应用技术研发，制定技术政策，编制

技术手册，开展示范推广，适应农村用能增长的需要。  

  八、加强政策法规建设，建立健全节能保障机制  

  （二十五）做好节能相关法规和政策制定工作。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做好《建筑节能管理条例》、《城市公共

交通条例》的制定工作。积极参与《节约能源法》的修订工作。会同财政部研究制定节能省地型建筑的经济激励政

策。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应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地方建筑节能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法规研究制定工作，并结合实际，

研究促进建筑节能及公共交通的激励政策。  

  （二十六）落实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政策。指导各地科学设置公交优先车道（路）和优先通行信号系

统，保证公共交通车辆对优先车道的使用权和优先通行信号系统的正常运转。要因地制宜地设置自行车道、步行道。

争取用 2 年左右时间，使多数大城市建立完善的城市公共交通优先车道（路）网络，建成一批公共交通优先通行信

号系统。加强对各地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抓好城市交通节能示范工程，推进快速

公共汽车系统和智能交通系统建设。  

  （二十七）建立完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推广、限制、禁止制度。组织编制《建筑节能推

广、限制、禁止技术、工艺、设备和材料目录》。加快淘汰落后技术、工艺、设备和材料。加大建筑节能在评优评奖

指标中的权重，完善评选标准，推动建筑节能工作的开展。  

  （二十八）做好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工作。组织编制国家标准《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推广应

用保温隔热性能好、轻质、利废、环保的新型墙体材料，做好第二批城市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工作。  

  （二十九）逐步建立建筑节能服务体系。制定《建筑节能合同能源管理办法》，培育和规范建筑节能服务

市场，促进建筑能效的提高。充分发挥行业学（协）会的积极性，协助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做好节能管理、技术推

广、宣传培训等工作，为机关和事业单位、企业及居民做好节能工作提供服务。各地应积极探索，争取优惠政策，

创新机制，尽快形成规范有序的节能服务体系。  

  九、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建筑节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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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做好联合国合作开发署中国终端能效、世行中国供热体制改革和建筑节能、中德既有建筑节能改

造等合作项目。积极争取国际组织、外国政府贷款，以合作、交流、技术培训、智力引进等多种方式，引进国外先

进经验、技术，不断充实和完善我国建筑节能与公共交通等领域的政策、法规、标准、技术体系。  

  （三十一）组织召开每年一届的国际智能、绿色建筑及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组织好国际

绿色建材博览会，打造国际化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交流平台，更好地指导和推动全国建设领域节能工作，实

现建筑节能的跨越式发展。  

  十、加强节能工作的宣传和培训  

  （三十二）加强建筑节能标准和技术培训。把节能标准、技能培训与执业人员的继续教育结合起来，与施

工图审查和质量检查结合起来，与劳务用工岗前培训结合起来，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熟练运用节能标准、熟练应用节

能技术的能力。  

  （三十三）加大节能工作宣传力度。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舆论的导向与监督作用，大力宣传我国

能源资源现状及建筑节能、公共交通节能、城市照明节能的重大意义，积极宣传有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示范项

目及典型做法和经验等，扩大影响，努力营造有利于节能的社会氛围。  

  （三十四）举办中国城市交通节能周活动。通过实行无公务车日等各类活动，宣传实施“公交优先”思想

和战略。加强公共交通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对服务质量的监管，健全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质量投诉和监督机制。

组织开展创建“绿色交通示范城市”活动，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实施“公交优先”战略，保证可持续交通发展战略的

全面贯彻实施。召开全国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工作会议。进一步发挥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自

律。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建筑节能目标考核评价体系  

  （三十五）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成立建筑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协调配合、运行顺畅的

工作机制。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于 2006 年 9 月底前，将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的名单报建设部

科技司备案。  

  （三十六）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制定建筑节能专项规划，明确“十一五”建筑节能

目标。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意见的实施细则及任务分解书，并根据节能目标制定年度计划。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建设主管部门要在每年年末将目标和计划完成情况报建设部科技司备案。  

  （三十七）建立节能目标考核制度。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研究将建筑节能目标及任务落实情况纳入管理机

构及人员的工作绩效考核内容中，并逐级落实。建设部将结合年度建筑节能专项检查，对各地的建筑节能工作完成

情况进行评估，各省级建设主管部门也应对本地区市、县（区）建筑节能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对工作成

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予以表彰，对工作开展不力的通报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六年九月十五日  

 

  

 

 

6.3.26）《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我省建筑节能工作的若干意见》（赣建设(2004)52 号） 

 

6.3.28）《关于加强建筑节能工程质量检测工作的通知》（赣建质[2008]8 号） 

 

6.3.27）《关于加强我省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赣建质监字[2005]23 号） 

 

6.3.29）《关于开展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专项验收工作的通知》（赣建质监字[2009]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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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0）《关于认真做好《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宣贯、实施及监督工作的通知》（建标函[2005]121 号  2005 年

04 月 21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6670.html 

关于认真做好《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宣贯、实施及监督工作的通知建标函[2005]121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节能要求，促进建设领域节能工作的全面开展，

2005 年 4 月 4 日，我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了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2005（以下简称《标准》），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为认真做好《标准》的宣贯、实施及监督工作，确保该标

准的贯彻执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提高对贯彻执行《标准》重要性的认识 

  当前，我国能源资源供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建筑能耗已占全国能源消耗近 30％。建筑节能

对于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缓解我国能源资源供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保护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举措。建筑节能标准作为建筑节能的技术依据和准则，是实现建筑节能的技术基础和全面推

行建筑节能的有效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明确规定，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的设计和建设，应当遵

守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达不到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项目，依法审批机关不得批准建设，

项目建成后不予验收。因此，执行建筑节能标准就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具体体现。 

  公共建筑量大面广，占建筑耗能比例高，公共建筑节能推行的力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建筑节能

整体目标的实现。推行公共建筑节能，关键是要加强公共建筑节能标准的宣贯、实施和监督，确保公共建筑节能标

准中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把《标准》的宣贯、实施及监督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党和国

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并抓出成效。 

  二、大力开展《标准》的宣传、培训工作 

  （一）要结合本地的特点，利用各类新闻媒体或采取其他方式，广泛宣传《标准》的地位、作用及其重要

意义，扩大《标准》的影响，提高社会各有关方面的节能意识以及贯彻执行《标准》的自觉性。 

  （二）要切实加强《标准》培训工作，确保《标准》中的有关规定得到准确理解和掌握。自 2005 年 5 月

15 日起，我部将委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集中组织 2－3 期师资培训，为各地开展《标准》培训活动提供师资力

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统一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并不少于 10 人。各地也应结合实

际制定培训计划，并于 2005 年 5 月 20 日前报我部人事教育司和标准定额司，确保年内使本地区从事公共建筑设

计、监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程质量监督以及管理等单位的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普遍轮训一遍。 

  三、切实加强《标准》的实施与监督 

  公共建筑节能标准不仅政策性、技术性、经济性强，而且涉及面广、推行难度较大。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强化监督，依法行政，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确保《标准》的有关规定落到实处。 

  （一）自《标准》实施之日起，凡新建的公共建筑项目，必须符合《标准》强制性条文的规定。 

  （二）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 号）、《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76 号）、《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从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竣工验收等各环

节，加强对《标准》实施的监督管理。 

  （三）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关于加强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建筑节能审查工作的通知》（建科[2004]74）

的要求，加强公共建筑节能设计审查的备案管理，对不符合《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的公共建筑项目，不得予以备

案。 

  （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适时组织开展《标准》实施

情况的专项检查或重点抽查，检查结果应及时上报我部。上报时间及内容要求另行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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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4-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2014 年 05 月 15 日 国办发

〔2014〕23 号）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5/26/content_8824.htm  

索 引 号：000014349/2014-00054 主题分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发文机关：国务院办公

厅成文日期：2014 年 05 月 15 日标  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4-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

发文字号：国办发〔2014〕23 号发布日期：2014 年 05 月 26 日主 题 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4-2015 年 

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14〕2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2014-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 

                              2014 年 5 月 15 日 

  （本文有删减） 

  

2014-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 

  加强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必由之路。“十

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的约

束性目标，但 2011-2013 年部分指标完成情况落后于时间进度要求，形势十分严峻。为确保全面完成“十二五”节

能减排降碳目标，制定本行动方案。 

  工作目标：2014-2015 年，单位 GDP 能耗、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逐年下降

3.9%、2%、2%、2%、5%以上，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两年分别下降 4%、3.5%以上。 

  一、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一）积极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

发〔2013〕41 号），严格项目管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核准或备案产能严重过剩行业

新增产能项目，依法依规全面清理违规在建和建成项目。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在提前一年完成钢铁、电解铝、

水泥、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基础上，2015 年底前再淘汰落后炼铁产能 1500 万吨、

炼钢 1500 万吨、水泥(熟料及粉磨能力)1 亿吨、平板玻璃 2000 万重量箱。 

  （二）加快发展低能耗低排放产业。加强对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

力争到 2015 年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达到 47%和 8%左右。加快落实《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国发〔2013〕30 号），组织实施一批节能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重大技术装备产业化工

程，完善节能服务公司扶持政策准入条件，实行节能服务产业负面清单管理，积极培育“节能医生”、节能量审核、

节能低碳认证、碳排放核查等第三方机构，在污染减排重点领域加快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到 2015 年，节能

环保产业总产值达到 4.5 万亿元。 

  （三）调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实行煤炭消费目标责任管理，严控煤炭消费总量，降低煤炭消费比重。京

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及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上耗煤项目，要严格实行煤炭消耗等量或减量替代政策，

京津冀地区 2015 年煤炭消费总量力争实现比 2012 年负增长。加快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

域地级以上城市大力推广使用型煤、清洁优质煤及清洁能源，限制销售灰分高于 16%、硫分高于 1%的散煤。增加

天然气供应，优化天然气使用方式，新增天然气优先用于居民生活或替代燃煤。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到 2015 年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比重提高到 11.4%。 

  （四）强化能评环评约束作用。严格实施项目能评和环评制度，新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能效水平和排污

强度必须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对钢铁、有色、建材、石油石

化、化工等高耗能行业新增产能实行能耗等量或减量置换。对未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地区，暂停该地区新建高耗能

项目的能评审查和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项目的环评审批。完善能评管理制度，规范评估机构，优化审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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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快建设节能减排降碳工程 

  （五）推进实施重点工程。大力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工程，运用余热余压利用、能量系统优化、电机系统节

能等成熟技术改造工程设备，形成节能能力 3200 万吨标准煤。加快实施节能技术装备产业化示范工程，推广应用

低品位余热利用、半导体照明、稀土永磁电机等先进技术装备，形成节能能力 1100 万吨标准煤。实施能效领跑者

计划和合同能源管理工程，形成节能能力 2200 万吨标准煤。推进脱硫脱硝工程建设（具体任务附后），完成 3 亿千

瓦燃煤机组脱硝改造，2.5 亿千瓦燃煤机组拆除烟气旁路，4 万平方米钢铁烧结机安装脱硫设施，6 亿吨熟料产能的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安装脱硝设施，到 2015 年底分别新增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减排能力 230 万吨、260 万吨以上。

新建日处理能力 1600 万吨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配套建设废弃物处理设施，到 2015

年底分别新增化学需氧量、氨氮减排能力 200 万吨、30 万吨。加强对氢氟碳化物（HFCs）排放的管理，加快氢氟

碳化物销毁和替代，“十二五”期间累计减排 2.8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六）加快更新改造燃煤锅炉。开展锅炉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调查。实施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工程，

2014 年淘汰 5 万台小锅炉，到 2015 年底淘汰落后锅炉 20 万蒸吨（具体任务附后），推广高效节能环保锅炉 25 万

蒸吨，全面推进燃煤锅炉除尘升级改造，对容量 20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炉全面实施脱硫改造，形成 2300 万吨

标准煤节能能力、40 万吨二氧化硫减排能力和 10 万吨氮氧化物减排能力。 

  （七）加大机动车减排力度。2014 年底前，在全国供应国四标准车用柴油，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600 万辆

（具体任务附后）。到 2015 年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内重点城市全面供应国五标准车用汽油和柴油；

全国淘汰 2005 年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基本淘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内的 500 万辆黄标车。加强机动

车环保管理，强化新生产车辆环保监管。加快柴油车车用尿素供应体系建设。 

  （八）强化水污染防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编制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保护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较好湖泊，重点治理劣五类等污染严重水体。继续推进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严格水功能区管理。加强

地下水污染防治，加大农村、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严格控制污水灌溉。强化造纸、印染等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

控制。到 2015 年，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量下降 30%以上。 

  三、狠抓重点领域节能降碳 

  （九）加强工业节能降碳。实施工业能效提升计划，在重点耗能行业全面推行能效对标，推动工业企业能

源管控中心建设；开展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行动，实施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到 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

值能耗比 2010 年降低 21%以上。持续开展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推动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制定重点行业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推动建立企事业单位碳排放报告制度；强化节能降碳目标责任评价考核，落实奖惩制

度。到 2015 年底，万家企业实现节能量 2.5 亿吨标准煤以上。 

  （十）推进建筑节能降碳。深入开展绿色建筑行动，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筑、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各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到 2015 年，城镇新建建筑绿色建筑标准执行率达到

20%，新增绿色建筑 3 亿平方米，完成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 3 亿平方米。以住宅为重点，

以建筑工业化为核心，加大对建筑部品生产的扶持力度，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 

  （十一）强化交通运输节能降碳。加快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开展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试点，深化“车船路港”千家企业低碳交通运输专项行动。实施高速公路不停车自动交费系统全国联网工程。加大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继续推行甩挂运输，开展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行动。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加快物流

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推进“公交都市”创建活动。公路、水路运输和港口形成节能能力 1400 万

吨标准煤以上，到 2015 年，营运货车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比 2013 年降低 4%以上。 

  （十二）抓好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完善公共机构能源审计及考核办法。推进公共机构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

目，将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服务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开展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建设，将 40%以上的中央国家

机关本级办公区建成节约型办公区。2014-2015 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年均降低 2.2%，力争超额完成

“十二五”时期降低 12%的目标。 

  四、强化技术支撑 

  （十三）加强技术创新。实施节能减排科技专项行动和重点行业低碳技术创新示范工程，以电力、钢铁、

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等行业和交通运输等领域为重点，加快节能减排共性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研发生产。在能耗

高、节能减排潜力大的地区，实施一批能源分质梯级利用、污染物防治和安全处置等综合示范科技研发项目。实施

水体污染治理与控制重大科技专项，突破化工、印染、医药等行业源头控制及清洁生产关键技术瓶颈。鼓励建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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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多种形式的产学研战略联盟，引导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投入。 

  （十四）加快先进技术推广应用。完善节能低碳技术遴选、评定及推广机制，以发布目录、召开推广会等

方式向社会推广一批重大节能低碳技术及装备，鼓励企业积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进行节能改造，实现新增节能能力

1350 万吨标准煤。在钢铁烧结机脱硫、水泥脱硝和畜禽规模养殖等领域，加快推广应用成熟的污染治理技术。实施

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示范工程。 

  五、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 

  （十五）完善价格政策。严格清理地方违规出台的高耗能企业优惠电价政策。落实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

政策，节能目标完成进度滞后地区要进一步加大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执行力度。对电解铝企业实行阶梯电价政策，

并逐步扩大到其他高耗能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落实燃煤机组环保电价政策。完善污水处理费政策，研究将污泥处

理费用纳入污水处理成本。完善垃圾处理收费方式，提高收缴率。 

  （十六）强化财税支持。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节能减排的资金支持力度，整合各领域节能减排资金，加

强统筹安排，提高使用效率，努力促进资金投入与节能减排工作成效相匹配。严格落实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所得税减

免政策。实施煤炭等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清理取消有关收费基金。开展环境保护税立法工作，加快推进环境保护

费改税。 

  （十七）推进绿色融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快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加大对节能减排降碳项目的支持力

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企业债券等，拓宽融资渠道。建立节能减排与金融

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信息共享联动机制，促进节能减排信息在金融机构中实现共享，作为综合授信和融资支持的重

要依据。积极引导多元投资主体和各类社会资金进入节能减排降碳领域。 

  六、积极推行市场化节能减排机制 

  （十八）实施能效领跑者制度。定期公布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空调、冰箱等量大面广终端用能产品目录，

单位产品能耗最低的乙烯、粗钢、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高耗能产品生产企业名单，以及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机关、

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名单，对能效领跑者给予政策扶持，引导生产、购买、使用高效节能产品。适时将能效领跑

者指标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 

  （十九）建立碳排放权、节能量和排污权交易制度。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研究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加快制定节能量交易工作实施方案，依托现有交易平台启动项目节能量交易。继续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

易试点。 

  （二十）推行能效标识和节能低碳产品认证。修订能效标识管理办法，将实施能效标识的产品由 28 类扩

大到 35 类。整合节能和低碳产品认证制度，制定节能低碳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将实施节能认证的产品由 117 类扩

大到 139 类，强化对认证结果的采信。将产品能效作为质量监管的重点，严厉打击能效虚标行为。 

  （二十一）强化电力需求侧管理。落实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完善配套政策，严格目标责任考核。建设国

家电力需求侧管理平台，推广电能服务，继续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城市综合试点。电网企业要确保完成年度电力电

量节约指标，并对平台建设及试点工作给予支持和配合。电力用户要积极采用节电技术产品，优化用电方式，提高

电能利用效率。通过推行电力需求侧管理机制，2014-2015 年节约电量 400 亿千瓦时，节约电力 900 万千瓦。 

  七、加强监测预警和监督检查 

  （二十二）强化统计预警。加强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物排放计量与统计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

节能减排降碳的计量、统计、监测、核查体系，确保相关指标数据准确一致。加强分析预警，定期发布节能目标完

成情况晴雨表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公告。各地区要研究制定确保完成节能减排降碳目标的预警调控方案，根据形

势适时启动。 

  （二十三）加强运行监测。加快推进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2014 年完成试点，2015 年基

本建成。进一步完善主要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确保监测系统连续稳定运行，到 2015 年底，污染源自动监控

数据有效传输率达到 75%，企业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达到 80%，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结果公布率达到 95%。 

  （二十四）完善法规标准。推进节约能源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

推动开展节能评估审查、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等工作，加快制定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等法规，

研究制定节能监察办法。实施百项能效标准推进工程，制（修）订一批重要节能标准、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落实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特别限值要求。 

  （二十五）强化执法监察。加强节能监察能力建设，到 2015 年基本建成省、市、县三级节能监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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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能源监管派出机构的作用，加强能源消费监管。2014 年下半年，各地区节能主管部门要针对万家重点用能企业

开展专项监察。环保部门要持续开展专项执法，公布违法排污企业名单，发布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对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公开通报或挂牌督办。依法查处违法用能排污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实行节能减排执法责任制，对行政不

作为、执法不严等行为，严肃追究有关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负责人的责任。 

  八、落实目标责任 

  （二十六）强化地方政府责任。各省（区、市）要严格控制本地区能源消费增长。严格实施单位 GDP 能

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目标责任考核，减排重点考核污染物控制目标、责任书项目落实、监测监控体系建设运

行等情况。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节能减排降碳工作负总责，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对未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的地区，必要时请国务院领导同志约谈省级政府主要负责人，有关部门按规定进行问责，相关负责人在考核

结果公布后的一年内不得评选优秀和提拔重用，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对超额完成“十二五”目标任务的地区，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根据贡献大小给予适当奖励。 

  （二十七）落实重点地区责任。海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节能降碳目标完成进度滞后的地区，要

抓紧制定具体方案，采取综合性措施，确保完成节能降碳目标任务。云南、贵州、广西、新疆等减排工作进展缓慢

地区，要进一步挖掘潜力，确保完成减排目标。强化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污染减排，尽可能

多削减氮氧化物，力争 2014-2015 年实现氮氧化物减排 1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 个百分点。年能源消费量 2 亿吨

标准煤以上的重点用能地区和东中部排放量较大地区，在确保完成目标任务前提下要多作贡献。各省级人民政府要

对年能源消费量 300 万吨标准煤以上的市县实行重点管理，出台措施推动多完成节能任务。18 个节能减排财政政

策综合示范城市要争取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节能目标，或到 2015 年超额完成目标的 20%以上。低碳试点省（区）

和城市要提前完成“十二五”降碳目标。 

  （二十八）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责任。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多方齐抓共管，

形成工作合力。发展改革委要履行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会同环境保护部等

有关部门加强对地方和企业的监督指导，抓紧制定出台对进度滞后地区的帮扶督办方案，密切跟踪工作进展，督促

行动方案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环境保护部等要全面加强监管，其他各相关部门也要抓紧行动，共同做好节能减排降

碳工作。 

  （二十九）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企业要严格遵守节能环保法律法规及标准，加强内部管理，增加资金投入，

及时公开节能环保信息，确保完成目标任务。中央企业要积极发挥表率作用，把节能减排任务完成情况作为企业绩

效和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国有企业要力争提前完成“十二五”节能目标。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加强企业自

律、树立行业标杆、制定技术规范、推广先进典型等方面的作用。 

  （三十）动员公众积极参与。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调动社会公众参与节能减排的积极性。鼓励

对政府和企业落实节能减排降碳责任进行社会监督。 

  附件：1.2014-2015 年各地区燃煤锅炉淘汰任务 

     2.2014-2015 年各地区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工程任务 

     3.2014 年各地区黄标车及老旧车辆淘汰任务 

附件 1 

2014-2015 年各地区燃煤锅炉淘汰任务 

地区  淘汰任务（万蒸吨） 

北京  0.9 

天津  1.2 

河北  2.2 

山西  1.0 

内蒙古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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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1.0 

吉林  0.5 

黑龙江  1.0 

上海  0.5 

江苏  1.1 

浙江  1.4 

安徽  0.6 

福建  0.3 

江西  0.2 

山东  2.3 

河南  1.0 

湖北  0.4 

湖南  0.3 

广东  0.5 

广西  0.1 

海南  0 

重庆  0.1 

四川  0.2 

贵州  0.1 

云南  0.4 

西藏  0 

陕西  0.8 

甘肃  0.3 

青海  0.1 

宁夏  0.2 

新疆  0.4 

合计  20 

  注：分配淘汰任务参考了各地区现有的中小锅炉容量，并加大了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

的淘汰力度。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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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各地区 

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工程任务 

地区  
火电脱硝 

（万千瓦）  

钢铁烧结机脱硫 

（平方米）  

水泥脱硝 

（万吨） 

北京  0  0  210 

天津  596  1430  0 

河北  1500  11010  2160 

山西  1134  2531  1650 

内蒙古  3369  1777  3300 

辽宁  1293  4764  3450 

吉林  1119  560  270 

黑龙江  1092  270  630 

上海  344  264  75 

江苏  1313  3692  4080 

浙江  892  480  1860 

安徽  1051  910  3600 

福建  157  0  0 

江西  541  641  2610 

山东  3140  1973  5040 

河南  2243  492  5400 

湖北  1100  1388  4410 

湖南  766  710  660 

广东  602  0  5820 

广西  506  360  750 

海南  167  0  270 

重庆  466  0  1530 

四川  642  740  3450 

贵州  1200  684  1200 

云南  862  2575  2400 

陕西  955  0  300 

甘肃  539  646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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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90  0  480 

宁夏  643  132  750 

新疆（不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818  1410  270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30  352  1200 

  注：西藏自治区数据暂缺。 

  

附件 3 

  

2014 年各地区黄标车及老旧车辆淘汰任务 

地区  淘汰任务（万辆） 

北京  39.1 

天津  14.3 

河北  66 

山西  21.6 

内蒙古  16.8 

辽宁  34.9 

吉林  17 

黑龙江  20.5 

上海  16 

江苏  30.7 

浙江  28.1 

安徽  25.8 

福建  9.9 

江西  14.6 

山东  42.8 

河南  28.2 

湖北  18.5 

湖南  15.2 

广东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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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10 

海南  2 

重庆  5.7 

四川  17.6 

贵州  6.9 

云南  14.7 

西藏  0.38 

陕西  13.4 

甘肃  7.2 

青海  2 

宁夏  4.4 

新疆  7.5 
 

 

 

 

 

6.3.32）《关于实施《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建科[2001]239 号 2001 年 11 月 20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8394.html  

关于实施《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 

建科[2001]2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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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设厅（建委）、计委、经贸委（经委）、财政厅（局），国务院各部、委、

直属机构（总公司）建设（基建）司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各有关地方建筑节能（墙改）办公室： 

  为进一步推进长江流域及其周围夏热冬冷地区建筑节能工作，提高和改善该地区人民的居住环境质量，全

面实现建筑节能 50％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建设部组织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JGJ134—2001）（以下简称《节能标准》）已于 2001 年 7 月颁布，自 2001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夏热冬冷地区是指长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涉及 1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该地区面积约 180 万平方公

里，人口约 5．5 亿，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 48％，是一个人口密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该地区夏季炎热，

冬季潮湿寒冷。过去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原因，该地区的一般居住建筑没有采暖空调设施，居住建筑的设计对保温隔

热问题不够重视，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普遍很差，冬夏季建筑室内热环境与居住条件十分恶劣。随着这一地区的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居民普遍自行安装采暖空调设备。由于没有科学的设计和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致使该地区冬季建筑采暖、夏季建筑空调能耗急剧上升，能源浪费严重，居民用于能源的支出大幅度增加，居住条

件也未得到根本改善。《节能标准》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的建筑节能工作已经进入向中部地区推进的阶段。为了做

好《节能标准》的贯彻和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节能标准》对夏热冬冷地区居建筑从建筑、热工和暖通空调设计方面提出节能措施，对采暖和空调

能耗规定了控制指标，达到了指导设计的深度。各地应当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同时可结合实际编制《节能标

准》的实施细则。 

  二、《节能标准》的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国家及有关部门关于建筑节能的政策与管理规定要求执行。

实施《节能标准》，要与推广新型墙体材料和淘汰实心粘土砖紧密结合，节能建筑应积极采用新型墙体材料。各地

自实施新标准之日起，新建民用建筑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计任务书，应当包括合理用能的专题论证。

依法审批的机关要依照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建设部《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节能篇（章）”

编制及评估的规定》（计交能[1997]2542 号）的有关规定，对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计任务书组织节能论

证和评估。对不符合节能标准的项目，不得批准建设；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节能要求和《节能标准》委托工程项目的

设计，不得擅自修改节能设计文件；设计单位应当依据建设单位的委托以及《节能标准》进行设计，保证建筑节能

设计质量；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计单位，在进行施工图设计审查时，应当审查节能设计的内容；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节能设计进行施工，保证工程施工质量；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不按节能设计标准要求施工

和验收的项目，应责令改正，并应在质量监督文件中予以注明。对于达不到《节能标准》第 3．0．3，4．0．3，

4．0．4，4．0．7，4．0．8，5．0．5，6．0．2 等强制性条文规定要求的，应按照建设部《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或参照《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76 号）等有关条款进行处罚。 

  三、国家鼓励建设节能建筑。采用新型墙体材料且达到《节能标准》要求的，应按照财政部关于新型墙体

材料专项基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免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在推广节能建筑中，不应大幅度提高建筑成本，要通过

采取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降低工程造价。 

  四、各地在贯彻执行《节能标准》过程中，可在本地区逐步扩大建设试点示范建筑，并注意总结设计、施

工、管理方面的经验，制订相应的政策，宣传节能建筑的优越性，推广成功经验。 

  五、夏热冬冷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设厅（建委）应按照《节能标准》的要求，结合

本地区实际，组织筛选出若干种符合《节能标准》的结构体系及其配套的墙体、屋面等保温构造做法，以及节能型

采暖空调设备和产品。尽快组织有关单位编制符合《节能标准》要求的当地节能住宅通用设计图集，以利于《节能

标准》的实施。 

  六、夏热冬冷地区新建、改建、扩建居住建筑的建筑和建筑热工与暖通空调均应执行《节能标准》；单身

宿舍、学校、幼儿园、办公楼、医院建筑的建筑和建筑热工与暖通空调设计可参照《节能标准》执行。 

  建筑节能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有关部门及行业密切配合。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工作直接涉

及到这一广大地区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条件的改善和切身利益，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国家对该地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的关怀。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都要结合本地区实际，从《节能标准》的宣传、培训、试

点示范、相关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建筑节能的管理及组织实施等方面，制订相应的实施计划，加强节能建筑的日常

运行管理和维护，确保节能效益的实现。实施过程中有何具体问题请与建设部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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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6.3.33）《关于实施《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建科[2003]237 号 2003 年 12 月 05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8475.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03-00042 主题信息：标准定额,节能减排发文单位：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生成日期：2003 年 12 月 05 日文件名称：关于实施《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有 效 期：

文  号：建科[2003]237 号主 题 词：关于实施《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   

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省（自治区）建设厅（建委）、发改委、财政厅（局），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关 （总

公司）建设（基建）司（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  

  为进一步推进夏热冬暖地区建筑节能工作，提高和改善夏热冬暖地区人民的居住环境质量，全面实现建筑

节能 50％的目标，建设部组织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

2003）（以下简称《节能标准》）已于 2003 年 7 月颁布。为做好宣传贯彻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建筑节能工作的重要意义。做好建筑节能工作是各级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改善人民群众

居住质量，努力降低建筑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发展建筑节

能技术，不仅可以推动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全面提升建筑业技术水平；而且通过贯彻强制性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还可以成为建筑体系创新的突破口。各级建设、发展改革和财政主管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大工作力度，实施有利于

推进建筑节能的政策和法规，把建筑节能这项利国利民的工作落到实处。各地应当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节能

标准》，同时可结合本地实际编制《节能标准》的实施细则。  

  二、实施《节能标准》，要严格执行国家及有关部门关于建筑节能的政策与管理规定，并与推广新型墙体

材料和淘汰实心粘土砖紧密结合。节能建筑应积极采用各类新型墙体材料。各地自实施新标准之日起，新建民用建

筑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包括合理用能的专题论证。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节能要求和《节能标准》委托工

程项目的设计，不得擅自修改节能设计文件。设计单位应当依据建设单位的委托以及《节能标准》进行设计，保证

建筑节能设计质量。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施工图审查机构，在进行施工图设计审查时，应当审查节

能设计的内容。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节能设计进行施工，保证工程施工质量。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不按节能设

计标准要求施工和验收的项目，应责令改正。对于达不到《节能标准》第 4．0．4、4．0．5、4．0．6、4．0．7、

4．0．10、4．0．11、6．0．2、6．0．6 等强制性条文规定要求的，应按照建设部《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

规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和《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76 号）进行处罚。  

  三、国家鼓励使用新型墙体材料建设节能建筑。采用新型墙体材料的建筑，应按照财政部和原国家经贸委

关于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免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在推广节能建筑中，要通过采用新材料、

新产品、新技术，努力降低工程造价。  

  四、各地在贯彻执行《节能标准》过程中，要注意总结设计、施工、管理方面的经验，制订相应政策，宣

传节能建筑和新型墙材的优越性，逐步扩大建设试点示范建筑，推广成功经验。  

  五、夏热冬暖地区应按照《节能标准》的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组织筛选出若干种符合《节能标准》的

结构体系及其配套的墙体、屋面等保温构造做法，以及节能型采暖空调设备和产品。尽快组织有关单位编制符合《节

能标准》要求的当地节能住宅通用设计图集，以利于《节能标准》的实施。  

  建筑节能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有关部门及行业密切配合。各地在实施过程中如有具体问题请与相

关主管部门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三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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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部分 城市建设(园林绿化、市政工程、区内道路、环卫设施、城

镇减排、城市供水) 

7.1 园林绿化 

绿化不到位，违反规划法规，绿化规章及强制性条文等。 

7.2 市政工程 

 排污排水没有引入市政工程，水质水压问题。 

7.3 区内道路 

小区道路破烂不堪,说给予重新浇注水泥,至今未落实 

7.4 环卫设施 

 垃圾处理配套不到位。 

7.5 城镇减排 

 一楼建酒店，违法乱纪排污。影响居民生活。 

7.6 城市供水 

水质有问题,水压有问题,造成我们用水的电器基本无法使用.水质混沌.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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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法律法规 

7.7.1）《城市绿化管理条例》(1992 年 6 月 22 日国务院令第 100 号，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令第 588 号，2017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令第 676 号） 

http://zwgk.hzzk.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7012/2/201212/188837.html  1992 

http://czs.gov.cn/cgj/zwgk/zcfg/content_148647.html   1992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860771.htm   2011 

http://cgzf.sh.gov.cn/main/news_234.html   2011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219138.htm   2017 

《城市绿化条例》 1992 

《城市绿化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00 号令)城市绿化条例 

(1992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第 104 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第 100 号令发布  1992 年 8 月 1 日 

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四章  罚则 

第五单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生活环境，增进人民身心健康，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城市规划区内种植和养护树木花草等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 

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绿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条  国家鼓励和加强城市绿化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绿化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水平。 

    第五条  城市中的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植树或者其他绿化义务。 

    第六条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  国务院设立全国绿化委员会，统一组织领导全国城乡绿化工作，其办公室设在国务院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 

    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等，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划分，负责全国城市

绿化工作。 

    地方绿化管理体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规定。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区的城市绿化工作。 

    在城市规划区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等管理的绿化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编制城市绿化规

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九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从实际出发，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合理安排同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相适应的城

市绿化用地面积。 

    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绿化覆盖率等规划指标，由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不同城市的性质、

规模和自然条件等实际情况规定。 

    第十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根据当地的特点，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水体、植被和历史文化遗址等自然、

人文条件，以方便群众为原则，合理设置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等。 

    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单位承担。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必须有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参加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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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干道绿化带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必须按照规定报城市人民

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设计方案确需改变时，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十二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体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城市公共绿地和居住区绿地的建设，应当以植物造景为主，选用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树木花草，并适当配置泉、

石、雕塑等景物。 

    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因地制宜地规划不同类型的防护绿地。各有关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负责本单位管界内防护绿地的绿化建设。 

    第十四条  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规划和建设，由该单位自行负责，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监督检查，并给予技术指导。 

    第十五条  城市苗圃、草圃、花圃等生产绿地的建设，应当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 

    第十六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绿化工程竣工后，应当经城市

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该工程的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七条  城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和开发住宅区项目，需要绿化的，其基本建 

设投资中应当包括配套的绿化建设投资，并统一安排绿化工程施工，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绿化任务。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八条  城市的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的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各单位管界内的防护绿地的绿化，由该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单位自建的公园和单位

附属绿地的绿化，由该单位管理；居住区绿地的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

单位管理；城市苗圃、草圃和花圃等，由其经营单位管理。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化规划用地性质或者破坏绿化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

水体和植被。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占用的城市绿化用地，应当限期归还。 

    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

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 

    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二条  在城市的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必须向公共绿地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城市人

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同意后，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在公共绿地管理单

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并遵守公共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城市的绿地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保持树木花草繁茂及绿化设施完好。 

    第二十四条  为保证管线的安全使用需要修剪树木时，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按照兼顾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修剪。承担修剪费用的办法，由城市人民政府规定。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安全时，管线管理单位可以先行修剪、扶正或者砍伐树木，但是，应当

及时报告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 

    第二十五条  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

名木。 

    对城市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的档

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养护管理。在单位管界内或者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者居民负责养护，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同意，并报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六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或者城市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干道

绿化带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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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 

施。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

单位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 

    （二）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的； 

    （三）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 

    （四）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 

    第二十八条  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

恢复原状，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未经同意擅自在城市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限期迁出或者拆除，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对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

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设点申请批准文件，并

可以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单位负责人，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地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

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起施行 

 

《城市绿化条例》2011 

城市绿化条例 

  （1992 年 6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00 号发布 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

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生活环境，增进人民身心健康，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城市规划区内种植和养护树木花草等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绿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条 国家鼓励和加强城市绿化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绿化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水平。 

  第五条 城市中的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植树或者其他绿化义务。 

  第六条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 国务院设立全国绿化委员会，统一组织领导全国城乡绿化工作，其办公室设在国务院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 

  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等，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划分，负责全国城市

绿化工作。 

  地方绿化管理体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规定。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区的城市绿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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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规划区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等管理的绿化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编制城市绿化规

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九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从实际出发，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合理安排同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相适应的城

市绿化用地面积。 

  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绿化覆盖率等规划指标，由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不同城市的性质、

规模和自然条件等实际情况规定。 

  第十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根据当地的特点，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水体、植被和历史文化遗址等自然、

人文条件，以方便群众为原则，合理设置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等。 

  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单位承担。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必须有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参加审查。 

  城市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干道绿化带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必须按照规定报城市人民

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设计方案确需改变时，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十二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体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城市公共绿地和

居住区绿地的建设，应当以植物造景为主，选用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树木花草，并适当配置泉、石、雕塑等景物。 

  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因地制宜地规划不同类型的防护绿地。各有关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负责本单位管界内防护绿地的绿化建设。 

  第十四条 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规划和建设，由该单位自行负责，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监督检查，并给予技术指导。 

  第十五条 城市苗圃、草圃、花圃等生产绿地的建设，应当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 

  第十六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绿化工程竣工后，应当经城市

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该工程的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七条 城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和开发住宅区项目，需要绿化的，其基本建设投资中应当包括

配套的绿化建设投资，并统一安排绿化工程施工，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绿化任务。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八条 城市的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的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各单位管界内的防护绿地的绿化，由该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单位自建的公园和单位

附属绿地的绿化，由该单位管理；居住区绿地的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

单位管理；城市苗圃、草圃和花圃等，由其经营单位管理。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化规划用地性质或者破坏绿化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

水体和植被。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占用的城市绿化用地，应当限期归还。 

  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

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 

  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二条 在城市的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必须向公共绿地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城市人

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同意后，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在公共绿地管理单

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并遵守公共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城市的绿地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保持树木花草繁茂及绿化设施完好。 

  第二十四条 为保证管线的安全使用需要修剪树木时，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按照兼顾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修剪。承担修剪费用的办法，由城市人民政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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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安全时，管线管理单位可以先行修剪、扶正或者砍伐树木，但是，应当

及时报告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 

  第二十五条 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

名木。 

  对城市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的档

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养护管理。在单位管界内或者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者居民负责养护，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同意，并报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六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或者城市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干道

绿化带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

单位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 

  （二）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的； 

  （三）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 

  （四）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 

  第二十八条 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

恢复原状，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未经同意擅自在城市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限期迁出或者拆除，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对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

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设点申请批准文件，并

可以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单位负责人，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地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

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 199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城市绿化条例》2017 

城 市 绿 化 条 例 

（1992 年 6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00 号发布 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7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

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101 页 共 3277 页 

第一条 为了促进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生活环境，增进人民身心健康，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城市规划区内种植和养护树木花草等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绿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条 国家鼓励和加强城市绿化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绿化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水平。 

第五条 城市中的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植树或者其他绿化义务。 

第六条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 国务院设立全国绿化委员会，统一组织领导全国城乡绿化工作，其办公室设在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

门。 

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等，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划分，负责全国城市绿化

工作。 

地方绿化管理体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规定。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区的城市绿化工作。 

在城市规划区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等管理的绿化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编制城市绿化规划，并

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九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从实际出发，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合理安排同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相适应的城市绿

化用地面积。 

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绿化覆盖率等规划指标，由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不同城市的性质、规模

和自然条件等实际情况规定。 

第十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根据当地的特点，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水体、植被和历史文化遗址等自然、人

文条件，以方便群众为原则，合理设置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等。 

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单位承担。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必须有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参加审查。 

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设计方案确需改变时，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十二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体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城市公共绿地和居住

区绿地的建设，应当以植物造景为主，选用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树木花草，并适当配置泉、石、雕塑等景物。 

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因地制宜地规划不同类型的防护绿地。各有关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

本单位管界内防护绿地的绿化建设。 

第十四条 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规划和建设，由该单位自行负责，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监

督检查，并给予技术指导。 

第十五条 城市苗圃、草圃、花圃等生产绿地的建设，应当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 

第十六条 城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和开发住宅区项目，需要绿化的，其基本建设投资中应当包括配套

的绿化建设投资，并统一安排绿化工程施工，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绿化任务。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七条 城市的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的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管理；各单位管界内的防护绿地的绿化，由该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单位自建的公园和单位附属

绿地的绿化，由该单位管理；居住区绿地的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单位

管理；城市苗圃、草圃和花圃等，由其经营单位管理。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化规划用地性质或者破坏绿化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水体

和植被。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占用的城市绿化用地，应当限期归还。 

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有关

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102 页 共 3277 页 

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第二十一条 在城市的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应当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在公共

绿地管理单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并遵守公共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城市的绿地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保持树木花草繁茂及绿化设施完好。 

第二十三条 为保证管线的安全使用需要修剪树木时，应当按照兼顾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

修剪。承担修剪费用的办法，由城市人民政府规定。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安全时，管线管理单位可以先行扶正或者砍伐树木，但是，应当及时报告城

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 

第二十四条 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 

对城市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的档案和

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养护管理。在单位管界内或者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者居民负责养护，城

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并报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由城市人

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

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 

（二）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 

（三）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 

（四）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 

第二十七条 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恢复

原状，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对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授权的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单位负责人，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地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

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

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 199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7.7.2）《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992 年 6 月 28 日国务院令第 101 号，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令第 588

号，2017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令第 6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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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860772.htm  2011 

http://www.tjssrw.gov.cn/system/2017/05/17/012282116.shtml   2011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219144.htm   2017 

http://www.waizi.org.cn/law/17666.html   2017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992 

（１９９２年６月２８日国务院令第１０１号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创造清洁、优美的城市工作、生活环境，促进城市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内，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区负责、专业人员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第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积极推行环境卫生用工制度的改革，并采取措施，逐步提高环境卫生

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  

第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科学知识的宣传，提高公民的环境卫生意识，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尊重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的劳动，不得妨碍、阻挠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履行

职务。  

第七条 国家鼓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水平。  

第八条 对在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二章 城市市容管理  

第九条 城市中的建筑物和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城市容貌标准。对外开放城市、风景旅游城市和有条件

的其他城市，可以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制定严于国家规定的城市容貌标准；建制镇可以参照国家规定的城市容貌标

准执行。  

第十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保持建筑物的整洁、美观。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

窗外，不得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搭建或封闭阳台必须符合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

规定。  

第十一条 在城市中设置户外广告、标语牌、画廊、橱窗等，应当内容健康、外型美观，并定期维修、油饰或者

拆除。  

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二条 城市中的市政公用设施，应当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并维护和保持设施完好、整洁。  

第十三条 主要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前，应当根据需要与可能，选用透景、半透景的围墙、栅栏或者绿篱、花坛

（池）、草坪等作为分界。  

临街树木、绿篱、花坛（池）、草坪等，应当保持整洁、美观。栽培、整修或者其他作业留下的渣士、枝叶等，

管理单位、个人或者作业者应当及时清除。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因建

设等特殊需要，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必须征得城

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五条 在市区运行的交通运输工具，应当保持外型完好、整洁，货运车辆运输的液体、散装货物，应当密

封、包扎、覆盖，避免泄漏，遗撒。  

第十六条 城市的工程施工现场材料、机具应当堆放整齐，渣士应当及时清运；临街工地应当设置护栏或者围

布遮挡；停工场地应当及时整理并作必要的覆盖；竣工后，应当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  

第十七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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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批准。  

第三章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  

第十八条 城市中的环境卫生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城市环境卫生标准。  

第十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在进行城市新区开发或者旧区改造时，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生活废弃物的清

扫、收集、运输和处理等环境卫生设施，所需经费应当纳入建设工程概算。  

第二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居住人口密度和流动人口数量以及公共场

所等特定地区的需要，制定公共厕所建设规划，并按照规定的标准，建设、改造或者支持有关单位建设、改造公共

厕所。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配备专业人员或者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负责公共厕所的保洁和

管理；有关单位和个人也可以承包公共厕所的保洁和管理。公共厕所的管理者可以适当收费，具体办法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对不符合规定标准的公共厕所，城市人民政府应当责令有关单位限期改造。  

公共厕所的粪便应当排入贮（化）粪池或者城市污水系统。  

第二十一条 多层和高层建筑应当设置封闭式垃圾通道或者垃圾贮存设施，并修建清运车辆通道。  

城市街道两侧，居住区或者人流密集地区，应当设置封闭式垃圾容器、果皮箱等设施。 

第二十二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拆除环境卫生设施；因建设需要必须拆除的，建设单位必须事先提出拆

迁方案，报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的主要街道、广场和公共水域的环境卫生，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负责。  

居住区、街巷等地方，由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专人清扫保洁。  

第二十四条 飞机场、火车站、公共汽车始末站、港口、影剧院、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体育馆（场）和公

园等公共场所，由本单位负责清扫保洁。  

第二十五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划分的卫生

责任区负责清扫保洁。  

第二十六条 城市集贸市场，由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专人清扫保洁。  

各种摊点，由从业者负责清扫保洁。  

第二十七条 城市港口客货码头作业范围内的水面，由港口客货码头经营单位责成作业者清理保洁。  

在市区水域行驶或者停泊的各类船舶上的垃圾、粪便，由船上负责人依照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

粪便。  

对垃圾、粪便应当及时清运，并逐步做到垃圾、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  

对城市生活废弃物应当逐步做到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  

第二十九条 环境卫生管理应当逐步实行社会化服务。有条件的城市，可以成立环境卫生服务公司。  

凡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理废弃物的，应当交纳服务费。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发展城市煤气、天然气、液化气，改变燃料结构；鼓励和支持有关部门

组织净菜进城和回收利用废旧物资，减少城市垃圾。  

第三十一条 医院、疗养院、屠宰场、生物制品厂产生的废弃物，必须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 公民应当爱护公共卫生环境，不随地吐痰、便溺、不乱扔果皮、纸屑和烟头等废弃物。  

第三十三条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的市区内，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因教学、科研

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须经其所在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章 罚 则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这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

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  

（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和烟头等废弃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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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等的；  

（三）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的；  

（四）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粪便的；  

（五）不履行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义务或者不按规定清运、处理垃圾和粪便的；  

（六）运输液体、散装货物不作密封、包扎、覆盖，造成泄漏、遗撒的；  

（七）临街工地不设置护栏或者不作遮挡、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并作必要覆盖或者竣工后不及时清理和平整场

地，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  

第三十五条 未经批准擅自饲养家畜家禽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限期或者予以没收，并可处以罚款。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  

（二）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  

第三十七条 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

罚款。  

第三十八条 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附属设施的，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

位除责令其恢复原状外，可以并处罚款；盗窃、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侮辱、殴打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或者阻挠其执行公务的，依刑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

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自接到

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拆。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

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

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未设镇建制的城市型居民区可以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由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起施行。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1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1992 年 6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01 号发布 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

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创造清洁、优美的城市工作、生活环境，促进城市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内，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区负责、专业人员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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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第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积极推行环境卫生用工制度的改革，并采取措施，逐步提高环境

卫生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 

  第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科学知识的宣传，提高公民的环境卫生意识，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尊重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的劳动，不得妨碍、阻挠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

履行职务。 

  第七条 国家鼓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水平。 

  第八条 对在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二章 城市市容管理 

  第九条 城市中的建筑物和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城市容貌标准。对外开放城市、风景旅游城市和有

条件的其他城市，可以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制定严于国家规定的城市容貌标准；建制镇可以参照国家规定的城市容

貌标准执行。 

  第十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保持建筑物的整洁、美观。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

台和窗外，不得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搭建或者封闭阳台必须符合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的有关规定。 

  第十一条 在城市中设置户外广告、标语牌、画廊、橱窗等，应当内容健康、外型美观，并定期维修、油

饰或者拆除。 

  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

续。 

  第十二条 城市中的市政公用设施，应当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并维护和保持设施完好、整洁。 

  第十三条 主要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前，应当根据需要与可能，选用透景、半透景的围墙、栅栏或者绿篱、

花坛（池）、草坪等作为分界。 

  临街树木、绿篱、花坛（池）、草坪等，应当保持整洁、美观。栽培、整修或者其他作业留下的渣土、枝叶

等，管理单位、个人或者作业者应当及时清除。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因建设等特殊需要，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必须征

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五条 在市区运行的交通运输工具，应当保持外型完好、整洁，货运车辆运输的液体、散装货物，应

当密封、包扎、覆盖，避免泄漏、遗撒。 

  第十六条 城市的工程施工现场的材料、机具应当堆放整齐，渣土应当及时清运；临街工地应当设置护栏

或者围布遮挡；停工场地应当及时整理并作必要的覆盖；竣工后，应当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 

  第十七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 

  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第三章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 

  第十八条 城市中的环境卫生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城市环境卫生标准。 

  第十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在进行城市新区开发或者旧区改造时，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生活废弃物

的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理等环境卫生设施，所需经费应当纳入建设工程概算。 

  第二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居住人口密度和流动人口数量以及公

共场所等特定地区的需要，制定公共厕所建设规划，并按照规定的标准，建设、改造或者支持有关单位建设、改造

公共厕所。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配备专业人员或者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负责公共厕所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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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和管理；有关单位和个人也可以承包公共厕所的保洁和管理。公共厕所的管理者可以适当收费，具体办法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对不符合规定标准的公共厕所，城市人民政府应当责令有关单位限期改造。 

  公共厕所的粪便应当排入贮（化）粪池或者城市污水系统。 

  第二十一条 多层和高层建筑应当设置封闭式垃圾通道或者垃圾贮存设施，并修建清运车辆通道。 

  城市街道两侧、居住区或者人流密集地区，应当设置封闭式垃圾容器、果皮箱等设施。 

  第二十二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因建设需要必须拆除的，建设单位必须事先

提出拆迁方案，报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的主要街道、广场和公共水域的环境卫生，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负

责。 

  居住区、街巷等地方，由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专人清扫保洁。 

  第二十四条 飞机场、火车站、公共汽车始末站、港口、影剧院、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体育馆（场）

和公园等公共场所，由本单位负责清扫保洁。 

  第二十五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划分的

卫生责任区负责清扫保洁。 

  第二十六条 城市集贸市场，由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专人清扫保洁。 

  各种摊点，由从业者负责清扫保洁。 

  第二十七条 城市港口客货码头作业范围内的水面，由港口客货码头经营单位责成作业者清理保洁。 

  在市区水域行驶或者停泊的各类船舶上的垃圾、粪便，由船上负责人依照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处理实施监督管

理。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

圾、粪便。 

  对垃圾、粪便应当及时清运，并逐步做到垃圾、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 

  对城市生活废弃物应当逐步做到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 

  第二十九条 环境卫生管理应当逐步实行社会化服务。有条件的城市，可以成立环境卫生服务公司。 

  凡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理废弃物的，应当交纳服务费。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发展城市煤气、天然气、液化气，改变燃料结构；鼓励和支持有关

部门组织净菜进城和回收利用废旧物资，减少城市垃圾。 

  第三十一条 医院、疗养院、屠宰场、生物制品厂产生的废弃物，必须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 公民应当爱护公共卫生环境，不随地吐痰、便溺，不乱扔果皮、纸屑和烟头等废弃物。 

  第三十三条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的市区内，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因教学、

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须经其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章 罚  则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

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 

  （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和烟头等废弃物的； 

  （二）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等的； 

  （三）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的； 

  （四）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粪便的； 

  （五）不履行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义务或者不按规定清运、处理垃圾和粪便的； 

  （六）运输液体、散装货物不作密封、包扎、覆盖，造成泄漏、遗撒的； 

  （七）临街工地不设置护栏或者不作遮挡、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并作必要覆盖或者竣工后不及时清理和平

整场地，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 

  第三十五条 未经批准擅自饲养家畜家禽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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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收，并可处以罚款。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停

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 

  （二）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

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 

  第三十七条 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

处以罚款。 

  第三十八条 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

托的单位除责令其恢复原状外，可以并处罚款；盗窃、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侮辱、殴打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或者阻挠其执行公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

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

自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

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

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未设镇建制的城市型居民区可以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由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 199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7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1992 年 6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01 号发布 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7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

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创造清洁、优美的城市工作、生活环境，促进城市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内，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区负责、专业人员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第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积极推行环境卫生用工制度的改革，并采取措施，逐步提高环境卫生

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 

第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科学知识的宣传，提高公民的环境卫生意识，养成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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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习惯。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尊重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的劳动，不得妨碍、阻挠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履行

职务。 

第七条 国家鼓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水平。 

第八条 对在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二章 城市市容管理 

第九条 城市中的建筑物和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城市容貌标准。对外开放城市、风景旅游城市和有条件

的其他城市，可以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制定严于国家规定的城市容貌标准；建制镇可以参照国家规定的城市容貌标

准执行。 

第十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保持建筑物的整洁、美观。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

窗外，不得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搭建或者封闭阳台必须符合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有

关规定。 

第十一条 在城市中设置户外广告、标语牌、画廊、橱窗等，应当内容健康、外型美观，并定期维修、油饰或

者拆除。 

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二条 城市中的市政公用设施，应当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并维护和保持设施完好、整洁。 

第十三条 主要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前，应当根据需要与可能，选用透景、半透景的围墙、栅栏或者绿篱、花坛

（池）、草坪等作为分界。 

临街树木、绿篱、花坛（池）、草坪等，应当保持整洁、美观。栽培、整修或者其他作业留下的渣土、枝叶等，

管理单位、个人或者作业者应当及时清除。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因建

设等特殊需要，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必须征得城

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五条 在市区运行的交通运输工具，应当保持外型完好、整洁，货运车辆运输的液体、散装货物，应当密

封、包扎、覆盖，避免泄漏、遗撒。 

第十六条 城市的工程施工现场的材料、机具应当堆放整齐，渣土应当及时清运；临街工地应当设置护栏或者

围布遮挡；停工场地应当及时整理并作必要的覆盖；竣工后，应当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 

第十七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 

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批准。 

第三章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 

第十八条 城市中的环境卫生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城市环境卫生标准。 

第十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在进行城市新区开发或者旧区改造时，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生活废弃物的清

扫、收集、运输和处理等环境卫生设施，所需经费应当纳入建设工程概算。 

第二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居住人口密度和流动人口数量以及公共场

所等特定地区的需要，制定公共厕所建设规划，并按照规定的标准，建设、改造或者支持有关单位建设、改造公共

厕所。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配备专业人员或者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负责公共厕所的保洁和

管理；有关单位和个人也可以承包公共厕所的保洁和管理。公共厕所的管理者可以适当收费，具体办法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对不符合规定标准的公共厕所，城市人民政府应当责令有关单位限期改造。 

公共厕所的粪便应当排入贮（化）粪池或者城市污水系统。 

第二十一条 多层和高层建筑应当设置封闭式垃圾通道或者垃圾贮存设施，并修建清运车辆通道。 

城市街道两侧、居住区或者人流密集地区，应当设置封闭式垃圾容器、果皮箱等设施。 

第二十二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因建设需要必须拆除的，建设单位必须事先提出

拆迁方案，报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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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的主要街道、广场和公共水域的环境卫生，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负责。 

居住区、街巷等地方，由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专人清扫保洁。 

第二十四条 飞机场、火车站、公共汽车始末站、港口、影剧院、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体育馆（场）和

公园等公共场所，由本单位负责清扫保洁。 

第二十五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划分的卫生

责任区负责清扫保洁。 

第二十六条 城市集贸市场，由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专人清扫保洁。 

各种摊点，由从业者负责清扫保洁。 

第二十七条 城市港口客货码头作业范围内的水面，由港口客货码头经营单位责成作业者清理保洁。 

在市区水域行驶或者停泊的各类船舶上的垃圾、粪便，由船上负责人依照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

粪便。 

对垃圾、粪便应当及时清运，并逐步做到垃圾、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 

对城市生活废弃物应当逐步做到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 

第二十九条 环境卫生管理应当逐步实行社会化服务。有条件的城市，可以成立环境卫生服务公司。 

凡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理废弃物的，应当交纳服务费。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发展城市煤气、天然气、液化气，改变燃料结构；鼓励和支持有关部门

组织净菜进城和回收利用废旧物资，减少城市垃圾。 

第三十一条 医院、疗养院、屠宰场、生物制品厂产生的废弃物，必须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 公民应当爱护公共卫生环境，不随地吐痰、便溺，不乱扔果皮、纸屑和烟头等废弃物。 

第三十三条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的市区内，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因教学、科

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除外。 

第四章 罚  则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

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 

（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和烟头等废弃物的； 

（二）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等的； 

（三）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的； 

（四）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粪便的； 

（五）不履行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义务或者不按规定清运、处理垃圾和粪便的； 

（六）运输液体、散装货物不作密封、包扎、覆盖，造成泄漏、遗撒的； 

（七）临街工地不设置护栏或者不作遮挡、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并作必要覆盖或者竣工后不及时清理和平整场

地，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 

第三十五条 饲养家畜家禽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

单位，责令其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收，并可处以罚款。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 

（二）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 

第三十七条 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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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 

第三十八条 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

单位除责令其恢复原状外，可以并处罚款；盗窃、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侮辱、殴打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或者阻挠其执行公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

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自接

到处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

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

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未设镇建制的城市型居民区可以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由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 199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7.7.3）《城市供水条例》(1994 年 7 月 19 日国务院令第 158 号，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务院令第 698 号） 

http://www.mwr.gov.cn/zw/zcfg/xzfghfgxwj/201707/t20170713_955714.html  1994 

http://www.cdwater.com.cn/htm/detail_2019.html  1994 

http://www.guangrao.gov.cn/Sub/detail.aspx?id=112170  1994 

http://www.watervoice.gov.cn/html/pc/third/PolicyRegulationflfgcsgstl.html   1994 

http://zjj.hebi.gov.cn/szjj/777723/777732/2226927/index.html   1994 

http://www.waizi.org.cn/doc/33024.html   2018 

http://wsjd.laiwu.gov.cn/art/2018/4/14/art_13157_208717.html   2018 

http://www.pkulaw.com/chl/693511f81143715dbdfb.html   2018 

http://www.swj.dl.gov.cn/html/2018-07/19554.html   2018 

 

《城市供水条例》 1994 

城市供水条例 

（1994 年 7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58 号公布，自 199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供水管理，发展城市供水事业，保障城市生活、生产用水和其他各项建设用水，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供水，是指城市公共供水和自建设施供水。 

  本条例所称城市公共供水，是指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以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向单位和居民的生活、

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提供用水。 

  本条例所称自建设施供水，是指城市的用水单位以其自行建设的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主要向本单位的生

活、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提供用水。 

  第三条 从事城市供水工作和使用城市供水，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城市供水工作实行开发水源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城市供水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六条 国家实行有利于城市供水事业发展的政策，鼓励城市供水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

市供水的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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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城市供水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工作。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

内的城市供水工作。 

  第八条 对在城市供水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章 城市供水水源 

  第九条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

门和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作为城市供水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纳入城市

总体规划。 

  第十条 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应当从城市发展的需要出发，并与水资源统筹规划和水长期供

求计划相协调。 

  第十一条 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应当根据当地情况，合理安排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 

  第十二条 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应当优先保证城市生活用水，统筹兼顾工业用水和其他各项

建设用水。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会同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划定跨省、市、县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应当由有关人民政府共同商定并经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十四条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一切污染水质的活动。 

第三章 城市供水工程建设 

  第十五条 城市供水工程的建设，应当按照城市供水发展规划及其年度建设计划进行。 

  第十六条 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质证书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并遵守国家

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禁止无证或者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承担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任务。 

  第十七条 城市供水工程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组织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

用。 

  第十八条 城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需要增加用水的，其工程项目总概算应当包括供水工程建设投

资；需要增加城市公共供水量的，应当将其供水工程建设投资交付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由其统一组织城市公共

供水工程建设。 

第四章 城市供水经营 

  第十九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必须经资质审查合格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登记注册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资质审查办法由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制度，确保城市供

水的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水卫生标准。 

  第二十一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管网测压点，

做好水压监测工作，确保供水管网的压力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禁止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 

  第二十二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保持不间断供水。由于工程施工、设备

维修等原因确需停止供水的，应当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提前 24 小时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因发生灾害

或者紧急事故，不能提前通知的，应当在抢修的同时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尽快恢复正常供水，并报告城市供水行

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三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实行职工持证上岗制度。具体办法由国

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人事部门等制定。 

  第二十四条 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计量标准和水价标准按时缴纳水费。 

  第二十五条 禁止盗用或者转供城市公共供水。 

  第二十六条 城市供水价格应当按照生活用水保本微利、生产和经营用水合理计价的原则制定。 

  城市供水价格制定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五章 城市供水设施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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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供水的企业对其管理的城市供水的专用水库、引水渠道、取

水口、泵站、井群、输（配）水管网、进户总水表、净（配）水厂、公用水站等设施，应当定期检查维修，确保安

全运行。 

  第二十八条 用水单位自行建设的与城市公共供水管道连接的户外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必须经城市自来水

供水企业验收合格并交其统一管理后，方可使用。 

  第二十九条 在规定的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地面和地下的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挖坑取土或

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等危害供水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条 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第三十一条 涉及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向城市自来水供水企

业查明地下供水管网情况。施工影响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安全的，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与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

商定相应的保护措施，由施工单位负责实施。 

  第三十二条 禁止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因特殊情况确需连接的，

必须经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同意，报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在管道连接处采取必要的

防护措施。 

  禁止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 

第六章 罚则 

  第三十三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或者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对负有直接责任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一）供水水质、水压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 

  （二）擅自停止供水或者未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 

  （三）未按照规定检修供水设施或者在供水设施发生故障后未及时抢修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

以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一）无证或者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进行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或者施工的； 

  （二）未按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或者施工的； 

  （三）违反城市供水发展规划及其年度建设计划兴建城市供水工程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以罚款： 

  （一）未按规定缴纳水费的； 

  （二）盗用或者转供城市公共供水的； 

  （三）在规定的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危害供水设施安全活动的； 

  （四）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的； 

  （五）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的； 

  （六）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的； 

  （七）擅自拆除、改装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所列行为之一，情

节严重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还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停止供水。 

  第三十六条 建设工程施工危害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危害活动；造成

损失的，由责任方依法赔偿损失；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可以

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

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罚款数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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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规定。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 199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城市供水条例》 2018 

（1994 年 7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58 号发布  根据 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供水管理,发展城市供水事业,保障城市生活、生产用水和其他各项建设用水，特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供水，是指城市公共供水和自建设施供水。本条例所称城市公共供水，是指城市自来

水供水企业以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向单位和居民的生活、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提供用水。本条例所称自建设

施供水，是指城市的用水单位以其自行建设的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主要向本单位的生活、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提

供用水。 

第三条 从事城市供水工作和使用城市供水，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城市供水工作实行开发水源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城市供水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六条 国家实行有利于城市供水事业发展的政策，鼓励城市供水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供

水的现代化水平。 

第七条 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城市供水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本

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工作。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

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工作。 

第八条 对在城市供水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章 城市供水水源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地质

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作为城市供水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 纳入城市总体规

划。 

第十条 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应当从城市发展的需要出发，并与水资源统筹规划和水长期供水计

划相协。 

第十一条 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应当根据当地情况，合理安排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 第十二条:编

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应当优先保证城市生活用水，统筹兼顾工业用水和其他各项建设用水。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会同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等共同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划定跨省、市、县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

当由有关人民政府共同商定并经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十四条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一切污染水质的活动。  

第三章 城市供水工程建设 

第十五条 城市供水工程的建设，应当按照城市供水发展规划及其年度建设计划进行。 

第十六条 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应当委托特有相应资质证书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并遵守国家有关

技术标准和规范。禁止无证或者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承担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任务。 

第十七条 城市供水工程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组织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八条 城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需要增加城市公共供水量的，应当将其供水工程建设投资交付城市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由其统一组织城市公共供水工程建设。  

第四章 城市供水经营 

第十九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从事经营

活动。 

第二十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制度，确保城市供水的

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水卫生标准。 

第二十一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管网测压点，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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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压监测工作，确保供水管网的压力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禁止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 

第二十二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保持不间断供水。由于工程施工、设备维

修等原因确需停止供水的，应当经城市供水行政主观部门批准并提前 24 小时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发生灾害或

者 紧急事故，不能提前通知的，应当在抢修的同时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尽快恢复正常供水，并报告城市供水行

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三条 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实行职工持证上岗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城市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人事部门等制定。 

第二十四条 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计量标准和水价标准按时缴纳水费。 

第二十五条 禁止滥用或者转供城市公共供水。 

第二十六条 城市供水价格应当按照生活用水保本微利、生产和经营用水合理计价的原则制定。城市供水价格

制定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五章 城市供水设施维护 

第二十七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供水的企业对其管理的城市供水的专用水库、引水渠道、取水口、

泵站、井群、输（配）水管网、进户总水表、净（配）水厂、公用水站等设施，应当定期检查维修，确保安全运行。   

第二十八条 用水单位自行建设的与城市公共供水管道连接的户外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必须经城市自来水供水

企业验收合格并交其统一管理后，方可使用。 

第二十九条 在规定的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地面和地下的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挖坑取土或者修

建筑物、构筑物等危害供水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条 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报经县以上人民政府城市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第三十一条 涉及城市供水设施的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向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查明地

下供水管网情况。施工影响城市供水设施安全的，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与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商定相应的保

护措施，由施工单位负责实施。  

第三十二条 禁止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水管网系统连接；因特殊情况确需连接的，必须经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同意，并在管道连接处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禁止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三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或者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停业整顿。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可以予以行政处分：      

（一）供水水质、水压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 

（二）擅自停止供水或者来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  （三）未按照规定检修供水设施或者在供水设施发生故 

障后未及时抢修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以罚

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一）无证或者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进行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或者施工的； 

（二）未按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或者施工的； 

（三）违反城市供水发展规划及其年度建设计划兴建城市供水工程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以罚款： 

（一）未按规定缴纳水费的； 

（二）盗用或者转供城市公共供水的； 

（三）在规定的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危害供水设施安全活动的； 

（四）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的； 

（五）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的； 

（六）在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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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擅自拆除、改装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

项、第（六）项、第（七）项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还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停止供

水。  

第三十六条 建设工程施工危害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危害活动；造成损失

的，由责任方依法赔偿损失；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可以给予

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

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罚款数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

定。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 199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7.7.4）《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 年 6 月 4 日国务院令第 198 号） 

http://www.gov.cn/banshi/2005-08/23/content_25642.htm   1996 

http://www.yuelu.gov.cn/qszgs/889030/889041/901459/index.html   1996 

http://www.gov.cn/zwgk/2011-01/17/content_1785957.htm  2011   

五、对下列行政法规中关于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作出修改 

  （一）将下列行政法规中引用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改为“治安管理处罚法”。 

5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219146.htm 2017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1996 

国务院令第 198 号 

颁布日期：19960604  实施日期：19961001  颁布单位：国务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道路管理，保障城市道路完好，充分发挥城市道路功能，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道路，是指城市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具备一定技术条件的道路、桥梁及其附属

设施。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养护、维修和路政管理。 

  第四条 城市道路管理实行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协调发展和建设、养护、管理并重的原则。 

  第五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城市道路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道路管理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六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城市道路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市政工程、城市规划、公安交通等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城市道路发展规划。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制定城市道路年度建设计划，经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后

实施。 

  第八条 城市道路建设资金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政府投资、集资、国内外贷款、国有土地有偿使

用收入、发行债券等多种渠道筹集。 

  第九条 城市道路的建设应当符合城市道路技术规范。 

  第十条 政府投资建设城市道路的，应当根据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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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组织建设。 

  单位投资建设城市道路的，应当符合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并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城市住宅小区、开发区内的道路建设，应当分别纳入住宅小区、开发区的开发建设计划配套建设。 

  第十一条 国家鼓励国内外企业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按照城市道路发展规划，投资建设城市道路。 

  第十二条 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热力、供电、通信、消防等依附于城市道路的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

的建设计划，应当与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相协调，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施工原则，与城市道路同步

建设。 

  第十三条 新建的城市道路与铁路干线相交的，应当根据需要在城市规划中预留立体交通设施的建设位置。 

  城市道路与铁路相交的道口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并根据需要逐步建设立体交通设施。建设立

体交通设施所需投资，按照国家规定由有关部门协商确定。 

  第十四条 建设跨越江河的桥梁和隧道，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通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规范。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按照城市道路技术规范改建、拓宽城市道路和公路的结合

部，公路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资金上给予补助。 

  第十六条 承担城市道路设计、施工的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等级，并按照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城市

道路的设计、施工任务。 

  第十七条 城市道路的设计、施工，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城市道路设计、施工的技术规范。 

  城市道路施工，实行工程质量监督制度。 

  城市道路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八条 城市道路实行工程质量保修制度。城市道路的保修期为一年，自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保修期

内出现工程质量问题，由有关责任单位负责保修。 

  第十九条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对利用贷款或者集资建设的大型桥梁、隧道等，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向过

往车辆（军用车辆除外）收取通行费，用于偿还贷款或者集资款，不得挪作他用。 

  收取通行费的范围和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章 养护和维修 

  第二十条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对其组织建设和管理的城市道路，按照城市道路的等级、数量及养护和

维修的定额，逐年核定养护、维修经费，统一安排养护、维修资金。 

  第二十一条 承担城市道路养护、维修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城市道路养护、维修的技术规范，定期对城

市道路进行养护、维修，确保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保障城市道路完好。 

  第二十二条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建设和管理的道路，由其委托的城市道路养护、维修单位负责养

护、维修。单位投资建设和管理的道路，由投资建设的单位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负责养护、维修。城市住宅小区、开

发区内的道路，由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负责养护、维修。 

  第二十三条 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类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应当符合城市道路养护

规范。因缺损影响交通和安全时，有关产权单位应当及时补缺或者修复。 

  第二十四条 城市道路的养护、维修工程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修复竣工，并在养护、维修工程施工现场设

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保障行人和交通车辆安全。 

  第二十五条 城市道路养护、维修的专用车辆应当使用统一标志；执行任务时，在保证交通安全畅通的情

况下，不受行驶路线和行驶方向的限制。 

第四章 路政管理 

  第二十六条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执行路政管理的人员执行公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佩戴标志，持证上

岗。 

  第二十七条 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二）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行驶； 

  （三）机动车在桥梁或者非指定的城市道路上试刹车； 

  （四）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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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 4 公斤／平方厘米（0 4 兆帕）以上的煤气管道、10 千伏以上的高压电力线

和其他易燃易爆管线； 

  （六）擅自在桥梁或者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挂浮物； 

  （七）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需要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事先须征得市政工程

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 

  军用车辆执行任务需要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可以不受前款限制，但是应当按照规定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第二十九条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建

设。 

  第三十条 未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或者挖掘城

市道路。 

  第三十一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方可按照规定占用。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不得损坏城市道路；占用期满后，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恢复城市道路原

状；损坏城市道路的，应当修复或者给予赔偿。 

  第三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占用城市道路作为集贸市场。 

  确需占用城市道路作为集贸市场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城市道路作

为集贸市场的，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清退，恢复城市道路功能。 

  本条例施行前未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已经占用城市道路作为集贸市场的，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

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十三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到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方可按照规定挖掘。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 5 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 3 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

要挖掘的，须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四条 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发生故障需要紧急抢修的，可以先行破路抢修，并同时通知市政工

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 24 小时内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 

  第三十五条 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在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竣工后，应当及时

清理现场，通知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检查验收。 

  第三十六条 经批准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需要移

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的，应当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第三十七条 占用或者挖掘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城市道路的，应当向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交

纳城市道路占用费或者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城市道路占用费的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市政工程行

政主管部门拟订，报同级财政、物价主管部门核定；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同级财政、物价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八条 根据城市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单位或

者个人决定缩小占用面积、缩短占用时间或者停止占用，并根据具体情况退还部分城市道路占用费。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设计、施工，限

期改正，可以并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已经取得设计、施工资格证书，情节严重的，提请原发证机关吊销设计、施

工资格证书： 

  （一）未取得设计、施工资格或者未按照资质等级承担城市道路的设计、施工任务的； 

  （二）未按照城市道路设计、施工技术规范设计、施工的； 

  （三）未按照设计图纸施工或者擅自修改图纸的。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擅自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城市道路的，由市政工程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工程造价 2%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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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条 承担城市道路养护、维修的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定期对城市道路进行养护、维修或者

未按照规定的期限修复竣工，并拒绝接受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警告；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及时补缺或者修复的； 

  （二）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 

  （三）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的； 

  （四）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不按照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的； 

  （五）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的； 

  （六）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或者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

未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的。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应当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四条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 1996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2017 

城 市 道 路 管 理 条 例 

（1996 年 6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98 号发布 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7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

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道路管理，保障城市道路完好，充分发挥城市道路功能，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道路，是指城市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具备一定技术条件的道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养护、维修和路政管理。 

第四条 城市道路管理实行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协调发展和建设、养护、管理并重的原则。 

第五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城市道路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道路管理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六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城市道路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市政工程、城市规划、公安交通等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市

道路发展规划。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制定城市道路年度建设计划，经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 城市道路建设资金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政府投资、集资、国内外贷款、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

入、发行债券等多种渠道筹集。 

第九条 城市道路的建设应当符合城市道路技术规范。 

第十条 政府投资建设城市道路的，应当根据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组

织建设。 

单位投资建设城市道路的，应当符合城市道路发展规划。 

城市住宅小区、开发区内的道路建设，应当分别纳入住宅小区、开发区的开发建设计划配套建设。 

第十一条 国家鼓励国内外企业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按照城市道路发展规划，投资建设城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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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热力、供电、通信、消防等依附于城市道路的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建

设计划，应当与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相协调，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施工原则，与城市道路同步建设。 

第十三条 新建的城市道路与铁路干线相交的，应当根据需要在城市规划中预留立体交通设施的建设位置。 

城市道路与铁路相交的道口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并根据需要逐步建设立体交通设施。建设立体交

通设施所需投资，按照国家规定由有关部门协商确定。 

第十四条 建设跨越江河的桥梁和隧道，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通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规范。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按照城市道路技术规范改建、拓宽城市道路和公路的结合部，

公路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资金上给予补助。 

第十六条 承担城市道路设计、施工的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等级，并按照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城市道路

的设计、施工任务。 

第十七条 城市道路的设计、施工，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城市道路设计、施工的技术规范。 

城市道路施工，实行工程质量监督制度。 

城市道路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八条 城市道路实行工程质量保修制度。城市道路的保修期为 1 年，自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出

现工程质量问题，由有关责任单位负责保修。 

第十九条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对利用贷款或者集资建设的大型桥梁、隧道等，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向过往车

辆（军用车辆除外）收取通行费，用于偿还贷款或者集资款，不得挪作他用。 

收取通行费的范围和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章 养护和维修 

第二十条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对其组织建设和管理的城市道路，按照城市道路的等级、数量及养护和维修

的定额，逐年核定养护、维修经费，统一安排养护、维修资金。 

第二十一条 承担城市道路养护、维修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城市道路养护、维修的技术规范，定期对城市道

路进行养护、维修，确保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保障城市道路完好。 

第二十二条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建设和管理的道路，由其委托的城市道路养护、维修单位负责养护、

维修。单位投资建设和管理的道路，由投资建设的单位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负责养护、维修。城市住宅小区、开发区

内的道路，由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负责养护、维修。 

第二十三条 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类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应当符合城市道路养护规范。

因缺损影响交通和安全时，有关产权单位应当及时补缺或者修复。 

第二十四条 城市道路的养护、维修工程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修复竣工，并在养护、维修工程施工现场设置明

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保障行人和交通车辆安全。 

第二十五条 城市道路养护、维修的专用车辆应当使用统一标志；执行任务时，在保证交通安全畅通的情况下，

不受行驶路线和行驶方向的限制。 

第四章 路政管理 

第二十六条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执行路政管理的人员执行公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佩戴标志，持证上岗。 

第二十七条 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二）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行驶； 

（三）机动车在桥梁或者非指定的城市道路上试刹车； 

（四）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五）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 4 公斤/平方厘米（0.4 兆帕）以上的煤气管道、10 千伏以上的高压电力线和其他易

燃易爆管线； 

（六）擅自在桥梁或者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挂浮物； 

（七）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需要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事先须征得市政工程行政

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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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车辆执行任务需要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可以不受前款限制，但是应当按照规定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第二十九条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建设。 

第三十条 未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

路。 

第三十一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

可按照规定占用。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不得损坏城市道路；占用期满后，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恢复城市道路原状；

损坏城市道路的，应当修复或者给予赔偿。 

第三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占用城市道路作为集贸市场。 

第三十三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到市政

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方可按照规定挖掘。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 5 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 3 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

掘的，须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四条 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发生故障需要紧急抢修的，可以先行破路抢修，并同时通知市政工程行

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 24 小时内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 

第三十五条 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在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竣工后，应当及时清理

现场，通知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检查验收。 

第三十六条 经批准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需要移动位

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的，应当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第三十七条 占用或者挖掘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城市道路的，应当向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交纳城

市道路占用费或者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城市道路占用费的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市政工程行政主

管部门拟订，报同级财政、物价主管部门核定；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同级财政、物价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八条 根据城市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单位或者个

人决定缩小占用面积、缩短占用时间或者停止占用，并根据具体情况退还部分城市道路占用费。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设计、施工，限期改

正，可以并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已经取得设计、施工资格证书，情节严重的，提请原发证机关吊销设计、施工资

格证书： 

（一）未取得设计、施工资格或者未按照资质等级承担城市道路的设计、施工任务的； 

（二）未按照城市道路设计、施工技术规范设计、施工的； 

（三）未按照设计图纸施工或者擅自修改图纸的。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擅自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城市道路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工程造价 2%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承担城市道路养护、维修的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定期对城市道路进行养护、维修或者未按

照规定的期限修复竣工，并拒绝接受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及时补缺或者修复的； 

（二）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 

（三）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的； 

（四）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不按照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的； 

（五）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的； 

（六）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或者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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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的。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四条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 1996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7.7.5）《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0 年 11 月 19 日国务院令第 583 号） 

http://www.gov.cn/zwgk/2010-11/25/content_1753480.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583 号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已经 2010 年 10 月 19 日国务院第 129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镇燃气管理，保障燃气供应，防止和减少燃气安全事故，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

公共安全，维护燃气经营者和燃气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燃气事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城镇燃气发展规划与应急保障、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设施保护、燃气安全事故预防

与处理及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的生产和进口，城市门站以外的天然气管道输送，燃气作为工业生产原料的使用，沼

气、秸秆气的生产和使用，不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燃气，是指作为燃料使用并符合一定要求的气体燃料，包括天然气（含煤层气）、液化石油气

和人工煤气等。 

    第三条  燃气工作应当坚持统筹规划、保障安全、确保供应、规范服务、节能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燃气工作的领导，并将燃气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燃气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燃

气管理工作。 

    第六条  国家鼓励、支持燃气科学技术研究，推广使用安全、节能、高效、环保的燃气新技术、新工艺和

新产品。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监督管理制度，宣传普及燃气法律、法规和安

全知识，提高全民的燃气安全意识。 

    第二章  燃气发展规划与应急保障 

    第八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城乡规划以及能源规划，结合全国燃气资源总量平衡情况，组织编制全国燃气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城乡规划、能源规划以及上一级燃气发展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燃气发展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备案。 

    第九条  燃气发展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燃气气源、燃气种类、燃气供应方式和规模、燃气设施布局和建

设时序、燃气设施建设用地、燃气设施保护范围、燃气供应保障措施和安全保障措施等。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gov.cn/zwgk/2010-11/25/content_1753480.htm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123 页 共 3277 页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燃气发展规划的要求，加大对燃气设施建设的投入，并鼓励社会

资金投资建设燃气设施。 

    第十一条  进行新区建设、旧区改造，应当按照城乡规划和燃气发展规划配套建设燃气设施或者预留燃气

设施建设用地。 

    对燃气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燃气设施建设工程，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选址意见书时，应当就燃气设

施建设是否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征求燃气管理部门的意见；不需要核发选址意见书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就燃气设施建设是否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征求燃气管理部门的

意见。 

    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并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将竣工

验收情况报燃气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应急储备制度，组织编制燃气应急预案，采取综合措施

提高燃气应急保障能力。 

    燃气应急预案应当明确燃气应急气源和种类、应急供应方式、应急处置程序和应急救援措施等内容。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燃气供求状况实施监测、预测和预警。 

    第十三条  燃气供应严重短缺、供应中断等突发事件发生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动用储

备、紧急调度等应急措施，燃气经营者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承担相关应急任务。 

第三章  燃气经营与服务 

    第十四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燃气设施，应当通过招标投标方式选择燃气经营者。 

    社会资金投资建设的燃气设施，投资方可以自行经营，也可以另行选择燃气经营者。 

    第十五条  国家对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燃气发展规划要求；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和燃气设施； 

    （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经营方案； 

    （四）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经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 

    申请人凭燃气经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登记手续。 

    第十六条  禁止个人从事管道燃气经营活动。 

    个人从事瓶装燃气经营活动的，应当遵守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向燃气用户持续、稳定、安全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指导燃气用户安全

用气、节约用气,并对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燃气经营者应当公示业务流程、服务承诺、收费标准和服务热线等信息，并按照国家燃气服务标准提供服

务。 

    第十八条  燃气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拒绝向市政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供气； 

    （二）倒卖、抵押、出租、出借、转让、涂改燃气经营许可证； 

    （三）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擅自停止供气、调整供气量，或者未经审批擅自停业或者歇业； 

    （四）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用于经营的燃气； 

    （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 

    （六）要求燃气用户购买其指定的产品或者接受其提供的服务； 

    （七）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燃气； 

    （八）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的瓶装燃气或者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 

    （九）冒用其他企业名称或者标识从事燃气经营、服务活动。 

    第十九条  管道燃气经营者对其供气范围内的市政燃气设施、建筑区划内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燃气设施，

承担运行、维护、抢修和更新改造的责任。 

    管道燃气经营者应当按照供气、用气合同的约定，对单位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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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条  管道燃气经营者因施工、检修等原因需要临时调整供气量或者暂停供气的，应当将作业时间和

影响区域提前 48 小时予以公告或者书面通知燃气用户，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恢复正常供气；因突发事件影响供气

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并及时通知燃气用户。 

    燃气经营者停业、歇业的，应当事先对其供气范围内的燃气用户的正常用气作出妥善安排，并在 90 个工

作日前向所在地燃气管理部门报告，经批准方可停业、歇业。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燃气管理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障燃气用户的正常用气： 

    （一）管道燃气经营者临时调整供气量或者暂停供气未及时恢复正常供气的； 

    （二）管道燃气经营者因突发事件影响供气未采取紧急措施的； 

    （三）燃气经营者擅自停业、歇业的； 

    （四）燃气管理部门依法撤回、撤销、注销、吊销燃气经营许可的。 

    第二十二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燃气质量检测制度，确保所供应的燃气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燃气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加强对燃气质

量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燃气销售价格，应当根据购气成本、经营成本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并适时调整。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确定和调整管道燃气销售价格，应当征求管道燃气用户、管道燃气经营者和有

关方面的意见。 

    第二十四条  通过道路、水路、铁路运输燃气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的规定

以及国务院交通运输部门、国务院铁路部门的有关规定；通过道路或者水路运输燃气的，还应当分别依照有关道路

运输、水路运输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或者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 

    第二十五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对其从事瓶装燃气送气服务的人员和车辆加强管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事瓶装燃气充装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有关气瓶充装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燃气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促进燃气经营者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 

第四章  燃气使用 

    第二十七条  燃气用户应当遵守安全用气规则，使用合格的燃气燃烧器具和气瓶，及时更换国家明令淘汰

或者使用年限已届满的燃气燃烧器具、连接管等，并按照约定期限支付燃气费用。 

    单位燃气用户还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操作维护人员燃气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 

    第二十八条  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操作公用燃气阀门； 

    （二）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线； 

    （三）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 

    （四）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 

    （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 

    （六）盗用燃气； 

    （七）改变燃气用途或者转供燃气。 

    第二十九条  燃气用户有权就燃气收费、服务等事项向燃气经营者进行查询，燃气经营者应当自收到查询申

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燃气用户有权就燃气收费、服务等事项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

关部门进行投诉，有关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 

    第三十条  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实施作业。 

    第三十一条  燃气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种类和气质成分等信息。 

    燃气燃烧器具生产单位应当在燃气燃烧器具上明确标识所适应的燃气种类。 

    第三十二条  燃气燃烧器具生产单位、销售单位应当设立或者委托设立售后服务站点，配备经考核合格的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人员，负责售后的安装、维修服务。 

    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第五章  燃气设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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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城乡规划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

定划定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并向社会公布。 

    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下列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一）建设占压地下燃气管线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二）进行爆破、取土等作业或者动用明火； 

    （三）倾倒、排放腐蚀性物质； 

    （四）放置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或者种植深根植物； 

    （五）其他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四条  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有关单位从事敷设管道、打桩、顶进、挖掘、钻探等可能影响燃气

设施安全活动的，应当与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第三十五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

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确保燃气设施的安全运行。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损、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不得毁损、覆盖、涂改、擅

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可能危及燃气设施和安全警示标志的行为，有权予以劝阻、制止；经劝阻、制止无

效的，应当立即告知燃气经营者或者向燃气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 

    第三十七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不得影响燃气设施安全。 

    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查明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地下燃气管线的相关情况；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

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提供相关资料。 

    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

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确保燃气设施运行安全；管道燃气

经营者应当派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指导。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应当制定改动方案，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批

准。 

    改动方案应当符合燃气发展规划，明确安全施工要求，有安全防护和保障正常用气的措施。 

第六章  燃气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理 

    第三十九条  燃气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建立燃气事故统计分析制度，

定期通报事故处理结果。 

    燃气经营者应当制定本单位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应急人员和必要的应急装备、器材，并定期组织

演练。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燃气安全事故或者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等情况，应当立即告知燃气经营者，

或者向燃气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报告。 

    第四十一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及

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对燃气经营、燃气使用的安全状况等进行监督

检查，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通知燃气经营者、燃气用户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

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法采取措施，及时组织消除隐患，有关单位和个

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四十二条  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后，燃气经营者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组织抢险、

抢修。 

    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后，燃气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

当根据各自职责，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根据有关情况启动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第四十三条  燃气安全事故经调查确定为责任事故的，应当查明原因、明确责任，并依法予以追究。 

    对燃气生产安全事故，依照有关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报告和调查处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燃气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不依法作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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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许可决定或者办理批准文件的，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不予查处的，或者有其他未依照本条例

规定履行职责的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者不按照燃气经营许可证的规定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向市政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供气的； 

    （二）倒卖、抵押、出租、出借、转让、涂改燃气经营许可证的； 

    （三）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擅自停止供气、调整供气量，或者未经审批擅自停业或者歇业的； 

    （四）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用于经营的燃气的； 

    （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的； 

    （六）要求燃气用户购买其指定的产品或者接受其提供的服务； 

    （七）燃气经营者未向燃气用户持续、稳定、安全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或者未对燃气用户的燃

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燃气或者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的瓶装燃气

的，依照国家有关气瓶安全监察的规定进行处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冒用其他企业名称或者标识从事燃气经营、服务活动，依照有关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

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者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设置燃

气设施防腐、绝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的，或者未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的，

或者未采取措施及时消除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操作公用燃气阀门的； 

    （二）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线的； 

    （三）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的； 

    （四）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的； 

    （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的； 

    （六）改变燃气用途或者转供燃气的； 

    （七）未设立售后服务站点或者未配备经考核合格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人员的； 

    （八）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 

    盗用燃气的，依照有关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进行处罚。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

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进行爆破、取土等作业或者动用明火的； 

    （二）倾倒、排放腐蚀性物质的； 

    （三）放置易燃易爆物品或者种植深根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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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未与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从事敷设管道、打桩、顶

进、挖掘、钻探等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建设占压地下燃气管线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依照

有关城乡规划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毁损、擅自拆除、移动燃气设施或者擅自改动市政燃气设施的，由

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毁损、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建设单位未会同施

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或者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未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的，由

燃气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燃气设施，是指人工煤气生产厂、燃气储配站、门站、气化站、混气站、加气站、灌装站、供应站、

调压站、市政燃气管网等的总称，包括市政燃气设施、建筑区划内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燃气设施以及户内燃气设施

等。 

    （二）燃气燃烧器具，是指以燃气为燃料的燃烧器具，包括居民家庭和商业用户所使用的燃气灶、热水器、

沸水器、采暖器、空调器等器具。 

    第五十四条  农村的燃气管理参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7.7.6）《城市燃气管理办法》(1997 年 12 月 23 日建设部令 62 号）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8991.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1997-00006 主题信息：城市建设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期：1997 年 12

月 23 日文件名称：城市燃气管理办法有 效 期：1998 年 01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62 号主 题 词：城市燃气管理办法   

  《城市燃气管理办法》已于 1997 年 12 月 18 日经第八次部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1998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部长 侯捷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城市燃气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燃气管理，维护燃气供应企业和用户的合法权益，规范燃气市场，保障社会公共安全，

提高环境质量，促进燃气事业的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城市燃气的规划、建设、经营、器具的生产、销售和燃气的使用及安全管理。  

  第三条 城市燃气的发展应当实行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能源、建设和管理并重的原

则。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燃气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燃气管理工作。  

  第五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城市燃气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燃气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规划、城建等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本地区燃气发展规划。  

  城市燃气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以及经营网点的布局要符合城市燃气发展规划，并经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七条 城市燃气建设资金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政府投资、集资、国内外贷款、发行债券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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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筹集。  

  第八条 燃气工程的设计、施工，应当由持有相应资质证书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并应当符合国家有关

技术标准和规范。  

  禁止无证或者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承担燃气工程设计、施工任务。  

  第九条 住宅小区内的燃气工程施工可以由负责小区施工的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民用建筑的燃气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燃气表的安装要符合规范，兼顾室内美观，方便用户。  

  第十条 燃气工程施工实行工程质量监督制度。  

  第十一条 燃气工程竣工后，应当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

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二条 在燃气设施的地面和地下规定的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禁止堆放物品和

挖坑取土等危害供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十三条 确需改动燃气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报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改动燃气设施所发生的费用由建设单位负担。  

  第十四条 城市新区建设和旧区改造时，应当依照城市燃气发展规划，配套建设燃气设施。  

  高层住宅应当安装燃气管道配套设施。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正当理由不得阻挠经批准的公共管道燃气工程项目的施工安装。  

                第三章 城市燃气经营  

  第十六条 用管道供应城市燃气的，实行区域性统一经营。瓶装燃气可以多家经营。  

  第十七条 燃气供应企业，必须经资质审查合格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方可从事经营活动。资

质审查办法按《城市燃气和供热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燃气供应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燃气的气质和压力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保证安全稳定供气，不得无故停止供气；  

  （二）禁止向无《城市燃气企业资质证书》的单位提供经营性气源；  

  （三）不得强制用户到指定的地点购买指定的燃气器具；  

  （四）禁止使用超过检验期限和检验不合格的钢瓶；  

  （五）禁止用槽车直接向钢瓶充装液化石油气；  

  （六）其他应当遵守的规定。  

  第十九条 燃气供应企业和燃气用具安装、维修单位的职工应当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二十条 燃气供应企业及分销站点需要变更、停业、歇业、分立或者合并的，必须提前 30 日向城市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二十一条 燃气价格的确定和调整，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物价部门审核、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四章 城市燃气器具  

  第二十二条 燃气器具的生产实行产品生产许可或者安全质量认证制度。燃气器具必须取得国家燃气器具

的产品生产许可证或者安全质量认证后，方可生产。  

  第二十三条 燃气器具必须经销售地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检测机构的气源适配性检测，符合销售

地燃气使用要求，颁发准销证后方可销售。  

  取得准销证的产品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列入当地《燃气器具销售目录》，并向用户公布。  

  第二十四条 燃气器具安装、维修单位，必须经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资质审核合格，方可从事燃气器具

的安装、维修业务。  

  第二十五条 燃气器具生产、经营企业在销售地必须有产品售后维修保证措施。  

                第五章 城市燃气使用  

  第二十六条 燃气供应企业应当建立燃气用户档案，与用户签订供气用气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七条 燃气用户未经燃气供应企业批准，不得擅自接通管道使用燃气或者改变燃气使用性质、变更

地址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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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条 燃气计量应当采用符合国家计量标准的燃气计量装置，按照规定定期进行校验。  

  第二十九条 燃气用户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使用规划，正确使用燃气；  

  （二）禁止盗用或者转供燃气；  

  （三）禁止对液化石油气钢瓶加热；  

  （四）禁止倒灌瓶装气和倾倒残液。残液由燃气供应企业负责倾倒；  

  （五）禁止擅自改换钢瓶检验标记；  

  （六）禁止自行拆卸、安装、改装燃气计量器具和燃气设施等；  

  （七）以管道燃气为燃料的热水器、空调等设备，必须报经燃气供应企业同意，由持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

位安装。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条 燃气用户应当按时交纳气费。逾期不交的，燃气供应企业可以从逾期之日起向不交纳气费的用

户收取应交燃气费的 3‰－1％的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可以中止对其供气。  

  第三十一条 燃气用户有权就燃气经营的收费和服务向燃气供应企业查询，对不符合收费和服务标准的，

可以向其行政主管部门投诉。  

                第六章 城市燃气安全  

  第三十二条 燃气供应企业必须建立安全检查、维修维护、事故抢修等制度，及时报告、排除、处理燃气

设施故障和事故，确保正常供气。  

  第三十三条 燃气供应企业必须向社会公布抢修电话，设置专职抢修队伍，配备防护用品、车辆器材、通

讯设备等。  

  燃气供应企业应当实行每日 24 小时值班制度，发现燃气事故或者接到燃气事故报告时，应当立即组织抢

修、抢险。  

  第三十四条 燃气供应企业必须制定有关安全使用规则，宣传安全使用常识，对用户进行安全使用燃气的

指导。  

  第三十五条 燃气供应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重要的燃气设施所在地设置统一、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并配备专职人员进行巡回检查。  

  严禁擅自移动、覆盖、涂改、拆除、毁坏燃气设施的安全警示标志。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燃气泄漏或者燃气引起的中毒、火灾、爆炸等事故，有义务通知燃气供

应企业以及消防等部门。  

  发生燃气事故后，燃气供应企业应当立即向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重大燃气事故要及时报国务院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七条 对燃气事故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发生重大燃气事故，应当在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消防、

劳动等有关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处理。  

  第三十八条 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实行燃气事故保险制度。  

  第三十九条 除消防等紧急情况外，未经燃气供应企业同意，任何人不得开启或者关闭燃气管道上的公共

阀门。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设计、施工，限期改

正，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已经取得设计，施工资质证书，情节严重的，提请原发证机关吊销设计、

施工资质证书：  

  （一）未取得设计、施工资质或者未按照资质等级承担城市燃气工程的设计、施工任务的；  

  （二）未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设计、施工的。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

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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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改正、停止销售，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三）、（四）、（五）、

（六）、（七）项、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并可处以 5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五条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

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城市燃气是指人工煤气、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等气体燃料的总称。  

  （二）燃气供应企业是指燃气生产、储运、输配、供应的企业。  

  （三）燃气设施是指燃气生产、储运、输配、供应的各种设备及其附属设施。  

  （四）燃气器具包括燃气灶具、公用燃气炊事器具、燃气烘烤器具、燃气热水、开水器具、燃气取暖器具、

燃气交通运输工具、燃气取暖机、燃气计量器具、钢瓶、调压器等。  

  第四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7.7.7）《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2004 年 3 月 19 日建设部令 126 号） 

http://jst.jl.gov.cn/zcfg/bmgz/200511/t20051115_67630.html   2004 

http://www.shaanxijs.gov.cn/zhengce/2011/10/47231.shtml  2004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fggz/315208/index.shtml  2004 

http://www.sqjsj.gov.cn/ReadNews.asp?NewsID=43644  2015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26 号）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已于 2004 年 2 月 24 日经第 29 次部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

自 200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 汪光焘 

二○○四年三月十九日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快推进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规范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活动，加强市场监管，保障社会

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促进市政公用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

市政公用事业投资者或者经营者，明确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经营某项市政公用事业产品或者提供某项服务的制度。 

  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行业，依法实施特许经营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实施特许经营的项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确定。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活动的指导和监督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活动的指导和监督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依据人民政府的授权（以下简称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具体实施。 

  第五条 实施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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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实施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应当坚持合理布局，有效配置资源的原则，鼓励跨行政区域的市政

公用基础设施共享。 

  跨行政区域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应当本着有关各方平等协商的原则，共同加强监管。 

  第七条 参与特许经营权竞标者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 

  （二）有相应的注册资本金和设施、设备； 

  （三）有良好的银行资信、财务状况及相应的偿债能力； 

  （四）有相应的从业经历和良好的业绩； 

  （五）有相应数量的技术、财务、经营等关键岗位人员； 

  （六）有切实可行的经营方案； 

  （七）地方性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主管部门应当依照下列程序选择投资者或者经营者： 

  （一）提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报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开发布招标条件，

受理投标； 

  （二）根据招标条件，对特许经营权的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和方案预审，推荐出符合条件的投标候选人； 

  （三）组织评审委员会依法进行评审，并经过质询和公开答辩，择优选择特许经营权授予对象； 

  （四）向社会公示中标结果，公示时间不少于 20 天； 

  （五）公示期满，对中标者没有异议的，经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批准，与中标者（以下简称“获得特

许经营权的企业”）签订特许经营协议。 

  第九条 特许经营协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特许经营内容、区域、范围及有效期限； 

  （二）产品和服务标准； 

  （三）价格和收费的确定方法、标准以及调整程序； 

  （四）设施的权属与处置； 

  （五）设施维护和更新改造； 

  （六）安全管理； 

  （七）履约担保； 

  （八）特许经营权的终止和变更； 

  （九）违约责任； 

  （十）争议解决方式； 

  （十一）双方认为应该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主管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责任： 

  （一）协助相关部门核算和监控企业成本，提出价格调整意见； 

  （二）监督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履行法定义务和协议书规定的义务； 

  （三）对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的经营计划实施情况、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安全生产情况进行监督； 

  （四）受理公众对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的投诉； 

  （五）向政府提交年度特许经营监督检查报告； 

  （六）在危及或者可能危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紧急情况下，临时接管特许经营项目； 

  （七）协议约定的其他责任。 

  第十一条 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应当履行下列责任： 

  （一）科学合理地制定企业年度生产、供应计划； 

  （二）按照国家安全生产法规和行业安全生产标准规范，组织企业安全生产； 

  （三）履行经营协议，为社会提供足量的、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 

  （四）接受主管部门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 

  （五）按规定的时间将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经营计划、年度报告、董事会决议等报主管部门备案； 

  （六）加强对生产设施、设备的运行维护和更新改造，确保设施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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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协议约定的其他责任。 

  第十二条 特许经营期限应当根据行业特点、规模、经营方式等因素确定，最长不得超过 30 年。 

  第十三条 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承担政府公益性指令任务造成经济损失的，政府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十四条 在协议有效期限内，若协议的内容确需变更的，协议双方应当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签订补充协

议。 

  第十五条 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确需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应当提前书面告知主管部门，并

经其同意。 

  第十六条 特许经营期限届满，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组织招标，选择特许经营者。 

  第十七条 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在协议有效期内单方提出解除协议的，应当提前提出申请，主管部门应

当自收到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申请的 3 个月内作出答复。在主管部门同意解除协议前，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必

须保证正常的经营与服务。 

  第十八条 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在特许经营期间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终止特许经营协

议，取消其特许经营权，并可以实施临时接管： 

  （一）擅自转让、出租特许经营权的； 

  （二）擅自将所经营的财产进行处置或者抵押的； 

  （三）因管理不善，发生重大质量、生产安全事故的； 

  （四）擅自停业、歇业，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的；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九条 特许经营权发生变更或者终止时，主管部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市政公用产品供应和服务的

连续性与稳定性。 

  第二十条 主管部门应当在特许经营协议签订后 30 日内，将协议报上一级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在项目运营的过程中，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经营情况进行中期评

估。 

  评估周期一般不得低于两年，特殊情况下可以实施年度评估。 

  第二十二条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和程序，审定和监管市政

公用事业产品和服务价格。 

  第二十三条 未经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批准，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不得擅自停业、歇业。 

  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擅自停业、歇业的，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依法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其

履行义务。 

  第二十四条 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不得妨碍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十五条 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特许经营项目的临时接管应急预案。 

  对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取消特许经营权并实施临时接管的，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并召

开听证会。 

  第二十六条社会公众对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享有知情权、建议权。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公众能够对实施特许经营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七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直辖市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实施特许经营活动的监督检

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市、县人民政府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实施特许经营活动的监督

检查，及时纠正实施特许经营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十八条 对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主管部门应当取消其特许经营权，并

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报告，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通过媒体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披露。被取消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在

三年内不得参与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竞标。 

  第二十九条 主管部门或者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违反协议的，由过错方承担违约责任，给对方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条 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对其授权的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或者监察机

关责令改正，对负主要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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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竞标者授予特许经营权的； 

  （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2015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2015 年 5 月 4 日修正版） 

（2004 年 03 月 19 日建设部令第 126 号发布，2015 年 05 月 04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快推进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规范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活动，加强市场监管，保障社会

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促进市政公用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

市政公用事业投资者或者经营者，明确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经营某项市政公用事业产品或者提供某项服务的制度。 

  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行业，依法实施特许经营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实施特许经营的项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确定。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活动的指导和监督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活动的指导和监督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依据人民政府的授权（以下简称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具体实施。 

  第五条 实施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 

  第六条 实施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应当坚持合理布局，有效配置资源的原则，鼓励跨行政区域的市政

公用基础设施共享。 

  跨行政区域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应当本着有关各方平等协商的原则，共同加强监管。 

  第七条 参与特许经营权竞标者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 

  （二）有相应的注册资本金和设施、设备； 

  （三）有良好的银行资信、财务状况及相应的偿债能力； 

  （四）有相应的从业经历和良好的业绩； 

  （五）有相应数量的技术、财务、经营等关键岗位人员； 

  （六）有切实可行的经营方案； 

  （七）地方性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主管部门应当依照下列程序选择投资者或者经营者： 

  （一）提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报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开发布招标条件，

受理投标； 

  （二）根据招标条件，对特许经营权的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和方案预审，推荐出符合条件的投标候选人； 

  （三）组织评审委员会依法进行评审，并经过质询和公开答辩，择优选择特许经营权授予对象； 

  （四）向社会公示中标结果，公示时间不少于 20 天； 

  （五）公示期满，对中标者没有异议的，经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批准，与中标者（以下简称“获得特

许经营权的企业”）签订特许经营协议。 

  第九条 特许经营协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特许经营内容、区域、范围及有效期限； 

  （二）产品和服务标准； 

  （三）价格和收费的确定方法、标准以及调整程序； 

  （四）设施的权属与处置； 

  （五）设施维护和更新改造； 

  （六）安全管理； 

  （七）履约担保； 

  （八）特许经营权的终止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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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违约责任； 

  （十）争议解决方式； 

  （十一）双方认为应该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主管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责任： 

  （一）协助相关部门核算和监控企业成本，提出价格调整意见； 

  （二）监督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履行法定义务和协议书规定的义务； 

  （三）对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的经营计划实施情况、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安全生产情况进行监督； 

  （四）受理公众对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的投诉； 

  （五）向政府提交年度特许经营监督检查报告； 

  （六）在危及或者可能危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紧急情况下，临时接管特许经营项目； 

  （七）协议约定的其他责任。 

  第十一条 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应当履行下列责任： 

  （一）科学合理地制定企业年度生产、供应计划； 

  （二）按照国家安全生产法规和行业安全生产标准规范，组织企业安全生产； 

  （三）履行经营协议，为社会提供足量的、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 

  （四）接受主管部门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 

  （五）按规定的时间将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经营计划、年度报告、董事会决议等报主管部门备案； 

  （六）加强对生产设施、设备的运行维护和更新改造，确保设施完好； 

  （七）协议约定的其他责任。 

  第十二条 特许经营期限应当根据行业特点、规模、经营方式等因素确定，最长不得超过 30 年。 

  第十三条 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承担政府公益性指令任务造成经济损失的，政府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十四条 在协议有效期限内，若协议的内容确需变更的，协议双方应当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签订补充协

议。 

  第十五条 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确需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应当提前书面告知主管部门，并

经其同意。 

  第十六条 特许经营期限届满，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组织招标，选择特许经营者。 

  第十七条 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在协议有效期内单方提出解除协议的，应当提前提出申请，主管部门应

当自收到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申请的 3 个月内作出答复。在主管部门同意解除协议前，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必

须保证正常的经营与服务。 

  第十八条 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在特许经营期间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终止特许经营协

议，取消其特许经营权，并可以实施临时接管： 

  （一）擅自转让、出租特许经营权的； 

  （二）擅自将所经营的财产进行处置或者抵押的； 

  （三）因管理不善，发生重大质量、生产安全事故的； 

  （四）擅自停业、歇业，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的；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九条 特许经营权发生变更或者终止时，主管部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市政公用产品供应和服务的

连续性与稳定性。 

  第二十条 主管部门应当在特许经营协议签订后 30 日内，将协议报上一级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在项目运营的过程中，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经营情况进行中期评

估。 

  评估周期一般不得低于两年，特殊情况下可以实施年度评估。 

  第二十二条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和程序，审定和监管市政

公用事业产品和服务价格。 

  第二十三条 未经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批准，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不得擅自停业、歇业。 

  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擅自停业、歇业的，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依法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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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义务。 

  第二十四条 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不得妨碍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十五条 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特许经营项目的临时接管应急预案。 

  对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取消特许经营权并实施临时接管的，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并召

开听证会。 

  第二十六条 社会公众对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享有知情权、建议权。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公众能够对实施特许经营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七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直辖市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实施特许经营活动的监督检

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市、县人民政府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实施特许经营活动的监督

检查，及时纠正实施特许经营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十八条 对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主管部门应当取消其特许经营权，并

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报告，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通过媒体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披露。被取消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在

三年内不得参与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竞标。 

  第二十九条 主管部门或者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违反协议的，由过错方承担违约责任，给对方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条 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对其授权的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或者监察机

关责令改正，对负主要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竞标者授予特许经营权的； 

  （三）滥用职权、狗私舞弊的。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7.7.8）《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2005 年 3 月 23 日建设部令 139 号） 

http://cgzf.sh.gov.cn/main/news_134.html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139 号)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城市建筑垃圾的管理，保障城市市容与环境卫生，根据《中华人民共与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与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与《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城市规划区内建筑垃圾的倾倒、运输、中转、回填、消纳、利用等处置活动。 

  本规定所称建筑垃圾，是指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与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以

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它废弃物。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建筑垃圾的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建筑垃圾的管理工作。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垃圾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建筑垃圾处置实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与谁产生、谁承担处置责任的原则。 

  国家鼓励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鼓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优先采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 

  第五条 建筑垃圾消纳、综合利用等设施的设置，应当纳入城市市容环境卫生专业规划。 

  第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内的工程施工情况，制定建筑垃圾处置计划，

合理安排各类建设工程需要回填的建筑垃圾。 

  第七条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应当向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获得城市建筑垃圾

处置核准后，方可处置。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后的 20 日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予以核准的，颁

发核准文件；不予核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的具体条件按照《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执

行。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cgzf.sh.gov.cn/main/news_134.html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136 页 共 3277 页 

  第八条 禁止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 

  第九条 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

置场受纳建筑垃圾。 

  第十条 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不得受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与有毒有害垃圾。 

  第十一条 居民应当将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分别收集，并堆放到指定地点。建

筑垃圾中转站的设置应当方便居民。 

  装饰装修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处置建筑垃圾。 

  第十二条 施工单位应当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并按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

管部门的规定处置，防止污染环境。 

  第十三条 施工单位不得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运输。 

  第十四条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时，应当随车携带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按照城市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运输路线、时间运行，不得丢弃、遗撒建筑垃圾，不得超出核准范围承运建筑垃圾。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 

  第十六条 建筑垃圾处置实行收费制度，收费标准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与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

两侧与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核发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纠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核发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或者超越法定职权核发城市建筑垃圾处

置核准文件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核发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核发城市建筑垃圾处

置核准文件的。 

  第十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狗私舞弊的，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与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处以罚款： 

  （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 

  （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 

  （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 300O 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 5000 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 20O 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 3000 元以下

罚款。 

  第二十一条 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受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与有毒有害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

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施工单位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造成环境污染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

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处置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

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的，由城市人

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 

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单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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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 

  （一）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 

  （二）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建筑垃圾的。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与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对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00 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0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7.7.9）《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2006 年 12 月 25 日建设部令 152 号） 

http://www.gov.cn/flfg/2007-01/23/content_504717.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52 号 

  《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已于 2006 年 12 月 11 日经建设部第 112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排水管理，保障城市排水设施安全正常运行，防治城市水环境污染，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 号），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城市排水许可，对排水户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污水的活

动实施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排水户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污水，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城市排水许可

证书。 

  未取得城市排水许可证书，排水户不得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污水。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排水户，是指因从事制造、建筑、电力和燃气生产、科研、卫生、住宿餐饮、娱乐经

营、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等活动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污水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排水许可的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排水许可的监督管理。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负责城市排水管理的部门（以下简称排水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排水

许可证书的颁发和管理。 

  第六条 在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覆盖范围内，排水户应当按照城市排水规划等有关要求，将污水排

入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 

  第七条 排水户需要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持有关材料向所在地排水管理部门申

请办理城市排水许可证书。排水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 

  本办法实施前已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污水的排水户，应当按照前款规定申请办理城市排水许

可证书。对符合许可条件的，予以核发城市排水许可证书；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由排水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符合条件后，予以核发城市排水许可证书。 

  第八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予以核发城市排水许可证书： 

  （一）污水排放口的设置符合城市排水规划的要求； 

  （二）排放的污水符合《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CJ3082）等有关标准和规定，其中，经由城市

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后不进入污水处理厂、直接排入水体的污水，还应当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或者有关行业标准； 

  （三）已按规定建设相应的污水处理设施； 

  （四）已在排放口设置专用检测井； 

  （五）排放污水易对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正常运行造成危害的重点排污工业企业，已在排放口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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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水量、pH、CODcr（或 TOC）进行检测的在线检测装置；其他重点排污工业企业和重点排水户，具备对水

量、pH、CODcr、SS 和氨氮等进行检测的能力和相应的水量、水质检测制度； 

  （六）对各类施工作业临时排水中有沉淀物，足以造成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堵塞或者损坏的，排水户已

修建预沉设施，且排放污水符合本条第二项规定的标准。 

  重点排污工业企业和重点排水户，由排水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申请办理城市排水许可证书，应当如实提交下列材料： 

  （一）城市排水许可申请表； 

  （二）有关专用检测井、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说明材料； 

  （三）按规定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有关材料； 

  （四）排水许可申请受理之日前一个月内由具有计量认证资格的排水监测机构出具的排水水质、水量检测

报告； 

  （五）排放污水易对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正常运行造成危害的重点排污工业企业，应当提供已在排

放口安装能够对水量、pH、CODcr（或 TOC）进行检测的在线检测装置的有关材料；其他重点排污工业企业和重点

排水户，应当提供具备检测水量、pH、CODcr、SS 和氨氮能力及检测制度的材料。 

  第十条 城市排水许可证书的有效期为 5 年。因建设施工需要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临时排放污水

的，城市排水许可证书的有效期，由排水管理部门根据排水状况具体确定，但最长不得超过施工期限。 

  第十一条 城市排水许可证书有效期满需要继续排放污水的，排水户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排水

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排水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申请，在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准予延续的，有效期

延续 5 年。 

  排水户在城市排水许可证书有效期内，严格按照许可内容排放污水的，有效期届满时，经原批准机关同意，

可不再审查，城市排水许可证书有效期延期 5 年。 

  第十二条 排水户应当按照许可的排水种类、总量、时限、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排放的污染物种类和浓度

等排放污水。 

  重点排污工业企业和重点排水户应当将按照水量、水质检测制度检测的数据定期报排水管理部门。 

  需要变更排水许可内容的，排水户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向所在地排水管理部门重新申请办理城市排水许

可证书。 

  第十三条 在汛期或者发生其他特殊情况时，排水户应当服从排水管理部门的统一调度，按照要求排放污

水。 

  第十四条 排水户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未取得城市排水许可证书，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污水； 

  （二）超过城市排水许可证书有效期限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污水； 

  （三）违反城市排水许可证书规定的内容，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污水； 

  （四）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剧毒物质、易燃易爆物质和有害气体等； 

  （五）堵塞城市排水管网或者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内倾倒垃圾、渣土、施工泥浆等易堵塞物； 

  （六）擅自占压、拆卸、移动和穿凿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 

  （七）擅自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加压排放污水； 

  （八）其他损害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正常运行的行为。 

  第十五条 排水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排水户排放污水的情况实施监督检

查。 

  第十六条 排水管理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现场开展检查； 

  （二）要求被检查排水户出示城市排水许可证书； 

  （三）查阅、复制有关文件和材料； 

  （四）要求被检查的单位就有关问题做出说明； 

  （五）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十七条 排水管理部门应当委托具有计量认证资格的排水监测机构定期对排水户排放污水的水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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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并向社会公开检测结果。 

  第十八条 排水管理部门依法对排水户实施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被检查单位应当接受监督检查，并提供工作方便。 

  排水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知悉的被检查单位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九条 对经由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后不进入污水处理厂、直接排入水体的污水，排水管理部门

应当定期进行水质检测。发现污水水质不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或者有关行业标准的，排水管理部

门应当立即查明原因。 

  经排查发现排水户排放污水的水质不符合排水许可要求的，排水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仍不

符合排水许可要求的，撤回城市排水许可证书，禁止其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污水，并将有关情况及处

理结果告知同级环保部门。 

  第二十条 排水管理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及有关问题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排水许可决定的排水管理部门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依据职权或者根

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以撤销城市排水许可证书： 

  （一）排水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城市排水许可决定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城市排水许可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城市排水许可决定的； 

  （四）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城市排水许可的其他情形。 

  排水户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城市排水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二十二条 排水管理部门在办理城市排水许可过程中不得收费。 

  排水管理部门实施排水许可所需经费，应当列入排水管理部门的预算，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按照批准的

预算予以核拨。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排水户未将污水排入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的，由排水管理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排水户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由排水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排水户造成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损坏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 城市排水许可证书的格式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和直辖市人民政府排水管理部门组织印制。 

  城市排水许可申请表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制定推荐格式，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排水管理部门参照印

制。 

  第二十七条 排水管理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本规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排水许可的； 

  （二）对符合本规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核发排水许可证书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1994 年 5 月 20 日建设部颁布的《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

法》（建城〔1994〕330 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施行前建设部发布规章的规定与本办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7.7.10）《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2007 年 4 月 28 日建设部令第 157 号）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6/05/content_636413.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57 号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已于 2007 年 4 月 10 日经建设部第 123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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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改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城市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及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 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实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谁产生、谁依法负责的原则。 

  国家采取有利于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科学技术水平，

鼓励对城市生活垃圾实行充分回收和合理利用。 

  第四条 产生城市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和有关

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当专项用于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置，严禁挪作他用。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有关规定，并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治理规划与设施建设 

  第七条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城市规划等有关部门，依据城市总

体规划和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等，制定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规划，统筹安排城市生活垃圾收集、处置设施

的布局、用地和规模。 

  制定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规划，应当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第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收集、处置设施用地应当纳入城市黄线保护范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

者改变其用途。 

  第九条 城市生活垃圾收集、处置设施建设，应当符合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规划和国家有关技术标准。 

  第十条 从事新区开发、旧区改建和住宅小区开发建设的单位，以及机场、码头、车站、公园、商店等公

共设施、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规划和环境卫生设施的设置标准，配套建设城市生活垃

圾收集设施。 

  第十一条 城市生活垃圾收集、处置设施工程建设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技术标准。 

  第十二条 城市生活垃圾收集、处置设施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并在竣工验收后

三个月内，依法向当地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报送建设工程项目档案。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

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确有必要关闭、

闲置或者拆除的，必须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准，并采

取措施，防止污染环境。 

  第十四条 申请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书面申请； 

  （二）权属关系证明材料； 

  （三）丧失使用功能或其使用功能被其他设施替代的证明； 

  （四）防止环境污染的方案； 

  （五）拟关闭、闲置或者拆除设施的现状图及拆除方案； 

  （六）拟新建设施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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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因实施城市规划需要闲置、关闭或者拆除的，还应当提供规划、建设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第三章 清扫、收集、运输 

  第十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应当逐步实行分类投放、收集和运输。具体办法，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

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标准和本地区实际制定。 

  第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地点、时间等要求，将生活垃圾投放到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场

所。废旧家具等大件垃圾应当按规定时间投放在指定的收集场所。 

  城市生活垃圾实行分类收集的地区，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分类要求，将生活垃圾装入相应的垃圾袋

内，投入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场所。 

  宾馆、饭店、餐馆以及机关、院校等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单独收集、存放本单位产生的餐厨垃圾，并交符合

本办法要求的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企业运至规定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所。 

  禁止随意倾倒、抛洒或者堆放城市生活垃圾。 

  第十七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应当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

运输服务许可证。 

  未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的企业，不得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

集、运输活动。 

  第十八条 直辖市、市、县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招投标等公平竞争方式作出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许可的决定，向中标人颁发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 

  直辖市、市、县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与中标人签订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经营协议。 

  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经营协议应当明确约定经营期限、服务标准等内容，作为城市生活垃圾清

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的附件。 

  第十九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从事垃圾清扫、收集的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100 万元，从事垃圾运输的

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300 万元； 

  （二）机械清扫能力达到总清扫能力的 20%以上，机械清扫车辆包括洒水车和清扫保洁车辆。机械清扫车

辆应当具有自动洒水、防尘、防遗撒、安全警示功能，安装车辆行驶及清扫过程记录仪； 

  （三）垃圾收集应当采用全密闭运输工具，并应当具有分类收集功能； 

  （四）垃圾运输应当采用全密闭自动卸载车辆或船只，具有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沥液滴漏功能，安

装行驶及装卸记录仪； 

  （五）具有健全的技术、质量、安全和监测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六）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证； 

  （七）具有固定的办公及机械、设备、车辆、船只停放场所。 

  第二十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按照环境卫生作业标准和作业规范，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清扫、收运城市生活垃圾； 

  （二）将收集的城市生活垃圾运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认可的处理场所； 

  （三）清扫、收运城市生活垃圾后，对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及时保洁、复位，清理作业场地，保持生活垃圾

收集设施和周边环境的干净整洁； 

  （四）用于收集、运输城市生活垃圾的车辆、船舶应当做到密闭、完好和整洁。 

  第二十一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禁止实施下列行为： 

  （一）任意倾倒、抛洒或者堆放城市生活垃圾； 

  （二）擅自停业、歇业； 

  （三）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 

  第二十二条 工业固体废弃物、危险废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单独收集、运输，严禁混入城市生活垃圾。 

第四章 处  置 

  第二十三条 城市生活垃圾应当在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处理厂（场）处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处置城市生活垃圾。 

  第二十四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所采用的技术、设备、材料，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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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要求，防止对环境造成污染。 

  第二十五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 

  未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不得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活动。 

  第二十六条 直辖市、市、县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招投标等公平竞争方式作出城市生活垃

圾经营性处置许可的决定，向中标人颁发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 

  直辖市、市、县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与中标人签订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经营协议，明确约定经营

期限、服务标准等内容，并作为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的附件。 

  第二十七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企业法人资格，规模小于 100 吨/日的卫生填埋场和堆肥厂的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500 万元，

规模大于 100 吨/日的卫生填埋场和堆肥厂的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焚烧厂的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1

亿元；   

  （二）卫生填埋场、堆肥厂和焚烧厂的选址符合城乡规划，并取得规划许可文件；   

  （三）采用的技术、工艺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四）有至少 5 名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其中包括环境工程、机械、环境监测等专业的技术

人员。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垃圾处理工作经历，并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五）具有完善的工艺运行、设备管理、环境监测与保护、财务管理、生产安全、计量统计等方面的管理

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六）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配备沼气检测仪器，配备环境监测设施如渗沥液监测井、尾气取样孔，安装在线

监测系统等监测设备并与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联网； 

  （七）具有完善的生活垃圾渗沥液、沼气的利用和处理技术方案，卫生填埋场对不同垃圾进行分区填埋方

案、生活垃圾处理的渗沥液、沼气、焚烧烟气、残渣等处理残余物达标处理排放方案； 

  （八）有控制污染和突发事件的预案。 

  第二十八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的企业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处置城市生活垃圾； 

  （二）按照规定处理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废气、废渣、粉尘等，防止二次污染； 

  （三）按照所在地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接收生活垃圾； 

  （四）按照要求配备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备、设施，保证设施、设备运行良好； 

  （五）保证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站、场（厂）环境整洁； 

  （六）按照要求配备合格的管理人员及操作人员； 

  （七）对每日收运、进出场站、处置的生活垃圾进行计量，按照要求将统计数据和报表报送所在地建设（环

境卫生）主管部门； 

  （八）按照要求定期进行水、气、土壤等环境影响监测，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性能和环保指标进行检测、

评价，向所在地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报告检测、评价结果。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对

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

运输、处置企业执行本办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根据需要，可以向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企业派驻监督员。 

  第三十条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查阅复制有关文件和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就有关问题做出说明； 

  （三）进入现场开展检查； 

  （四）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改正违法行为。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配合监督检查并提供工作方便，不得妨碍与阻挠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三十一条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委托具有计量认证资格的机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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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站的垃圾处置数量、质量和环境影响进行监测。 

  第三十二条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服务许可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从事城市生活垃

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活动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延续手续。准予延续

的，直辖市、市、县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与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企业重新订立

经营协议。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撤销许可证书： 

  （一）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

或者处置许可决定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或者处置许可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或者处置许可决定的； 

  （四）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许可的其他情形。 

  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或者处置的企业应当向原许

可机关提出注销许可证的申请，交回许可证书；原许可机关应当办理注销手续，公告其许可证书作废： 

  （一）许可事项有效期届满，未依法申请延期的； 

  （二）企业依法终止的； 

  （三）许可证依法被撤回、撤销或者吊销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注销的情形。 

  第三十五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的企业需停业、歇业的，应当提前半年向

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报告，经同意后方可停业或者歇业。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在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

企业停业或者歇业前，落实保障及时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的措施。 

  第三十六条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城市生活垃圾清

扫、收集、运输和处置应急预案，建立城市生活垃圾应急处理系统，确保紧急或者特殊情况下城市生活垃圾的正常

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的企业，应当制定突发事件生活垃圾污染防范的应急方

案，并报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七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或者处置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劳动保护的要求和

规定，改善职工的工作条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提高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做好职工的卫生保健和技术培训工

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

款，对个人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 1000 元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未按照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规划和环境卫生设施标准配套建设城市生

活垃圾收集设施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用的，由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

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 1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随意倾倒、抛洒、堆放城市生活垃圾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

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对单位处以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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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上行为的，处以 2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

输或者处置活动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 3 万元的罚

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

遗撒生活垃圾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卫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不履行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义务的，由直辖市、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城市生活垃

圾经营性处置企业不履行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义务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停业、

歇业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

款；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的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停业、歇业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职权和程序，核发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许可证的，由上

级主管机关责令改正，并对其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城市生活垃圾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城市建筑垃圾的管理适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39 号）。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的规定适用于从事城市生活垃圾非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的单位；但是，有

关行政许可的规定以及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除外。 

  第五十条 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和城市生活垃圾处置服务许可证由国务院建设主管

部门统一规定格式，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印制。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1993 年 8 月 10 日建设部颁布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

法》（建设部令第 27 号）同时废止。 

 

 

 

7.7.11）《城市照明管理规定》(2001 年 8 月 23 日建设部令第 104 号，2010 年 5 月 27 日住建部令第 4 号）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581.htm  2001 

http://jst.jl.gov.cn/zcfg/bmgz/201303/t20130322_1432647.html   2010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007/t20100709_201468.html    2010 

http://cpszsr.bjchp.gov.cn/cpszsr/zcfg/gjflfg/351157/index.html    2010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  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04 号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的决定》已经 2001 年 8 月 23 日建设部第 47 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俞正声        

二○○一年九月四日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的决定 

建设部决定对《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四条第三款修改为：“城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有关机构，负责本城市规划区内

道路照明设施的日常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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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第十条修改为：“厂(矿)或者其他单位投资建设的城市道路照明设施，需移交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机构

的，应当报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道路照明安装及施工质量标准； 

(二)提供必要的维修、运行条件。” 

三、将第十二条中“住宅小区和旧城改造中的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建设应当纳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计划”修改为

“住宅小区和旧城改造中的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应当同步建设”。 

四、删除第十七条。 

五、删除第二十二条中的“或者授权的管理机构”、“没收违章用电设备”；明确“并可处以 1 千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删除第二十四条 

此外，对部分条文的文字和条文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发布。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 

（1992 年 11 月 30 日建设部令第 21 号发布， 

2001 年 9 月 4 日根据《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道路照 

明设施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保证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完好，促进城市现代化建设，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城市规划区内从事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规划、建设、维护和管理，使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单位

和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是指用于城市道路(含里巷、住宅小区、桥梁、隧道、广场、公共停车

场)、不售票的公园和绿地等处的路灯配电室、变压器、配电箱、灯杆、地上地下管线、灯具、工作井以及照明附属

设备等。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工作。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有关机构，负责本城市规划区内道路照明设施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五条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是国家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进行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照明设施的规划和建设 

第六条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规划、建设和改造计划应当纳入城市道路建设、改造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并与其

同步实施。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规划和建设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城市道路

照明设施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 

第七条 需要改造的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由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机构负责编制改造规划，报城市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后由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 

第八条 城市新建和改建的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必须符合有关设计安装规程规定，并积极采用新光源、新技术、

新设备。 

第九条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新建、改建工程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并经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 

第十条 厂(矿)或者其他单位投资建设的城市道路照明设施，需移交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机构的，应当报城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道路照明安装及施工质量标准； 

(二)提供必要的维修、运行条件。 

第十一条 对符合上述条件的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资产移

交手续。 

第十二条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改建和维护，应当按照现有资金渠道安排计划。住宅小区和旧城改造中的城市

道路照明设施应当同步建设。 

第十三条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中的灯杆，可以分为专用杆和合用杆。对道路两侧符合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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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杆和无轨电车杆在不影响其功能和交通的前提下应当予以利用。 

第三章 照明的维护和管理 

第十四条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应当坚持安全第一，认真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城市道路照明设

施的完好、运行正常。 

第十五条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对道路照明设施管理机构建立严格的检查和考核制度，及时督促更换和

修复破损的照明设施，使亮灯率不低于 95%。 

第十六条 各地根据其具体情况可以采用以下节能方式： 

(一)根据道路的行人、车辆流量等因素实行分时照明； 

(二)对气体放电灯采用无功补偿； 

(三)采用先进的停电、送电控制方式； 

(四)推广和采用高光效光源、逐步取代低光效光源； 

(五)采用节能型的镇流器和控制电器； 

(六)采用高效率的照明灯具，并定期对照明灯具进行清扫，提高照明效果； 

(七)其他行之有效的节能措施。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进行可能触及、迁移、拆除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或者影响其安全运行的地上、地下

施工时，应当经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机构负责其迁移或拆除工作，费用由

申报单位承担。 

第十八条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附近的树木距带电物体的安全距离不得小于 1.0 米。因自然生长而不符合安全距

离标准影响照明效果的树木，由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机构与城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协商后剪修；因不可抗力致使

树木严重危及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安全运行的，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机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剪修，并同时通知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损坏道路照明设施后，应当保护事故现场，防止事故扩大，并立即通知城市道路

照明设施管理机构及有关单位。 

第四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条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

彰或者奖励。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赔偿经济损失，并

可处以 1 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擅自拆除、迁移、改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二)在城市道路设施附近堆放杂物、挖坑取土、兴建建筑物及有碍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正常维护和安全运行活动

的； 

(三)擅自在城市道路照明灯杆上架设通讯线(缆)或者安置其他设施的； 

(四)私自接用路灯电源的； 

(五)偷盗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六)故意打、砸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七)不听劝阻和制止，非法占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

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未设镇建制的工矿区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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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照明管理规定》 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 号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已经第 55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姜伟新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照明管理，促进能源节约，改善城市照明环境，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城市照明的规划、建设、维护和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城市照明工作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经济适用、节能环保、美化环境的原则，严格控制公用设施和大型

建筑物装饰性景观照明能耗。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指导全国的城市照明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照明实施监督管理。 

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照明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照明管理的具体工作。 

第五条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应当对在城市照明节能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六条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城市照明专项规划，报本级人民

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七条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应当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 

编制城市照明专项规划，应当根据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结合城市自然地理环境、人文条件，按照城市总体

规划确定的城市功能分区，对不同区域的照明效果提出要求。 

第八条 从事城市照明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依法

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 

第九条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组织制定城市照明设施建设年度计划，报同级人民政

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新建、改建城市照明设施，应当根据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确定各类区域照明的亮度、能耗标准，并符合

国家有关标准规范。 

第十一条 政府投资的城市照明设施的建设经费，应当纳入城市建设资金计划。 

国家鼓励社会资金用于城市照明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城市道路项目的功能照明装灯率应当达到 100%。 

与城市道路、住宅区及重要建（构）筑物配套的城市照明设施，应当按照城市照明规划建设，与主体工程同步

设计、施工、验收和使用。 

第十三条 对符合城市照明设施安装条件的建（构）筑物和支撑物，可以在不影响其功能和周边环境的前提下，

安装照明设施。 

第三章 节约能源 

第十四条 国家支持城市照明科学技术研究，推广使用节能、环保的照明新技术、新产品，开展绿色照明活动，

提高城市照明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十五条 国家鼓励在城市照明设施建设和改造中安装和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 

第十六条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城市照明规划，制定城市照明节能计划和节能技术措施，优先发展和建

设功能照明，严格控制景观照明的范围、亮度和能耗密度，并依据国家有关规定，限时全部淘汰低效照明产品。 

第十七条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开展节能教育和岗位节能培训，提高城市照明维护单位的节能水平。 

第十八条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城市照明能耗考核制度，定期对城市景观照明能耗等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九条 城市照明维护单位应当建立和完善分区、分时、分级的照明节能控制措施，严禁使用高耗能灯具，

积极采用高效的光源和照明灯具、节能型的镇流器和控制电器以及先进的灯控方式，优先选择通过认证的高效节能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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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单位不得在城市景观照明中有过度照明等超能耗标准的行为。 

第二十条 城市照明可以采取合同能源管理的方式，选择专业性能源管理公司管理城市照明设施。 

第四章 管理和维护 

第二十一条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城市照明设施的监管，保证城市照明设施

的完好和正常运行。 

第二十二条 城市照明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应当符合有关标准规范。 

第二十三条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可以采取招标投标的方式确定城市照明设施维护单位，具体负责政府投资的城

市照明设施的维护工作。 

第二十四条 非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照明设施由建设单位负责维护；符合下列条件的，办理资产移交手续后，

可以移交城市照明主管部门管理： 

（一）符合城市照明专项规划及有关标准； 

（二）提供必要的维护、运行条件； 

（三）提供完整的竣工验收资料； 

（四）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和范围。 

第二十五条 政府预算安排的城市照明设施运行维护费用应当专款专用，保证城市照明设施的正常运行。 

第二十六条 城市照明设施维护单位应当定期对照明灯具进行清扫，改善照明效果，并可以采取精确等量分时

照明等节能措施。 

第二十七条 因自然生长而不符合安全距离标准的树木，由城市照明主管部门通知有关单位及时修剪；因不可

抗力致使树木严重危及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运行的，城市照明维护单位可以采取紧急措施进行修剪，并及时报告城市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保护城市照明设施，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在城市照明设施上刻划、涂污； 

（二）在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距离内，擅自植树、挖坑取土或者设置其他物体，或者倾倒含酸、碱、盐等腐蚀物

或者具有腐蚀性的废渣、废液； 

（三）擅自在城市照明设施上张贴、悬挂、设置宣传品、广告； 

（四）擅自在城市照明设施上架设线缆、安置其它设施或者接用电源； 

（五）擅自迁移、拆除、利用城市照明设施； 

（六）其他可能影响城市照明设施正常运行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损坏城市照明设施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立即保护事故现场，防止事故扩大，并通知城市照明主管

部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和不具备相应执业资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城市照明工程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予以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在城市景观照明中有过度照明等超能耗标准行为的，由城市照明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有第二十八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照明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以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第三十三条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城市照明是指在城市规划区内城市道路、隧道、广场、公园、公共绿地、名胜古迹以及其他建（构）筑

物的功能照明或者景观照明。 

（二）功能照明是指通过人工光以保障人们出行和户外活动安全为目的的照明。 

（三）景观照明是指在户外通过人工光以装饰和造景为目的的照明。 

（四）城市照明设施是指用于城市照明的照明器具以及配电、监控、节能等系统的设备和附属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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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镇、乡和未设镇建制工矿区的照明管理，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 

各地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21 号）、《建设部

关于修改〈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的决定》（建设部令第 104 号）同时废止。 

 

 

 

  

7.7.12）《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1998 年 4 月 20 日省政府令第 79 号发布 2004 年 6 月 30 日省政府令第 134

号修正，2013-06-26 省政府令第 1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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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1998 

 

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颁布单位:江西省人民政府 

颁布日期:１９９８０４２０ 

实施日期:１９９８０６０１文号: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７９号 

                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加强城市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

和有关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城市规划区内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化是指在城市中进行的植树、种草、栽花、育苗、园林设施建设及其管护等活动。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地包括：公园、广场、街旁绿地等公共绿地，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绿地，花圃、草圃苗圃

等生产绿地，防护绿地和风景林地。 

    第四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城市绿化行政管理工作。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绿化工作。 

    第五条 城市公民都应当依法履行义务植树和城市绿化的义务，爱护绿化成果，有权制止损害绿化的行为。 

    第六条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城市人民政府以及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

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建设部有关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组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城市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编制城市绿化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一并实施。 

城市绿化规划的编制内容和审批办法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绿化规划的要求，结合城市详细规划，确定城市各地段

和各种性质用地的绿地率和人均公共绿地等控制指标。 

    第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其绿化用地面积与总用地面积比率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新建居住区不低于３０％，其中居住小区按居住人口人均不少于１平方米； 

（二）工业企业、交通枢纽、仓储、商业中心不低于２０％； 

（三）产生有害气体及污染的工厂不低于３０％，并根据国家标准设立防护林带； 

（四）学校、医院、休（疗）养院（所）、机关团体、公共文化设施、部队等单位不低于３５％； 

（五）城市主干道应达２０％以上，其他道路都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绿化。 

城市内河、湖等水体岸边应当进行绿化，重点地段应当逐步建成河滨公园、湖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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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旧城改造区的，可以将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指标降低５个百分点执行。 

    第十条 单位和居住小区现有绿化用地低于第九条标准，尚有空地可以绿化的，应当自接到城市人民政府绿化

行政主管部门通知之日起１年内进行绿化。 

逾期拒不绿化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绿化施工单位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反规定者支

付。 

    第十一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必须有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参与审查。未经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参与审查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发放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附属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及时施工，完成绿化的时间不得迟于主体工程使用后的第一个

绿化季节。附属绿化工程竣工后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验收，不得收取验收费用。 

    第十二条 因特殊情况，工程建设项目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第九条规定标准又确需建设的，经城市人民政府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并由建设单位在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按所缺面积补足绿

化用地。建设单位不能自行补足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代为补足，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三条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需要绿化的，其基本建设投资中应当包括配套绿化建设投资。城市公

共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的建设和街道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居住小区绿化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单位附

属绿化地和其他工程项目的配套绿化由各单位负责或者在主体工程中一并考虑。 

    第十四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应当由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绿化工程设计、施

工单位的资质管理办法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在城市给排水设施建设中，应当安排绿化用水的管网和设施。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六条 经城市总体规划和绿化规划确定的绿化用地，不得擅自改变用途。城市绿地不得随意侵占。 

    第十七条 因城市规划调整，确需占用城市规划确定绿地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调整规划，征得城

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经原规划批准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因特殊原因，需占用绿地在１０００平方米以内的，必须经所在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超过１０００平方米的，必须报城市人民政府审批；超过５０００平方米的，必须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经批准占用本单位附属绿地，且占用后本单位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标准的和占用其他绿地的，

占用单位必须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易地进行绿化。 

    第十九条 在城市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必须向公共绿地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城市人民政府绿化

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在公共绿地管理单位指定地点和范围内从事经营

活动，并遵守公共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严格控制砍伐或者移植城市树木。城市内任何树木不论其所有权归属，确需砍伐、移植的，必须按

下列规定报经批准后，方可砍伐： 

（一）一次一处砍伐或者移植乔木１０株、灌木１０丛或者绿篱１０米以下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审批； 

（二）超过（一）项规定限度，一次一处砍伐或者移植乔木１００株、灌木１００丛或者绿篱１００米以下的，

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三）超过（二）项规定的，须报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经批准砍伐树木的建设单位应当对树木所有者进行补偿，并按“伐一栽三”的比例就地补植树木。不能就地补

植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易地补植，其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一条 城市规划部门在审批划定建筑红线时，应当严格保护树木。新建建筑物和构筑物应当与树木主干

保持４米以上的距离，保证树木生长不受影响。如确需砍伐或者迁移树木的，应当事先经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审核同意，再划定建筑红线。 

    第二十二条 城市树木所有权和收益权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在公共绿地上和街道上种植的树木归国家所有； 

（二）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在其用地范围内种植的树木，归单位所有； 

（三）居住小区绿化所植树木，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树木管护的收益归管护部门； 

（四）居民在庭院内种植的树木，归个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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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在预算内安排相应的城市绿化经费。在城市维护费和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中

提取的绿化费比例应不低于１５％。 

    第二十四条 境外的苗木、花卉、种子和其他绿化物种，须经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合格后方可引进。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可处以１０元至１０

０元的罚款： 

（一）攀、摘树枝、花果，在树上剥皮； 

（二）损坏护树桩架，踩踏绿篱、花坛和封闭管理的草坪； 

（三）其他损坏公共绿地和园林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未经批准擅自砍伐、移植和非正常修剪城市树木的，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可处赔偿额

２倍以下的罚款；擅自砍伐，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可处赔偿额３倍以

下的罚款，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和城市居住区绿地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或者未按批

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以及施工队伍不具备资质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工、限期改正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八条 擅自改变城市绿化用地性质，或者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退还绿化用地，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可处以每平方米２０元至１００元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的罚款限额为： 

（一）在非经营活动中，属处罚公民的，不得超过２００元；属处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不得超过１０００

元。 

（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所得的，罚款不得超过１００００元，有违法所得的，罚款不得超过３０００

０元。 

    第三十条 未经同意擅自在城市公共绿地内设商业、服务摊点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迁出或者拆除，并可处以２０元至５００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 

对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可处以１０

元至１００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设点批文，并可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一条 对拒绝或者阻碍园林绿化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地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

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

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居住区指城市居民聚居地。本办法所称居住小区指由城市道路或者自然分界线所围

合、具有一定规模、配建有一套能满足该区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城市居民聚居地。 

    第三十五条 各城市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本办法制定本地的赔偿标准。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１９９８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2004 

信息分类：规章文件编号：省政府令第 134 号公开方式：主动公开发布日期：2008-04-28 公开时限：常年公开

公开范围：面向全社会信息索取号： M00000-0201-2004-0006 责任部门：省政府法制办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1998 年 4 月 20 日省政府令第 79 号发布  

2004 年 6 月 30 日省政府令第 134 号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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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加强城市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和

有关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城市规划区内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化是指在城市中进行的植树、种草、栽花、育苗、园林设施建设及其管护等活动。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地包括:公园、广场、街旁绿地等公共绿地，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绿地，花圃、草圃、苗圃

等生产绿地，防护绿地和风景林地。 

第四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城市绿化行政管理工作。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的城市绿化工作。 

第五条 城市公民都应当依法履行义务植树和城市绿化的义务，爱护绿化成果，有权制止损害绿化的行为。  

第六条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城市人民政府以及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

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建设部有关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组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编制城市绿化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一并实施。 

城市绿化规划的编制内容和审批办法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绿化规划的要求，结合城市详细规划，确定城市各地段和

各种性质用地的绿地率和人均公共绿地等控制指标。 

第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其绿化用地面积与总用地面积比率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新建居住区不低于 30%，其中居住小区按居住人口人均不少于 1 平方米； 

 (二)工业企业、交通枢纽、仓储、商业中心不低 20%； 

 (三)产生有害气体及污染的工厂不低 30%，并根据国家标准设立防护林带； 

 (四)学校、医院、休(疗)养院(所)、机关团体、公共文化设施、部队等单位不低于 35%； 

(五)城市主干道应 20%以上，其他道路都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绿化。 

城市内河、湖等水体岸边应当进行绿化,重点地段应当逐步建成河滨公园、湖滨公园。 

属于旧城改造区的,可以将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指标降低 5 个百分点执行。 

第十条 单位和居住小区现有绿化用地低于第九条标准,尚有空地可以绿化的,应当自接到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通知之日起 1 年内进行绿化。 

逾期拒不绿化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绿化施工单位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反规定者支

付。 

第十一条 因特殊情况，工程建设项目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第九条规定标准又确需建设的，经城市人民政府绿化

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并由建设单位在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按所缺面积补足绿化

用地。建设单位不能自行补足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代为补足，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需要绿化的，其基本建设投资中应当包括配套绿化建设投资。城市公共

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的建设和街道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居住小区绿化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单位附属

绿地和其他工程项目的配套绿化由各单位负责或者在主体工程中一并考虑。 

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应当由依法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 

第十四条 在城市给排水设施建设中，应当安排绿化用水的管网和设施。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五条 经城市总体规划和绿化规划确定的绿化用地，不得擅自改变用途。城市绿地不得随意侵占。 

第十六条 因城市规划调整，确需占用城市规划确定绿地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调整规划，征得城市

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经原规划批准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因特殊原因，需占用绿地在 1000 平方米以内的,必须经所在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超

过 1000 平方米的，必须报城市人民政府审批；超过 5000 平方米的，必须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经批准占用本单位附属绿地，且占用后本单位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标准的和占用其他绿地的,

占用单位必须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易地进行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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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在城市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必须经公共绿地管理单位同意后，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的营业执照，在公共绿地管理单位指定地点和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并遵守公共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十九条 严格控制砍伐或者移植城市树木。城市内任何树木不论其所有权归属，确需砍伐、移植的，必须按下

列规定报经批准后,方可砍伐: 

(一)一次一处砍伐或者移植乔木 10 株、灌木 10 丛或者绿篱 10 米以下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

批； 

(二〉超过(一)项规定限度,一次一处砍伐或者移植乔木 100 株、灌木 100 丛或者绿篱 100 米以下的，由城市人

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三)超过(二)项规定的，须报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经批准砍伐树木的建设单位应当对树木所有者进行补偿,并按“伐一栽三”的比例就地补植树木。不能就地补植

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易地补植，其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条 城市规划部门在审批划定建筑红线时, 应当严格保护树木。新建建筑物和构筑物应当与树木主干保持

4 米以上的距离，保证树木生长不受影响。如确需砍伐或者迁移树木的，应当事先经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审核同意，再划定建筑红线。 

第二十一条 城市树木所有权和收益权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在公共绿地上和街道上种植的树木归国家所有； 

(二)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在其用地范围内植的树木,归单位所有； 

(三)居住小区绿化所植树木,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树木管护的收益归管护部门； 

(四)居民在庭院内种植的树木,归个人所有。 

第二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在预算内安排相应的城市绿化经费。在城市维护费和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中提

取的绿化费比例应不低于 15%。 

第二十三条 境外的苗木、花卉、种子和其他绿化物种，须经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合格后方可引进。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可处以 10 元至 100 元的

罚款: 

(一)攀、摘树枝、花果,在树上剥皮； 

(二)损坏护树桩架，踩踏绿篱、花坛和封闭管理的草坪； 

(三)其他损坏公共绿地和园林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未经批准擅自砍伐、移植和非正常修剪城市树木的，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可处赔偿额 2 倍

以下的罚款；擅自砍伐，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可处赔偿额 3 倍以下的

罚款；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擅自改变城市绿化用地性质，或者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退还绿化用地，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可处以每平方米 20 元至 100 元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罚款限额为： 

（一）在非经营活动中，属处罚公民的，不得超过 200 元；属处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不得超过 1000 元。 

（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所得的，罚款不得超过 10000 元；有违法所得的，罚款不得超过 30000 元。 

第二十八条 对不服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可

处以 10 元至 100 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设点批文，并可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九条 对拒绝或者阻碍园林绿化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地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居住区指城市居民聚居地。 本办法所称居住小区指由城市道路或者自然分界线所围合、

具有一定规模、配建有一套能满足该区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城市居民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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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各城市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本办法制定本地的赔偿标准。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199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2012 

信息分类：规章文件编号：公开方式：主动公开发布日期：2013-06-26 公开时限：常年公开公开范围：面向全

社会信息索取号： M00000-0201-2013-0030 责任部门：省政府法制办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江西省城市绿化管

理办法》等 8 件省政府规章的决定(省政府令第 199 号)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等 8 件省政府规章的决定》已经 2011 年 12 月 26 日

第 59 次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代省长 鹿心社 

二○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此件主动公开）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等 8 件省政府规章的决定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省

人民政府决定对《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等 8 件省政府规章作如下修改： 

   一、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一）删除第十条中的“逾期拒不绿化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绿化施工单位代为补

种，所需费用由违反规定者支付”。 

   （二）删除第十一条中的“建设单位不能自行补足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代为补足，所需

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三）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经批准砍伐树木的建设单位应当对树木所有者进行补偿，并按‘伐一栽

三’的比例就地补植树木。不能就地补植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安排建设单位易地补植，其费用由

建设单位承担”。 

   （四）第二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未在城市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按所缺面积补足绿化用地的，处以每平方米 20 元至 100 元的罚款”。 

   （五）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擅自改变城市绿化用地性质，或者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城市

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绿化用地，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可处以每平方米 50 元至 200 元的罚

款”。 

   二、江西省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一）将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的“农机监理机构”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机行政管理部门”。 

   （二）将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机行政管理部门接到事故报案后，应当立即派人

勘察现场，收集证据，组织调查处理。发生农机事故后企图逃逸的、拒不停止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农机的作业或者转

移的，可以扣押与事故有关的农机及证书、牌照、操作证件，并出具扣押决定书和清单。事故责任认定后应立即归

还扣留的农机及证书、牌照、操作证件。 

   三、江西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 

   删除第四十三条中的“逾期不拆除的，由所在地市、县（区）人民政府组织强制拆除”。 

   四、江西省工资支付规定 

   删除第三十七条。 

   五、江西省松材线虫病防治办法 

   （一）删除第十四条中的“不能进行除害处理或者未按照规定要求进行除害处理的，由森林病虫害防治检

疫机构代为除害处理或者予以销毁，除害处理费用由所有人按规定标准承担”。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未按照规定要求进行除害处理的，由森林

病虫害防治检疫机构处以 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六、江西省植物检疫办法 

   （一）将第十五条中的“采取防疫措施予以封锁、控制和消灭”修改为“采取措施，彻底消灭”。 

   （二）将第二十六条中的“改变用途，控制使用或者就地销毁”修改为“植物检疫机构有权予以封存、没

收、销毁或者责令改变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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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江西省殡葬管理办法 

   删除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八、江西省犬类管理试行办法 

   删除第十三条中的“或强制捕杀”。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7.7.13）《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67 号 1999 年 02 月 03 日，建设部令第 132 号 2004-07-13 ，建

设部令第 156 号 2007 年 03 月 01 日） 

http://www.sxjs.gov.cn/Main/cmsContent.action?articleId=1764   1999 

http://www.liuyang.gov.cn/liuyanggov/bsfw/ztfw/ggsyfw/gs/808881/index.html   2004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4/18/content_586287.htm   2007 

http://zjj.hebi.gov.cn/szjj/777723/777740/2227016/index.htm l  2007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 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67 号 

一九九九年二月三日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供水水质管理，保障供水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城市供水条

例》,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供水水质,是指城市公共供水、自建设施供水及进行深度净化处理的水质。 

  城市公共供水和自建设施供水中包括原水和二次供水。 

  本规定所称原水是指由水源地取来的原料水。 

  本规定所称二次供水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储存、加压等设施，将城市公共供水或者自建设施供水经储存、

加压后再供用户的形式。 

  本规定所称深度净化处理水是指利用活性炭、反渗透、膜等技术对城市自来水或者其他原水作进一步处理

后，通过管道或者以其他形式直接供给城市居民饮用的水。 

  第三条 从事城市供水工作和进行城市供水水质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实行企业自检、行业检测和行政监测相结合的制度。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 

  第六条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行业监测体系由国家和地方两级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网络组成。 

  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由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国家水质中心）和直辖市、省会城

市及计划单列市经过国家技术监督部门认证的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以下简称国家站）组成 ，业务上接受国务院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导。 

  地方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以下简称地方网）,由设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国家站和经过省级

以上技术监督部门认证的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以下简称地方站）组成 ，业务上接受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指导。 

  直辖市、省会城市的国家站为地方网中心站。 

  第七条 国家水质中心根据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行使全国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职能。 

  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站业务上接受地方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导，并接受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的委托，实施该城市行政区域内供水水质的监测工作。 

  第八条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城市供水企业定期报送的城市供水水质检测数据报表进行审核，并

报送地方网中心站汇总。地方网中心站应当将汇总后的报表送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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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前报送国家水质中心，由国家水质中心汇总报送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九条 国家水质中心应当定期或者随机抽检国家站所在城市的供水水质，并将结果报送国务院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 

  国家站应当定期或者随机抽检本辖区内各城市的供水水质，并将结果报送地方站所在城市的城市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 

  定期或者随机抽检每年不得少于二次。 

  第十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每月公布一次国家站所在城市的供水水质。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布地方站所在城市的供水水质。地方站所在城

市供水水质公布的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十一条 城市供水水源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分级划分水源保护区，设立明显的范围标志和严禁事项告

示牌。保护区内严禁修建任何可能危害水源水质的设施及其他有碍水源水质的行为。 

  城市供水水源水质不得低于地面水环境质量三类标准并应当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 

  第十二条 城市供水水质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第十三条 城市供水水质应当做好水源防护、水源水质检测工作。发生突发性的水源污染时，应当及时报

告当地城市建设、环保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当出厂水质难以达到标准需要采取临时停水措施的，必须报经城市人

民政府批准。 

  第十四条 城市供水企业制水所用的各类净水剂及各种与制水有关的材料等，在使用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质量标准进行检验；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五条 用于城市供水的新设备、新管网投产前或者旧设备、旧管网改造后，必须严格进行清洗消毒，

并经技术监督部门认证的水质检测机构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六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水质检测机构和检测制度，按照国家规定的检测项目、检测频率和

有关标准、方法定期检测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水的水质，做好各项检测分析资料和水质报表存档，上报工作。 

  城市供水企业的自检能力达不到国家规定且不能自检的项目，应当委托当地国家站或者地方站进行检测。 

  第十七条 城市供水企业上报的水质检测数据，必须是经技术监督部门认证的水质检测机构检测的数据。

城市供水企业的检测机构没有经过技术监督部门认证的，其上报的数据必须委托当地国家站或者地方站进行检测。 

  第十八条 城市供水水质检测人员必须经专业培训合格，实行持证上岗制度。 

  第十九条 城市二次供水设施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管理单位，应当建立水质管理制度，配备专（兼）职

人员，加强水质管理，定期进行常规检测并对各类储水设施清洗消毒（每半年不得少于一次）。不能进行常规检测

的，应当定期将水样送至当地国家站或者地方站检测。 

  第二十条 从事城市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单位，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并取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后方可从事清洗消毒工作。 

  第二十一条 以城市自来水或者其他原水为水源，从事城市供水深度净化处理的企业，其生产的深度净化

处理水的水质，必须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应当定期对出厂水进行自检。没有自检手段或者检测手

段不完善的，应当定期将出厂水水样送至当地国家站或者地方站进行检测。 

  第二十二条 对在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单位给予警告，并可

处以 1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城市供水企业的供水水质达不到国家或者地方有关标准规定的； 

  （二）城市供水企业未按规定进行水质检测或者委托检测的； 

  （三）供水企业未按规定上报水质报表的； 

  （四）城市二次供水设施的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管理单位，未按规定对各类储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 

  （五）未经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擅自进行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 

  （六）不具备自检能力的城市二次供水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单位，以及从事城市供水深度净化处理的企

业，未按规定将水样定期送检的； 

  （七）违反本规定的，有危害城市供水水质安全的其他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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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条 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并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进行监测和随机抽检的； 

  （二）未按照规定上报水质报表或者提供虚假水质监测数据的。 

  第二十五条 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违反本规定，使用不合格的水质检测材料和设备造成事故的，除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外，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水质监测机构的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循私舞

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 199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32 号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的决定》已于 2004 年 7 月 13 日经建设部第 41 次常务会议讨论

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汪光焘 

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的决定 

建设部决定对《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67 号）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十条修改为：“从事城市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单位，必须取得城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

许可，方可从事清洗消毒工作。从事城市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单位应当在取得许可后 15 日内，将许可证明复

印件报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二、删去第二十三条第（五）项。  

此外，对部分条文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发布。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 

（1999 年 2 月 3 日建设部令第 67 号发布，2004 年 7 月 23 日根据《建设部关于修改&lt;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

定&gt;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供水水质管理，保障供水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城市供水条例》，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供水水质，是指城市公共供水、自建设施供水及进行深度净化处理水的水质。  

城市公共供水和自建设施供水中包括原水和二次供水。  

本规定所称原水是指由水源地取来的原料水。  

本规定所称二次供水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储存、加压等设施，将城市公共供水或者自建设施供水经储存、加

压后再供用户的形式。  

本规定所称深度净化处理水是指利用活性碳、反渗透、膜等技术对城市自来水或者其他原水作进一步处理后，

通过管道或者以其他形式直接供给城市居民饮用的水。  

第三条 从事城市供水工作和进行城市供水水质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实行企业自检、行业监测和行政监督相结合的制度。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  

第六条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行业监测体系由国家和地方两级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络组成。  

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由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国家水质中心）和直辖市、省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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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计划单列市经过国家技术监督部门认证的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以下简称国家站）组成，业务上接受国务院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指导。  

地方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以下简称地方网），由设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国家站和经过省级以

上技术监督部门认证的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以下简称地方站）组成，业务上接受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指导。  

直辖市、省会城市的国家站为地方网中心站。  

第七条 国家水质中心根据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行使全国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职能。城市供水

水质监测站业务上接受地方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导，并接受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实施该城

市行政区域内供水水质的监测工作。  

第八条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城市供水企业定期报送的城市供水水质检测数据报表进行审核，并报送

地方网中心站汇总。地方网中心站应当将汇总后的报表送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于每年年

底前报送国家水质中心，由国家水质中心汇总报送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九条 国家水质中心应当定期或者随机抽检国家站所在城市的供水水质，并将结果报送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  

国家站应当定期或者随机抽检地方站所在城市的供水水质，并将结果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  

地方站应当定期或者随机抽检本辖区内各城市的供水水质，并将结果报送地方站所在城市的城市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  

定期或者随机抽检每年不得少于二次。  

第十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每月公布一次国家站所在城市的供水水质。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布地方站所在城市的供水水质。地方站所在城市供

水水质公布的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十一条 城市供水水源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分级划分水源保护区，设立明显的范围标志和严禁事项告示牌。

保护区内严禁修建任何可能危害水源水质的设施及其他有碍水源水质的行为。  

城市供水水源水质不得低于地面水环境质量三类标准并应当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  

第十二条 城市供水水质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第十三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做好水源防护、水源水质检测工作。发生突发性的水源污染时，应当及时报告当

地城市建设、环保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当出厂水质难以达到标准需要采取临时停水措施的，必须报经城市人民政

府批准。  

第十四条 城市供水企业制水所用的各类净水剂及各种与制水有关的材料等，在使用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质量

标准进行检验；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五条 用于城市供水的新设备、新管网投产前或者旧设备、旧管网改造后，必须严格进行清洗消毒，并经

技术监督部门认证的水质检测机构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六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水质检测机构和检测制度，按照国家规定的检测项目、检测频率和有关

标准、方法定期检测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水的水质，做好各项检测分析资料和水质报表存档、上报工作。  

城市供水企业的自检能力达不到国家规定且不能自检的项目，应当委托当地国家站或者地方站进行检测。  

第十七条 城市供水企业上报的水质检测数据，必须是经技术监督部门认证的水质检测机构检测的数据。城市

供水企业的检测机构没有经过技术监督部门认证的，其上报的数据必须委托当地国家站或者地方站进行检测。  

第十八条 城市供水水质检测人员必须经专业培训合格，实行持证上岗制度。  

第十九条 城市二次供水设施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管理单位，应当建立水质管理制度，配备专（兼）职人员，

加强水质管理，定期进行常规检测并对各类储水设施清洗消毒（每半年不得少于一次）。不能进行常规检测的，应

当定期将水样送至当地国家站或者地方站检测。  

第二十条 从事城市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单位，必须取得城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方可从

事清洗消毒工作。从事城市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单位应当在取得许可后 15 日内，将许可证明复印件报城市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以城市自来水或者其他原水为水源，从事城市供水深度净化处理的企业，其生产的深度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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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水质，必须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应当定期对出厂水进行自检。没有自检手段或者检测手段不

完善的，应当定期将出厂水水样送至当地国家站或者地方站进行检测。  

第二十二条 对在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单位给予警告，并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城市供水企业的供水水质达不到国家或者地方有关标准规定的；  

（二）城市供水企业未按规定进行水质检测或者委托检测的；  

（三）供水企业未按规定上报水质报表的；  

（四）城市二次供水设施的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管理单位，未按规定对各类储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  

（五）不具备自检能力的城市二次供水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单位，以及从事城市供水深度净化处理的企业，

未按规定将水样定期送检的；  

（六）违反本规定，有危害城市供水水质安全的其他行为的。  

第二十四条 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可

处以 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进行监测和随机抽检的；  

（二）未按规定上报水质报表或者提供虚假水质监测数据的。  

第二十五条 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违反本规定，使用不合格的水质检测材料和设备造成事故的，除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外，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水质监测机构的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的，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 199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 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56 号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已于 2006 年 12 月 26 日经建设部第 113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七年三月一日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供水水质管理，保障城市供水水质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城

市供水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从事城市供水活动，对城市供水水质实施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供水水质，是指城市公共供水及自建设施供水（包括二次供水、深度净化处理水）

的水质。 

    本规定所称二次供水，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储存、加压等设施，将城市公共供水或者自建设施供水经储

存、加压后再供用户的形式。 

    本规定所称深度净化处理水，是指利用活性碳、膜等技术对城市自来水或者其他原水作进一步处理后，通

过管道形式直接供给城市居民饮用的水。 

    本规定所称城市供水单位，是指从事城市公共供水及自建设施供水（包括深度净化处理供水）的企业和单

位。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供水水质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水质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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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水质监督管理工作。 

    涉及生活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管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卫生主管部门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

理办法》（建设部、卫生部令第 53 号）的规定分工负责。 

    第五条 对在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六条 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体系由国家和地方两级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络组成。 

    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由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和直辖市、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等经过国家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的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以下简称国家站）组成，业务上接受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指导。

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为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中心站，承担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委托的有关工作。 

    地方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以下简称地方网），由设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的国家站和其他

城市经过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的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以下简称地方站）组成，业务上接受所在地

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或者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指导。 

    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和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特点、水质检测机构

的能力和水质监测任务的需要，确定地方网中心站。 

    第七条 城市供水单位对其供应的水的质量负责，其中，经二次供水到达用户的，二次供水的水质由二次

供水管理单位负责。 

    城市供水水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第八条 城市供水原水水质应当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 

    城市供水单位应当做好原水水质检测工作。发现原水水质不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时，应当及时采

取相应措施，并报告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水利、环境保护和卫生主管部门。 

    第九条 城市供水单位所用的净水剂及与制水有关的材料等，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净水剂及与制水有关的材料等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城市供水单位应当选用获证企业的产品。 

    城市供水单位所用的净水剂及与制水有关的材料等，在使用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检验；未经

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条 城市供水设备、管网应当符合保障水质安全的要求。 

    用于城市供水的新设备、新管网或者经改造的原有设备、管网，应当严格进行清洗消毒，经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资质认定的水质检测机构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一条 城市供水单位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编制供水安全计划并报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备案； 

    （二）按照有关规定，对其管理的供水设施定期巡查和维修保养； 

    （三）建立健全水质检测机构和检测制度，提高水质检测能力； 

    （四）按照国家规定的检测项目、检测频率和有关标准、方法，定期检测原水、出厂水、管网水的水质； 

    （五）做好各项检测分析资料和水质报表存档工作； 

    （六）按月向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如实报告供水水质检测数据； 

    （七）按照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的要求公布有关水质信息； 

    （八）接受公众关于城市供水水质信息的查询。 

    第十二条 城市供水单位上报的水质检测数据，应当是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的水质检测机构检测

的数据。水质检测机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客观、公正地出具检验结果。水质检测数据按以下程序报送： 

    （一）城市供水单位将水质检测数据报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审核后，报送地方网中心

站汇总； 

    （二）地方网中心站将汇总、分析后的报表和报告送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或者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供

水主管部门审核后，报送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 

    （三）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汇总、分析地方网中心站上报的报表和报告，形成水质报告，报送国

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第十三条 城市供水单位从事生产和水质检测的人员，应当经专业培训合格，持证上岗；但是，仅向本单

位提供用水的自建设施供水单位除外。 

    第十四条 二次供水管理单位，应当建立水质管理制度，配备专（兼）职人员，加强水质管理，定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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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检测并对各类储水设施清洗消毒（每半年不得少于一次）。不具备相应水质检测能力的，应当委托经质量技术

监督部门资质认定的水质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检测。 

    第十五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以及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

门 [以下简称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城市供水水质检查和督察制度，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第十六条 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进入现场实施检查； 

    （二）对供水水质进行抽样检测； 

    （三）查阅、复制相关报表、数据、原始记录等文件和资料； 

    （四）要求被检查的单位就有关问题做出说明； 

    （五）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十七条 实施监督检查，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知悉的被检查单位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八条 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或者阻挠。被检查单

位应当接受监督检查和督察，并提供工作方便。 

    第十九条 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实施现场检查时应当做好检查记录，并在取得抽检水样检测报告十

五日内，向被检查单位出具检查意见书。 

    发现供水水质不合格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责令被检查单位限期改正。 

    第二十条 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应当委托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监测站或者其他经质

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的水质检测机构进行水质检测。 

    第二十一条 被检查单位对监督检查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监督检查意见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实施监

督检查的机关申请复查。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及有关问题的处理结

果，报上一级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并向社会公布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年度报告。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反本规定行为的，有权向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举报。 

    第二十四条 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城市供水水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经同级

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城市供水单位应当依据所在地城市供水水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所在地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备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二十五条 城市供水水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机制； 

    （二）突发事件的监测与预警； 

    （三）突发事件信息的收集、分析、报告、通报制度； 

    （四）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技术和监测机构及其任务； 

    （五）突发事件的分级和应急处理工作方案； 

    （六）突发事件预防与处理措施； 

    （七）应急供水设施、设备及其他物资和技术的储备与调度； 

    （八）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专业队伍的建设和培训。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城市供水水质安全事故或者安全隐患后，应当立即向有关城市供水单位、

二次供水管理单位或者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报告。 

    城市供水单位、二次供水管理单位接到安全事故或者安全隐患报告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直辖市、市、县

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接到安全事故或者安全隐患报告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同

级人民政府报告，并通知有关城市供水单位、二次供水管理单位。 

    第二十七条 发现城市供水水质安全隐患或者安全事故后，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有关部门立即启动城市供水水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采取措施防止事故发生或者扩大，并保障有关单位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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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用水；有关城市供水单位、二次供水管理单位应当立即组织人员查明情况，组织抢险抢修。 

    城市供水单位发现供水水质不能达到标准，确需停止供水的，应当报经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

市供水主管部门批准，并提前 24 小时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因发生灾害或者紧急事故，不能提前通知的，应当在

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并向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八条 发生城市供水水质安全事故后，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

门立即派员前往现场，进行调查和取证。调查取证应当全面、客观、公正。 

    调查期间，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证据，不得谎报或者隐匿、毁灭证据，阻

挠、妨碍事故原因的调查和取证。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并处以 3 万元的罚款： 

    （一）供水水质达不到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 

    （二）城市供水单位、二次供水管理单位未按规定进行水质检测或者委托检测的； 

    （三）对于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净水剂及与制水有关的材料等，选用未获证企业产品的； 

    （四）城市供水单位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净水剂及有关制水材料的； 

    （五）城市供水单位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城市供水设备、管网的； 

    （六）二次供水管理单位，未按规定对各类储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 

    （七）城市供水单位、二次供水管理单位隐瞒、缓报、谎报水质突发事件或者水质信息的； 

    （八）违反本规定，有危害城市供水水质安全的其他行为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

处以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城市供水单位未制定城市供水水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 

    （二）城市供水单位未按规定上报水质报表的。 

    第三十一条 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不履行本规定职责、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的，对负有

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因城市供水单位原因导致供水水质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0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67 号）、《建设部

关于修改〈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的决定》（建设部令第 132 号令）同时废止。 

 

    

 

 

7.7.14）《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1996 年 7 月 9 日建设部、卫生部令第 53 号， 2016 年 4 月 17 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31 号） 

 

http://www.gov.cn/fwxx/bw/wsb/content_417703.htm   1996 

http://www.yuelu.gov.cn/yuelugov/yl_xxgk/bmxxgkml/844156/844170/1122242/index.html    2016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605/t20160519_227535.html   2016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1996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1996 年 7 月 9 日建设部、卫生部令第 53 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生活饮用水（以下简称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及《城市供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单位（以下简称供水单位）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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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监督管理。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卫生部主管全国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饮用

水卫生监督工作。 

    建设部主管全国城市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镇

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 

    第四条 国家对供水单位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实行卫生许可制度。 

    第五条 国家鼓励有益有于饮用水卫生安全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制开发和推广应用。 

第二章 卫生管理 

    第六条 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必须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第七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必须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签发的卫生许可证。城市自来水供水

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还必须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城市供水企业资质证书》，方可供水。 

    第八条 供水单位机关报建、改建、扩建的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应当符合卫生要求，选址和设计审查、竣

工验收必须有建设、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参加。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公共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由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组织选址、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卫生行政部门参加。 

    第九条 供水单位应建立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 

    第十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必须有水质净化消毒设施及必要的水质检验仪器、设备和人员，对水质进行日常性

检验，并向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检测资料。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

水的企业，其生产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人员上岗的资格和水质日常检测工作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第十一条 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必须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并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凡患

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及其他有碍饮用水卫生的疾病的和病原携带者，

不得直接从事供、管水工作。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未经卫生知识培训不得上岗工作。 

    第十二条 生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产品卫

生许可批准文件，取得批准文件后，方可生产和销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使用无批准文件的前款产

品。 

    第十三条 饮用水水源地必须设置水源保护区。保护区内严禁修建任何可能危害水源水质卫生的设施及一切

有碍水源水质卫生的行为。 

    第十四条 二次供水设施选址、设计、施工及所用材料，应保证不使饮用水水质受到污染，并有利于清洗和

消毒。各类蓄水设施要加强卫生防护，定期清洗和消毒。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情况另行

规定。从事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单位必须取得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许可后，方可从事清洗消毒工

作。清洗消毒人员，必须经卫生知识培训和健康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第十五条 当饮用水被污染，可能危及人体健康时，有关单位或责任人应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污染，并向当

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章 卫生监督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卫生监督滥测工作。供水单位的供水范

围在本行政区域内的，由该行政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其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供水单位的供水范围超

出其所在行政区域的，由供水单位所在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其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

供水单位的供水范围超出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由该供水单位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负责其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铁道、交通、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卫生监督机构，行使卫生部会同国务

院有关部门规定的饮用水卫生监督职责。 

    第十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集中式供水项目时，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做好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

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的水源水质监测和评价。 

    第十八条 医疗单位发现因饮用水污染出现的介水传染病或化学中毒病例时，应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和卫生防疫机构报告。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污染事故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调查。

当发现饮用水污染危及人体健康，须停止使用时，对二次供水单位应责令其立即停止供水；对集中式供水单位应当

会同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停止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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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条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本办法第十六规定的管理范围发放，

有效期四年，每年复核一次。有效期满前六个月重新提出申请换发新证。《城市供水企业资质证书》的申办按《城

市供水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必须进行卫生安全性评价。与饮用水接触的防护涂料、水质处理

器以及新材料和化学物质，由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初审后，报卫生部复审；复审合格的产品，由卫生部颁发

批准文件。其他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报卫生部备案。

凡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进口产品，须经卫生部审批后，方可进口和销售。具体管理办法由卫生部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凡取得卫生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以及取得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经日

常监督检查，发现已不符合卫生许可证颁发条件或不符合卫生许可批准文件颁发要求的，原批准机关有权收回有关

证件或批准文件。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设饮用水卫生监督员，负责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县级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可聘任饮用水卫生检查员，负责乡、镇饮用水卫生检查工作。饮用水卫生监督员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发给证书，饮用水卫生检查员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发给证书。铁道、交通、民航的饮用水

卫生监督员，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发给证书。 

    第二十四条 饮用水卫生监督员应秉公执法，忠于职守，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五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安排未取得体检合格证的人员从事直接供、管水工作或安排患有有碍饮用水卫

生疾病的或病原携带者从事直接供、管水工作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进，并可对

供水单位处以 2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进，

并可处以 2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一）在引用水水源保护区修建危害水源水质卫生的设施或进行有碍水源

水质卫生的作业的；（二）新建、改建、扩建的饮用水供水项目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参加选址、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

而擅自供水的；（三）供水单位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的；（四）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五）未取得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许可擅自从事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工作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生产或者销售无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改进，并可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或处以

5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进，并可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 10000 元以下罚

款：（一）新建、改建、扩建的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而擅自建设并投入

使用的；（二）未按规定进行日常性水质检验工作；（三）未取得《城市供水企业资质证书》擅自供水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集中式供水：由水源集中取水，经统一净化处理和消毒后，由输水

管网送至用户的供水方式（包括公共供水和单位自建设施供水）。二次供水：将来自集中式供水的管道另行加压、

贮存，再送至水站或用户的供水设施；包括客运船舶、火车客车等交通运输工具上的供水（有独自制水设施者除外）。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凡在饮用水生产和供水过程中与饮用水接触的联接止水材料、塑料及有机合成管材、

管件、防护涂料、水处理剂、除垢剂、水质处理顺及其他新材料和化学物质。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从事净水、

取样、化验、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及水池、水箱清洗人员。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卫生部、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2016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31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住房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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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会议、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陈政高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 

李 斌 

                                         2016 年 4 月 17

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决定对《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原建设部、原卫生部令第 53

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本办法中的“建设部”统一修改为“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卫生部”统一修改为“国

务院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将“建设行政部门”统一修改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卫生行政部门”统一修

改为“卫生计生主管部门”。 

  二、将第七条修改为：“集中式供水单位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后，还应当取得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方可供水。” 

  三、删除第十四条第二款。 

  四、删除第二十条第一款中的“每年复核一次”，并删除第二款。 

  五、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卫生安全性评价，符合

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要求。 

  “利用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生产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应当取得国务院卫生计生主管部门颁

发的卫生许可批准文件；除利用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外生产的其他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应当取得省级

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批准文件。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有效期为四年。” 

  六、删除第二十六条第五项。 

  七、删除第二十八条第三项。 

  本决定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7.7.15）《关于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的指导意见》（卫监督发〔2012〕3 号  2012 年 01 月 10 日） 

http://www.nhfpc.gov.cn/zhjcj/s5853/201201/a02f61b8e390467bb7d98c3c65775d5c.shtml  

http://www.szbj.org/content/show/157.aspx  

卫生部关于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的指导意见 

卫监督发〔2012〕3 号 

 卫监督发〔2012〕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饮用水卫生安全是保障公众健康的重要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近年来，各级卫生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积极

采取措施保障饮用水卫生安全，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城乡饮用水卫生安全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但也应当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饮用水卫生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饮用水监测能力滞后、保障不到位、协调

机制及相关制度有待完善、监督监测力度需要加大。为切实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坚持中央指导、地方负责；坚持政府领导、部门协作；坚持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坚持突出

重点、讲求实效；坚持落实供水单位主体责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二）夯实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基础。按照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及“十二五”卫生事业发展总体要求，加强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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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加快人才队伍培养，完善制度机制，不断提高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水平，有效保障城乡饮用水卫生安全，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三）依法履行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职责。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和《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等法律法规标准，落实供水单位和生产企业责任，严格对饮用水供水单位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产品实行卫生许可管理，开展监督、监测及饮用水污染事故对人体健康影响调查。 

  二、加大饮用水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四）规范饮用水相关卫生许可工作。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严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健全制度，

统一条件，规范饮用水供水单位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工作；要组织开展对饮用水相关卫生许可工作

的监督检查，采取有力措施及时解决许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要依法整治饮用水供水单位未经卫生许可

擅自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依法查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或者经营的违法行为。 

  （五）整体推进城乡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要进一步强化对城市市政供水的卫生监督，严格

落实对供水单位的各项卫生要求，逐步规范城市自建集中式供水和乡镇水厂的卫生管理。通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卫

生监督协管工作，对农村集中式供水、城市二次供水和学校自备供水实施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稳步提高卫生监督

覆盖率；要加强对农村集中式供水水源卫生防护的指导，加大对二次供水设施、学校饮用水设施及其清洗、消毒等

的监督检查力度。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要加强对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监督抽检，严格供水单位使用涉及饮用水

卫生安全产品的索证管理。 

  （六）开展供水单位和供水设施调查工作。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要全面掌握当地饮用水供水单位和供水设施情况

（暂不包括分散式供水设施），建立完善供水单位及供水设施的类型、工艺、数量、布局、供水人口及卫生管理等

基本信息档案。底数不清的要集中开展一次摸底调查；要督促供水单位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完善供水设施，落实单

位主体责任。 

  （七）创新完善饮用水卫生监督机制。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建立完善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内和部门间

协调合作机制，结合实际，研究落实饮用水卫生监管措施；建立健全饮用水污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机制，认真

调查核实关于饮用水卫生安全的投诉举报，及时发现和控制饮用水卫生安全隐患。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要积极探索饮

用水远程在线监测、风险预警等信息化监管模式，逐步提高卫生监督工作效率和饮用水卫生保障工作水平。 

  三、强化饮用水卫生监测工作 

  （八）有效开展饮用水卫生监测。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水质指标规定，在

标准全面实施前，以监测和控制饮用水卫生安全风险为目标，组织对当地饮用水水质开展一次基线调查，全面系统

地掌握水质情况，研究确定当地与健康密切相关的需要重点监控的水质指标，探索建立水性疾病评估、预测体系，

及时发现饮用水卫生安全隐患，防范介水疾病发生和流行。各地要结合供水单位日常水质监测资料，定期开展水质

状况分析，加强风险管理。 

  （九）健全监测网络。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结合本地供水类型、数量、布局、供水人口及卫生管理等情况，

合理建立饮用水卫生监测点，逐步扩大城乡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学校供水的卫生监测覆盖范围，形成有效的饮

用水卫生监测网络，加强饮用水卫生监测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实现网络直报和数据共享。 

  （十）继续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工作。各地要按照“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要求

进一步做好农村集中式饮水安全工程的水质卫生监测。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饮水安全工程的技

术方案和工艺流程提出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开展工程建设前水源水质和工程建成后供水水质验收性分析。卫生

部门要健全农村集中式饮水安全工程水质卫生监测和通报制度，开展经常性水质监测，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从卫

生防病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农村饮用水安全水平不断提高。 

  四、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和监测能力建设 

  （十一）充实专业人员队伍。地（市）级以上卫生监督机构要设置负责饮用水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专门科室，

县（区）级卫生监督机构要配备专职人员承担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按照《卫生部关于做好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工作

的指导意见》（卫监督发〔2011〕82 号）的要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设立饮用水卫生安全责任人，

负责落实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工作。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充实饮用水卫生监测和饮用水污染事件健康危害调查

技术力量。建立完善专业人员培训考核制度，提高人员素质。 

  （十二）提高监测能力。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本辖区内开展经常性饮用水卫生监测工作的实际需要，

统筹规划卫生部门饮用水检测能力建设，确保《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全面有效实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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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水质分析设施设备建设，提高日常水质监测技术能力，加强饮用水卫生监测质量控制工作。各省级及省会城市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要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全部指标检测能力，各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达到除放射性指

标以外全部水质常规指标及非常规指标中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重点控制指标检测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级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全部指标检测能力，县（区）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达到除放射性指标

以外全部水质常规指标检测能力。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要合理配备饮用水卫生监督现场检测设备和装备，提高卫生监

督工作的科学性、可靠性和时效性。 

（十三）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建立健全饮用水污染事件报告制度，明确报告责任和要求，

完善饮用水污染事件处置措施和程序，做好应急处置的组织、人员、装备和应急监测技术准备，组织开展应急处置

技能培训和演练，提高应急反应速度和调查处置能力。 

  六、加强组织领导 

  （十七）强化地方责任。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树立保障饮用水卫生安全主要责任在地方的意识，充分

发挥卫生部门的职能作用，定期向政府报告饮用水卫生安全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要落实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责任，

明确任务和要求，保障人员、装备设备和资金投入，加强对本辖区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十八）完善管理制度。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针对当地饮用水卫生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加强调查

研究，积极推动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地方法规规章的建设，促进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制度化、

法制化。 

 

 

  第八部分 纪检、监察、稽查、监督、巡视、行政主管部门 

8.1 各级部门工作责任职能 

8.1.1）永丰县城乡规划建设局 

傅小春: 

永丰县规划建设局是永丰县人民政府主管全县建设事业(即城乡规划建设、工程建设、建筑业、房地产业、市政

公用事业、测绘业)、主要职责是： 

1、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建设事业、环保事业和测绘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及相关的发展战略、

产业政策、改革方案；负责制订本县规划建设管理、环保管理和测绘的政策和制度，组织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

度计划并指导实施。 

5、按照省、市行业科技发展、人才发展规划和技术经济政策，归口管理全县建设技术市场，组织推广、转化

建设科技成果，指导建筑节能工作；参与管理全县墙体材料革新工作；管理全县建设系统职工教育工作。 

7、管理全县城镇建设和工业民用建筑的抗震设防和附建式人防工程建设工作。 

9、贯彻执行国家测绘工作的法律、法规，负责测绘行政执法监督；负责管理全县测绘成果和测绘成果的保密

工作，负责对外提供测绘成果的审查报批。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kxx/bjzfbmjs/200808/t20080822_24108.htm  

8.1.2）永丰县房地产管理局 

罗振国: 

一、主要职责是；   

    （一）房地产行政管理：包括房地产产权产籍、房地产开发经营、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城镇土地开发利用及

有偿转让、房地产交易市场、房屋商品化、房改资金管理、城市房屋拆迁、住宅建设等工作；直管公房资产管理、

权属管理、经营管理。 

    （二）房地产行业管理：包括对开发、拆迁、经营、房屋装饰、服务（中介、咨询、评估、信息、物业）

等行业的管理工作。 

    （三）房地产系统负责直管公房的建设、维修、经营管理，进行房产、地产的开发经营，开展各种服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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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经营。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dzb/gkxx/bjzfbmjs/200808/t20080812_6665.htm  

8.1.3）永丰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 

郭庆峰: 

永丰县城乡建设局建筑质量（安全）监督站公开服务承诺书 

一、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2、对工程质量监督、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管理；掌握工程质量安全动态，及时、准确地向上级部门报告工程质

量安全状况。 

3、组织全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查；对工程实体质量及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的质量行为进行监督

管理。 

4、负责建设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不良记录管理工作。。 

5、受理工程质量投诉，在工程保修期内对保修工作进行监督。受理有关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的投诉，

负责重大安全事故上报并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6、根据县建设局的委托，对工程建设、施工、监理等各方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行为实施行

政处罚，并按有关规定作为企业不良记录予以上报。  

二、服务内容 

受县城乡建设局委托，负责全县建设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三、服务对象 

依据《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五章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全县新建、扩建、改建建的筑工程的建设单位在工程

开工前办理质量监督手续。质监站对永丰县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质量进行监督。 

四、服务承诺 

推行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服务承诺制、责任追究制五项制度。并公开承诺如下： 

1、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监督注册资料的审核工作。 

2、在发出质量监督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确定监督组人员，制定质量监督工作方案，进行监督交底。 

3、按监督方案要求，如期到工地进行监督抽查。 

4、在 10 个工作日内审查建设单位报送的工作竣工验收备案资料提出工程备案意见或备案处理意见。 

http://www.jxyongfeng.gov.cn/NEWS/NSJGFWCN/2011/11/111115151257002.html  

8.1.4）永丰县信访局 

陈军旺: 

（一）受理、交办、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 

  （二）承办上级和县委、县政府领导交由处理的信访事项； 

  （三）协调处理重要信访事项； 

  （四）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理； 

  （五）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县委、县政府提出工作建议； 

  （六）对各乡镇和县直其他部门的信访工作进行指导。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xfj/gkxx/jgzn/200908/t20090812_221146.htm  

8.1.5）永丰县人民政府、县长手机 

肖志华,朱新堂:  

主持县政府全面工作，兼管监察、审计、编制、规划工作。 

http://pub.jian.gov.cn/jxyf/gkxx/ld/ldjj/  

8.1.6）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局 

操建民: 

（二）指导全市建筑业活动的综合管理。监督管理全市建筑市场准入、招标投标、建设监理、质量安全；拟定建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dzb/gkxx/bjzfbmjs/200808/t20080812_6665.htm
http://www.jxyongfeng.gov.cn/NEWS/NSJGFWCN/2011/11/111115151257002.html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xfj/gkxx/jgzn/200908/t20090812_221146.htm
http://pub.jian.gov.cn/jxyf/gkxx/ld/ld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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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行业、相关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办法并监督实施。负责中心城区建筑施工许可管理；组织实施重大建筑节能项

目，负责新型墙体材料等节能材料施工现场管理，负责建筑材料、设备使用许可的监督管理；负责全市建筑装饰

装修行业管理；组织协调规划建设行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七）指导全市城乡规划建设行业行政执法、执法监督工作；负责中心城区建设市场和城市规划的监察执法工

作。 

（八）负责全市城乡规划建设行业各类资质、执（从）业资格的审批、审核报批和管理。 

 纪检组： 

黄小兵(原李厚生) 

负责局纪检、监察日常工作，承办纪检、监察方面的文件；负责信访举报件的受理、呈批、初核和党纪、政纪案件

的立案调查工作；负责市直建设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指导督办县（市、区）建设系统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负责建设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督促查处违法、违纪、违章行为；负责建设系统法制工作，承办重大行

政处罚行为的备案审查、行政处罚取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应诉工作；参与干部考察、考核工作；参与建设工

程招标投标的监督工作；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http://www.jajsj.gov.cn/2008new656.html  

8.1.7）吉安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 

林葆卫: 

 

黄素平同志任吉安市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中心主任 

http://pub.jian.gov.cn/bmgkxx/jjjsj/rsxx/rsrm/201206/t20120625_810284.htm  

8.1.8）吉安市人民政府、市长信箱、市长手机、市长热线 

王萍 主要工作分工： 市委书记，主持市委全面工作。 

http://www.jian.gov.cn/pubinfo/sldxx/swld/swsj/wp/  

8.1.9）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 

钱勇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现任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局长。 

贯彻执行国家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的政策、法规和标准，草拟全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 

负责全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管理工作。指导全省各级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机构的业务，掌握全省各级监督机构

状况和全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状况；负责省级安全管理先进企业、省级安全达标文明施工样板工地、全省优质工

程和结构优良工程的申报受理、现场复查工作，配合做好国家鲁班奖工程的申报工作；负责全省建设工程安全、

质量事故的投诉受理、调查处理和统计上报工作，具体实施事故隐患分级管理办法，为事故应急处理提供专家和

技术支持。 

负责全省建设工程竣工备案管理工作。具体负责省管项目工程和局监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工作。 

负责全省建设工程检测单位资质管理和检测人员及工程项目见证人员业务培训、考核及备案工作。 

负责全省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质量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管理工作。具体实施全省建筑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三类人员和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等的考核、审查和动态监管工作。 

http://www.jxazjd.com/Gan/Intro.aspx  

8.1.10）江西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 

陈平 

（三）承担规范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秩序的责任。起草住房和城乡建设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依法组织编

制和实施城乡规划，拟订城乡规划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省城镇体系规划，负责省人民政

府交办的城市总体规划、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审查报批和监督实施，参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的审查，拟订住

房和城乡建设的科技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 

（四）承担建立全省科学规范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责任。组织制定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地方标准，组织实施工

程建设统一定额和行业标准，拟订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评价方法、经济参数、建设标准和工程造价的管理制度，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jajsj.gov.cn/2008new656.html
http://pub.jian.gov.cn/bmgkxx/jjjsj/rsxx/rsrm/201206/t20120625_810284.htm
http://www.jian.gov.cn/pubinfo/sldxx/swld/swsj/wp/
http://www.jxazjd.com/Gan/Intro.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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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公共服务设施（不含通信设施）建设标准并监督执行，指导监督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的实施和工程造价计

价，组织发布工程造价信息。 

    （五）承担规范全省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的责任。会同或配合有关部门组织拟订房地产市

场监管政策并监督执行，指导城镇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和开发利用工作，提出房地产业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

策，制定房地产开发、房屋权属管理、房屋租赁、房屋面积管理、房地产估价与经纪管理、物业管理、房屋征收

拆迁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六）监督管理全省建筑市场，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指导全省建筑活动，组织实施房屋和市政工程项目

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拟订勘察设计、施工、建设监理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并监督和指导实施，拟订工程建

设、建筑业、勘察设计的行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改革方案、产业政策、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拟订规范建

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组织协调建筑企业参与国际工程承包、建筑劳务合作。 

    （九）承担全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责任。拟订建筑工程质量、建筑安全生产和竣工验收备案的政策、

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组织或参与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拟订建筑业、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业的技

术政策并指导实施。 

    （十）承担推进全省建筑节能、城镇减排的责任。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建筑节能的政策、规划并监督实施，

组织实施重大建筑节能项目，推进城镇减排。 

http://www.jxjst.gov.cn/html/zhengwugongkai/zhuyaolingdao/201105/10-26379.html  

1、厅党组全年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少于 2 次，分析全厅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形势，部署安排工作

任务，研究制定制度措施，解决克服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2、对全厅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明确责任分工，每半年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情况进行一

次督导，年底进行检查考核并通报考核结果。对不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采取约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等措施督促整改；对发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3、领导班子成员变动后及时调整充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责任领导：陈平同志、厅直系统党委、支部主要负责人 

责任单位：厅机关各处室、厅直各单位 

三、各级党委（党组）主要领导要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领导

班子成员根据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党委（党组）要定期向上级纪委报告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落实情况。 

1、全厅系统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落实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重

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等要求，把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作为领导干部述职述德述廉、年度检查考核的重要内容。 

2、高度重视、积极支持纪检监察工作，经常听取和采纳工作汇报与建议，及时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3、继续实行厅主要领导与班子成员、机关处室和厅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做到齐抓

共管、层层落实。 

4、认真落实党政主要领导每年至少讲 1 次廉政党课制度。 

5、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专题报告制度。 

责任领导：陈平同志、厅机关各处室和厅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责任单位：厅机关各处室、厅直各单位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gfxwj/201407/t20140707_1046870.htm  

8.1.11）江西省住宅与城乡建设厅纪检组、稽查执法办公室 

1）纪检组： 

薛晓卫，吴小姐 

2、督促厅直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厅党组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几项重点工作的意见》（赣建党字〔2013〕21

号），进一步健全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落实“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党政主要负责人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

工程采购工作、“一把手”末位表态等制度规定，强化对主要领导干部和班子成员行使权力的制约监督。 

3、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述职述德述廉、廉政谈话、诫勉谈话、函询、约谈、离任审计等制

度。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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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gfxwj/201407/t20140707_1046870.htm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171 页 共 3277 页 

4、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专题报告制度。 

责任领导：薛晓卫、厅分管领导 

责任单位：计划财务审计处、人事教育处、监察室 

十、建立工作台账制度，将贯彻落实《工作规划》和《实施办法》情况作为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推

进惩防体系建设检查考核的重要内容。 

1、按照中央、省委《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13—2017 年工作规划》及实施办法，结合职能实际，加

强调查研究，突出惩防重点，制定《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13—2017 年工作规划及实施意

见》，并督促抓好贯彻落实。 

2、建立厅惩防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例会制度，贯彻中央、省委和省纪委有关部署要求，研究安排重点工作，

制定推进落实措施，对惩防体系建设工作实行定期调度、专项检查、重点督办和台账管理。 

3、将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工作纳入厅直系统目标管理，坚持每年进行一次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评价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干部、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对发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追究相关责任并实行“一票否

决”，促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干部健康成长。 

责任领导：薛晓卫 

责任单位：监察室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gfxwj/201407/t20140707_1046872.htm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gfxwj/201407/t20140707_1046870.htm  

2）稽查执法办公室： 

梁卫明: 

江西省建设工程稽查执法办围绕中心工作突出重点，开展了房地产市场、保障性安居工程、城乡规划实施、建

筑节能和城镇减排、住房公积金、工程质量安全、建筑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检查 

http://www.jxjst.gov.cn/html/zhengwugongkai/zhuyaolingdao/201105/10-26380.html  

8.1.12）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信箱、省长手机 

强卫,鹿心社: 主持省政府全面工作，兼管财政、审计、监察工作。 

http://www.jiangxi.gov.cn/zfgz/zfld/  

8.1.13）江西省信访局 

朱荣辉: 

http://www.jx-xinfang.gov.cn/zwgk_3/zzjg/bmld/201205/t20120517_222921.htm  

8.1.14）江西省纪委监察厅 

   周泽民: 

１、主管全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决定，维护党的章程和

党的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２、主管全省行政监察工作，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有关行政监察工作的决定，监

督检查省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省辖市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执行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以及省政府颁发的决议和命令的情况。  

    ３、负责检查并处理省委和省政府各部门、各地市党的组织和省委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章程及党

内法规的案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任命程序，决定和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

必要时直接查处下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管辖范围内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  

    ４、负责调查处理省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省辖市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

违反政纪的行为，并根据责任人所犯错误的情节轻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任命程序作出撤职及撤职以下的行政处

分的决定；受理监察对象不服政纪处分的申诉，受理个人或单位对监察对象违纪行为的检举、控告。 

http://www.jxlz.gov.cn/system/2008/11/09/002904485.shtml  

中共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江西省监察厅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履行党的纪

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种职能，对省委、省政府负责。省监察厅仍属政府序列，接受省政府的领导。其主要职责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gfxwj/201407/t20140707_1046872.htm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gfxwj/201407/t20140707_1046870.htm
http://www.jxjst.gov.cn/html/zhengwugongkai/zhuyaolingdao/201105/10-26380.html
http://www.jiangxi.gov.cn/zfgz/zfld/
http://www.jx-xinfang.gov.cn/zwgk_3/zzjg/bmld/201205/t20120517_222921.htm
http://www.jxlz.gov.cn/system/2008/11/09/0029044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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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１、主管全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决定，维护党的章

程和党的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２、主管全省行政监察工作，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有关行政监察工作的决定，监

督检查省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省辖市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执行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以及省政府颁发的决议和命令的情况。 

  ３、负责检查并处理省委和省政府各部门、各地市党的组织和省委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章程及党

内法规的案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任命程序，决定和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

必要时直接查处下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管辖范围内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 

  ４、负责调查处理省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省辖市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

违反政纪的行为，并根据责任人所犯错误的情节轻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任命程序作出撤职及撤职以下的行政处

分的决定；受理监察对象不服政纪处分的申诉，受理个人或单位对监察对象违纪行为的检举、控告。 

  ５、负责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制定党风党纪教育计划，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党的纪检工作方针、政策

的宣传工作和对党员遵守纪律的教育工作。 

  ６、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行政监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教育国家工作人员遵纪守法、

为政清廉。 

  ７、负责对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工作理论及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根据我省实际，草拟有关的地方

性政策法规。 

  ８、调查研究省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法规的情况，对其违反国家法律和有损国家利益的条款，

提出修改、补充的建议；变更或撤销市、县行政监察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规定。 

  ９、会同省委直属机关、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党委和政府做好纪检、监察干部的管理，审核市纪委领导班

子和监察局领导干部人选；负责省纪委、省监察厅派驻各部门的纪检组、监察室领导干部职务的任免（“省管干部”

除外）；组织和指导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干部的培训工作。 

  10、承办省委、省政府授权和交办的其他工作。   

http://www.jxdi.gov.cn/xxgk/dwzn/201312/t20131219_50080.htm  

 

 

8.1.15）江西省省委办公厅民声通道 

 

8.1.16）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稽查执法办公室 

1). 建设部 

二、主要职责 

（九）承担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责任。拟订建筑工程质量、建筑安全生产和竣工验收备案的政策、规章制

度并监督执行，组织或参与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拟订建筑业、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业的技术政策

并指导实施。 

（十）承担推进建筑节能、城镇减排的责任。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建筑节能的政策、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

重大建筑节能项目，推进城镇减排。 

 

http://www.mohurd.gov.cn/gyjsb/zyzz/index.html  

 

2). 稽查执法办公室 

2．组织或参与对住房保障、城乡规划、标准定额、房地产市场、建筑市场、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建筑节能、住房公积金、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名胜区等方面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稽查，提出改进工作

意见； 

5．建立并管理建设稽查监督举报系统，受理举报投诉；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jxdi.gov.cn/xxgk/dwzn/201312/t20131219_50080.htm
http://www.mohurd.gov.cn/gyjsb/zyzz/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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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立建设稽查统计系统，定期公布建设稽查工作情况； 

7．拟订建设稽查规则和稽查特派员管理制度，负责稽查特派员的日常管理工作； 

8．指导地方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部门的稽查工作； 

http://www.mohurd.gov.cn/gyjsb/jgjg/index.html  

8.1.17）国家信访局、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 

（四） 承担协调处理群众集体来京上访和非正常上访的责任，综合协调处理跨地区、跨部门的重要信访问题。 

（五） 综合协调指导全国信访工作，起草有关信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草案，推动中央关于信访

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总结推广各地区、各部门信访工作经验，提出改进和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检查、

指导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信访工作和地方党、政机关的信访工作。 

（六） 制定信访问题排查化解制度并组织实施，建立和完善信访信息汇集分析机制，指导信访信息系统建设

和应用。 

（七） 承担中央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督促落实联席会议决定的事项。 

（八） 协调信访工作的宣传和信息发布，协调信访工作外事活动和对外交流。 

（九） 承担党中央、国务院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交办的其他事项。 

负责处理国内群众、境外人士、法人及其他组织通过信访渠道给党中央、国务院及领导同志的来信来电，接待

来访。 

http://www.gjxfj.gov.cn/gjxfjzz/2009-11/23/c_1394341.htm  

8.1.18）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委、监察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部主管全国监察工作，对国务院各部门及其公务员、国务院及国

务院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实施监察。  

    监察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十八条等规定履行职责。根据该法第十八条规定，监察机关对

监察对象执法、廉政、效能情况进行监察，履行下列职责：   

    1、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  

    2、受理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控告、检举；  

    3、调查处理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  

    4、受理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不服主管行政机关给予处分决定的申诉，以及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由监察机关受理的申诉；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监察机关履行的其他职责。  

    监察机关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组织协调、检查指导政务公开和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十七条规定，监察部可以办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必要时也可以办理各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 

http://www.mos.gov.cn/xxgk/gzcx/201308/t20130821_8921.html  

8.1.19）各级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职能表（2013 前摘录） 

 

类

别 

序

号 
机构名称 

负责

人 

摘要内容 

住

房

与

城

乡 

建

设

行

政

1 
永丰县规划

建设局 

傅小

春 

永丰县规划建设局是永丰县人民政府主管全县建设事业(即城乡规划建设、工程

建设、建筑业、房地产业、市政公用事业、测绘业)、主要职责是： 

1、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建设事业、环保事业和测绘工作的方针、政

策、法律、法规及相关的发展战略、产业政策、改革方案；负责制订本县

规划建设管理、环保管理和测绘的政策和制度，组织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

和年度计划并指导实施。 

5、按照省、市行业科技发展、人才发展规划和技术经济政策，归口管理全县建

设技术市场，组织推广、转化建设科技成果，指导建筑节能工作；参与管理全

县墙体材料革新工作；管理全县建设系统职工教育工作。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mohurd.gov.cn/gyjsb/jgjg/index.html
http://www.gjxfj.gov.cn/gjxfjzz/2009-11/23/c_1394341.htm
http://www.mos.gov.cn/xxgk/gzcx/201308/t20130821_89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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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序

号 
机构名称 

负责

人 

摘要内容 

部

门 

7、管理全县城镇建设和工业民用建筑的抗震设防和附建式人防工程建设工作。 

9、贯彻执行国家测绘工作的法律、法规，负责测绘行政执法监督；负责管理全

县测绘成果和测绘成果的保密工作，负责对外提供测绘成果的审查报批。 

2 
吉安市城乡

规划建设局 

操建

民 

（二）指导全市建筑业活动的综合管理。监督管理全市建筑市场准入、招标投

标、建设监理、质量安全；拟定建筑行业、相关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办法并监督

实施。负责中心城区建筑施工许可管理；组织实施重大建筑节能项目，负责新

型墙体材料等节能材料施工现场管理，负责建筑材料、设备使用许可的监督管

理；负责全市建筑装饰装修行业管理；组织协调规划建设行业对外经济技术合

作。 

（七）指导全市城乡规划建设行业行政执法、执法监督工作；负责中心城区建

设市场和城市规划的监察执法工作。 

（八）负责全市城乡规划建设行业各类资质、执（从）业资格的审批、审核报

批和管理。 

3 

江西省建设

工程安全质

量监督管理

局 

钱 

勇 

贯彻执行国家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的政策、法规和标准，草拟全省建设

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负责全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管理工作。指导全省各级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机

构的业务，掌握全省各级监督机构状况和全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状况；负责省

级安全管理先进企业、省级安全达标文明施工样板工地、全省优质工程和结构

优良工程的申报受理、现场复查工作，配合做好国家鲁班奖工程的申报工作；

负责全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事故的投诉受理、调查处理和统计上报工作，具

体实施事故隐患分级管理办法，为事故应急处理提供专家和技术支持。 

负责全省建设工程竣工备案管理工作。具体负责省管项目工程和局监工程的竣

工验收备案工作。 

负责全省建设工程检测单位资质管理和检测人员及工程项目见证人员业务培

训、考核及备案工作。 

负责全省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质量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

的考核管理工作。具体实施全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三类人员和建

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等的考核、审查和动态监管工作。 

4 

江西省建设

工程安全质

量监督管理

局质量管理

科 

龚福

根 

1、负责全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管理，建立监督管理网络信息平台，并实施

远程监控。研究全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发展方向，掌握全省建设工程质

量监督工作状况和动态，起草工程质量监督方面的地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2、沟通与建设部、省际质监站及技术监督、标准、规范等部门之间的业务联

系，协调设区市、县（市）质监站和有关厅（局）质监站之间的工作。 

3、对全省各级、各类建设工程质监站的监督管理工作进行业务指导，负责全省

各级、各类建设工程质监站和监督人员的考核发证，负责监督人员的岗位培训

工作。 

4、负责全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查、抽查、巡查的各项准备工作，配合建设部全国

建设工程质量检查组对我省工程质量检查的各项迎检工作。 

5、负责全省创优质工程奖技术指导，工程申报以及工程现场复查、评委会评审

各项准备工作，配合做好我省申报国家鲁班奖工程的现场检查、申报工作。 

6、负责全省创结构优良工程技术指导和本局监督工程结构优良的申报工作以及

工程现场复查、评委会评审各项准备工作。 

7、参与全省重大工程质量问题（事故）的处理、鉴定和仲裁认定工作，协调处

理一般工程质量问题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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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序

号 
机构名称 

负责

人 

摘要内容 

8、配合其它科室做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方面的工作。 

9、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有关工作。 

5 

江西省建设

工程安全质

量监督管理

局质量管理

科科长 

龚福

根 

1、在局统一领导下，主持本科全面工作，履行局赋予的管理职责，对本科全面

工作负主要管理责任。 

2、组织全科认真贯彻国家关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正确执

行国家和政府部门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规定等。 

3、按局工作计划，确定本科工作计划和管理目标，负责本科人员工作分工，认

真处理本科日常工作，定期检查本科室人员工作完成情况。 

4、负责组织和督促本科人员认真做好对全省质监机构和人员的管理、工程质量

大检查、省优质工程评审、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调查处理等质量监督管理方面

涉及本科职责的各项工作。工作情况及重大问题及时向局领导报告。 

5、定期组织本科人员进行政治和业务等知识方面的学习，不断提升本科人员的

思想和业务素质以及工作能力水平。 

6、恪尽职责，严格遵守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中的各项规定和局制定的各项规章制

度。 

7、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它有关工作。 

6 

江西省建设

工程安全质

量监督管理

局质量管理

科副科长职

责 

吴凡 1、认真贯彻国家关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正确执行国家和

政府部门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规定等，认真执行本局各项工作制

度。 

2、协助科长按局工作计划，制定本科工作计划和管理目标。 

3、协助科长认真做好对全省质监机构和人员的管理、工程质量大检查、省优质

工程评审、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调查处理等质量监督管理方面涉及本科职责的

各项工作。 

4、定期参加科组织的政治和业务等方面的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和业务素

质以及工作能力水平。 

5、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它有关工作。 

7 

 

江西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

厅 

陈平 （三）承担规范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秩序的责任。起草住房和城乡建设的

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依法组织编制和实施城乡规划，拟订城乡规划的政策和

规章制度，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省城镇体系规划，负责省人民政府交办的

城市总体规划、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审查报批和监督实施，参与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纲要的审查，拟订住房和城乡建设的科技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 

（四）承担建立全省科学规范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责任。组织制定工程建设

实施阶段的地方标准，组织实施工程建设统一定额和行业标准，拟订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评价方法、经济参数、建设标准和工程造价的管理制度，拟订公共

服务设施（不含通信设施）建设标准并监督执行，指导监督各类工程建设标准

定额的实施和工程造价计价，组织发布工程造价信息。 

    （五）承担规范全省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的责任。会同

或配合有关部门组织拟订房地产市场监管政策并监督执行，指导城镇土地使用

权有偿转让和开发利用工作，提出房地产业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制定

房地产开发、房屋权属管理、房屋租赁、房屋面积管理、房地产估价与经纪管

理、物业管理、房屋征收拆迁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六）监督管理全省建筑市场，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指导全省建筑活

动，组织实施房屋和市政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拟订勘察设计、施

工、建设监理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并监督和指导实施，拟订工程建设、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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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序

号 
机构名称 

负责

人 

摘要内容 

业、勘察设计的行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改革方案、产业政策、规章制度

并监督执行，拟订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组织协

调建筑企业参与国际工程承包、建筑劳务合作。 

    （九）承担全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责任。拟订建筑工程质量、建筑

安全生产和竣工验收备案的政策、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组织或参与工程重大

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拟订建筑业、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业的技术政策并

指导实施。 

    （十）承担推进全省建筑节能、城镇减排的责任。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建筑

节能的政策、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重大建筑节能项目，推进城镇减排。 

8 

江西省建设

稽查执法办

公室 

梁卫

明 

江西省建设工程稽查执法办围绕中心工作突出重点，开展了房地产市场、保障

性安居工程、城乡规划实施、建筑节能和城镇减排、住房公积金、工程质量安

全、建筑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检查 

9 

中华人民共

和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姜伟

新 

二、主要职责 

（九）承担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责任。拟订建筑工程质量、建筑安全生产

和竣工验收备案的政策、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组织或参与工程重大质量、安

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拟订建筑业、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业的技术政策并指导实

施。 

  （十）承担推进建筑节能、城镇减排的责任。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建筑节能

的政策、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重大建筑节能项目，推进城镇减排。 

10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稽查

办公室 

王早

生 

2．组织或参与对住房保障、城乡规划、标准定额、房地产市场、建筑市场、城

市建设、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建筑节能、住房公积金、历史文化名城和

风景名胜区等方面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稽查，提出改进工作意见； 

5．建立并管理建设稽查监督举报系统，受理举报投诉； 

6．建立建设稽查统计系统，定期公布建设稽查工作情况； 

7．拟订建设稽查规则和稽查特派员管理制度，负责稽查特派员的日常管理工

作； 

8．指导地方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部门的稽查工作； 

人

民

政

府 

11 
永丰县人民

政府 

朱新

堂 

主持县政府全面工作，兼管监察、审计、编制、规划工作。 

12 
吉安市人民

政府 

王萍 主要工作分工： 市委书记，主持市委全面工作。 

13 
江西省人民

政府 

鹿心

社 

主持省政府全面工作，兼管财政、审计、监察工作。 

14 

国务院（中

央人民政

府） 

李克

强 

 

纪

检

监

察

部

门 

15 

吉安市市城

乡规划建设

局监察室

(为市监察

局的派驻机

构) 

李厚

生 

负责局纪检、监察日常工作，承办纪检、监察方面的文件；负责信访举报件的

受理、呈批、初核和党纪、政纪案件的立案调查工作；负责市直建设系统党风

廉政建设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指导督办县（市、区）建设系统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负责建设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督促查处违法、违纪、违章行为；负责

建设系统法制工作，承办重大行政处罚行为的备案审查、行政处罚取证、行政

复议、行政诉讼的应诉工作；参与干部考察、考核工作；参与建设工程招标投

标的监督工作；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16 江西省建设 薛 晓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177 页 共 3277 页 

类

别 

序

号 
机构名称 

负责

人 

摘要内容 

厅纪检组 卫 

(省纪委

驻厅纪

检组长) 

17 

江西省监察

厅，江西省

纪委 

  

18 

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

部，中央纪

委 

黄树

贤

（原

部长

马

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部主管全国监察工作，对国务

院各部门及其公务员、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和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实施监察。  

    监察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十八条等规定履行职责。根

据该法第十八条规定，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执法、廉政、效能情况进行监察，

履行下列职责：   

    1、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

的问题；  

    2、受理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行

政纪律行为的控告、检举；  

    3、调查处理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

行政纪律的行为；  

    4、受理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不服主管行政

机关给予处分决定的申诉，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由监察机关受理的

申诉；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监察机关履行的其他职责。  

    监察机关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组织协调、检查指导政务公开和纠正损害群

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十七条规定，监察部可以办理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必要时也可以

办理各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 

     

 

政府职能参考来源: 

1.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kxx/bjzfbmjs/200808/t20080822_24108.htm;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kxx/ld/ldjl/201111/t20111116_553988.htm 

2. http://www.jajsj.gov.cn/jsj/list.asp?unid=656 

3. http://www.jxazjd.com/Gan/Intro.aspx 

4. http://www.jxazjd.com/zlgl/1303/201004/7939191d-2597-4601-b3e3-3ef46ddb7388.html （现官网已经删除） 

5. http://www.jxazjd.com/zlgl/1303/201004/30057411-dcdd-44f2-8901-0c0039f6bcc0.html（现官网已经删除） 

6. http://www.jxazjd.com/zlgl/1303/201004/1053a597-1c96-455d-a955-0629b7aa1d2d.html（现官网已经删除） 

7. http://www.jxjst.gov.cn/html/zhengwugongkai/zhuyaolingdao/201105/10-26379.html 

8. http://govinfo.mohurd.gov.cn/data/ResourceFileData/content_html/2010-

06/201239.html;http://www.jzsbs.com/html/29060202.htm 

http://jcb.mohurd.gov.cn/gzdt/201204/t20120426_209659.html 

9. http://www.mohurd.gov.cn/gyjsb/zyzz/index.html  

10. http://jcb.mohurd.gov.cn/jgz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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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ttp://pub.jian.gov.cn/jxyf/gkxx/jgzn/ 

12. http://pub.jian.gov.cn/jagov/xxgk/gkxx/ldxx/ldzc/swld/swsj/wp/201108/t20110826_521815.htm ； 

http://www.jian.gov.cn/pubinfo/sldxx/swld/swsj/wp/  

13. http://www.jiangxi.gov.cn/zfgz/zfld/ 

14. http://www.mos.gov.cn/mos/cms/html/3/23/201101/1201.html 

15. http://pub.jian.gov.cn/bmgkxx/jjjsj/gkxx/jgzn/200809/t20080912_42793.htm 

 

8.2 各级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名录 

各建设行政和政府主管理部门联系人表：(一直在联系投诉,可以查相关记录,但许多都不愿告之其姓名,并不要以此来互相推托.

问之其领导电话,说是私人电话?办公电话不是纳税人的钱?是私人花的钱?是互相包庇还相推诿)通话记录可以查 13824350518。 

 

单位 姓名 电子邮箱/手机 办公电话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建筑工

程质量监督管理站 

郭庆峰（站长） 13576857777@qq.

com  

0796-2529466 

0796-2206189(邓) 

江西省永丰县工程材料检测

中心 

郭庆峰（负责人） 18970692222  0796-2529466 

江西省永丰县建筑业安全监

督管理站 

郭庆峰（书记、

站长） 

18970692222  0796-2529466 

 

江西省永丰县建筑业安全监

督管理站 

邓伟勇  13517962276 

0796-2206189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城乡规

划建设局 

傅小春(局长） 董建辉(原局长) 0796-2516896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城乡规

划建设局办公室 

肖先生  0796-2511263(省委办公厅民

声通道留的)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城乡规

划建设局 

娄毅(副局长)  13970766391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国土资

源管理局 

  0796-2526963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房地产管

理局 

   

江西省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

局办公室 

办公室  0796-8216061 

 

江西省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

局 

操建民(局长)  0796-8259782 

13979603666 

江西省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

局纪检室 

 黄小兵(纪委副

书记) 

jianshejiwei@sina.co

m 李厚生 (原纪委副书

记)2013-09-16 易职 

0796-8213198 

 

江西省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

局建筑业务科 

刘振华（科长）  0796-8231061 

13707060558 

江西省吉安市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站 

林葆卫（站长）  0796-8253732 

13607969307 

江西省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

局技术管理科 

肖坚（科长） 26896336@qq.com 18607967692 

 

江西省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 李厚生(科长) 刘旭军(科长) 15207966386,1332006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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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规划科 

江西省吉安市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站 

伊晓(总工程师) 

刘斌(科长) 

  

江西省吉安市检测中心 黄素平(主任)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信访局 陈小姐  0796-2511955 

江西省吉安市信访局(市长信

箱回电) 

  0796-8222986, 

江西省吉安市信访局（省长信

箱回电） 

  0796-8224284 

吉安市市长手机、信箱   15907961119 

吉安市市长热线 3 号 0796-8215075 

0796-8222371 

0796-12345 

0796-8222371(回电) 

江西省省长手机、信箱 鹿心社(省长) 史文清,吴新雄(原省

长) 

13767010237,13767032397 

江西省省委办公厅   13707919001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委办  yfxwb@jian.gov.cn  15979619611 

0796-2511760 

江西省巡视处   0791-86801010 

江西省行政投诉中心   0791-86231234 

江西省住宅与城乡建设厅专

项治理办 

胡先生  0791-86291594,86230061 

江西省住宅与城乡建设厅 陈平(厅长) 

伍 先 生 ( 问 他

的) 

陈俊卿(原厅长) 0791-86262826,86235898, 

0791-86277236,86286536 

江西省住宅与城乡建设厅信

访办 

谭小姐 

余处长 

 0791-86286536 

江西省住宅与城乡建设厅规

划处 

（伍先生告之）  0791-86222769 

江西省住宅与城乡建设厅法

规处 

余处长  0791-86237201 

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

督管理局 

钱勇(局长)  0791-88523876(纪检室告) 

0791-88500862(厅办室告) 

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

督管理局 

聂小姐  0791-88500935 

住宅与城乡建设厅收发室 胡主管  0791-86231444 

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

督管理局质量管理科 

龚福根(科长)，

吴凡(副科长) 

550403297@qq.co

m(注:官网查到的) 

0791-88514580 

13879139132 

江西省建设稽查执法办公室 安里(主任科员) 619797819@qq.co

m 13970819008 

0791-86228944 

0791-86398274 

江西省建设稽查执法办公室 梁卫明(主任)傅仲

生(副主任) 

(副主任他自己承认去过

现场) 

0791-86277236(梁) 

0791-8625214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稽查执法

办公室 

王早生(主任) (注:都不愿告之其姓

名) 

010-58933096,010-58933576 

010-58934291,010-5893317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项治理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仇保兴 

赫明金 

 010-58934241 

010-5959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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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访办   010-58933465 

永丰县人民政府 肖志华、朱新堂、刘

治平(县长) 

王大胜(原县长,现为吉安

市副市长)  

0796-2567516 

永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赖小姐,张主任, 管

秘书(刘县长的) 

15270165364(赖) 0796-2516285 

吉安市纪检委  鹭洲东路 2 号  (0796)8222304 

吉安市人民政府 王萍(市委书记) 鹭洲东路 1 号 (0796)8222866 

江西省建设厅纪检组 吴小姐 jxjsjjjc@163.com  0791-86262400 

江西省建设厅纪检组领导 薛晓卫 

(省纪委驻厅纪检组长) 

 0791-86261326 

江西省纪委书记信箱 强卫[苏荣(原书记)] jxsjwsjxx@mos.gov.cn   

江西省纪委信访室 监察厅举

报中心 

 南昌市豫章路 72 号

（省委大院西门） 

（0791）12388 

P：330006 

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举报中

心 

 南昌市豫章路 72 号 （0791）12380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

违法违规网上举报信箱 

 http://59.52.254.107:8101  0791-86228944 

国家信访局、国家投诉受理办

公室 

舒晓琴 国家信访局办公室， 

100017 

010-68016736 

中央第八巡视组(驻南昌滨江

宾馆) 

王鸿举，宁延令 zyxsz8z@mos.gov.cn  0791-86240916 ，

18720926526 江西省南昌市

526 信箱中央巡视组收 

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中心 王岐山，黄树贤 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

内 西 街 甲 2 号 

100053 

(010)12388 

 

8.3 法律法规(行政依法责任只作摘要) 

8.3.1）《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建质[2003]162 号 2003 年 08 月 05 日） 

http://www.xichong.gov.cn/show/2016/10/11/22185.html  

http://www.waizi.org.cn/doc/32079.html  

    1.0.1 为加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范质量监督行为、制定本工作导则。 

  1.0.2 本工作导则适用于对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质量监督工作。 

  1.0.3 工程质量监督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统称监督机构)根据国家的法律、

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质量责任的行为以及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监督检查、维护公

众利益的行政执法行为。 

1.0.4 工程质量监督除应执行本工作导则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技术标准等规定。 

    2.0.2 本导则所称的质量行为、是指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质量责任和义务所进行的活动。 

  2.0.3 本导则所称的监督注册、是指建设单位在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前、按规定向监督机构办理的工

程项目监督登记手续。 

  2.0.4 本导则所称的质量监督工作方案、是指监督机构针对工程项目的特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编制的、对该工程实施质量监督活动的指导性文件。监督工作方案应明确监督重点和基本监督方式。 

  2.0.5 本导则所称的监督检查、是指监督机构根据有关工程技术标准及规定、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

质量责任的行为、以及对有关工程质量的文件、资料和工程实体质量等随机进行的抽样检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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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本导则所称的见证取样检测、是指在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人员的见证下、由施工单位有关人员对工

程中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和材料在现场取样、并送至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所进行的检测。 

  2.0.7 本导则所称的监督检测、是指监督机构在施工现场使用便携式仪器、设备随机对工程实体及建筑材

料、构配件和设备进行的抽样测试。 

  2.0.8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竣工验收监督、是指监督机构通过对建设单位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程序进行监督、

对经过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各方责任主体签字认可的质量文件进行查验、对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现场抽查、以监

督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质量责任、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的活动。 

  2.0.9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竣工报告、是指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后、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要求、向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提交的、以证明工程项目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文件。工程竣工报告应包括分项工程验

收表、子分部工程验收表、检测报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材料设备合格证、材料设备进场检验及复试报告等证明

工程质量符合工程技术标准的各类技术文件。 

  2.0.10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质量评估报告、是指监理单位提交给建设单位的、以证明工程项目已完成施工

合同的全部内容、工程质量符合工程技术标准规定、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文件。 

  2.0.11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质量检查报告、是指勘察单位或设计单位提交的、以证明工程满足设计文件的

要求、设计变更内容已在工程项目上得以实现的文件。 

  2.0.12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是指建设单位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所形成的、以证明工程项目

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可以投入使用的文件。 

  2.0.13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质量监督报告、是指监督机构在建设单位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向备案机

关提交的、在监督检查(包括工程竣工验收监督)过程中形成的、评估各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质量责任、执行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以及工程是否符合备案条件的综合性文件。 

  2.0.14 本导则所称的不良记录、是指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质量责任

和义务、以及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记录 

8.0.6 工程质量监督档案案卷的装具、装订应做到统一、整齐、牢固、符合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便于保

管与查阅。 

  8.0.7 监督机构应加强工程质量监督的信息化建设、运用工程质量监督信息系统、实现监督注册、行为监

督、实体质量监督、不良行为记录、竣工验收备案等工作的在线作业。 

  8.0.8 监督机构应建立工程质量监督信息数据库、将工程建设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信息、在建及竣工工程

信息、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工程建设责任主体违规和违反强制性标准信息、工程质量状况统计信息、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信息等纳入数据库。 

  8.0.9 市(地)级以上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及有条件的县(市)级监督机构应设置质量信息局域网、其设置应满

足上级部门对质量信息管理及数据传递的要求。 

8.0.10 监督机构应将所发现的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的不良行为进行记录、核实、按规定的

程序和权限、通过信息系统向社会公示并向上级有关部门传递。 

 

8.3.2）《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监督工作指南》 （建建质[2000]38 号 2000 年 12 月 6 日） 

http://www.jincao.com/fa/law19.s16.htm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gczl200103004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899502.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第 894 号

《关于公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目录的公告》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监督工作指南 

    根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部《关于质量监督机构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政府质量监

督机构必须建立和遵循严格的工程质量监督程序，以加大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力度，保证建设工程质量。质量监督

机构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依据是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主要目的是保证建设工程使用安全和环境质量；

主要内容是监督工程建设各方主体质量行为和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使用功能；主要监督方式是巡回抽查，对建

设单位组织的竣工验收实施监督。工程竣工后出具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现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监督工作指南提

出如下，供各地开展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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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办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一)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是经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认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根据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依法办理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监督登记手续。 

   （二）凡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在工程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

可证之前，应携有关资料到所在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办理工程质量监督登记手续，填写工程质量监督登记表（见

附录 1）并按规定交纳工程质督费用。 

    (三)建设单位办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登记时，应向工程质监督机构提交以下有关资料： 

    1、规划许可证； 

    2、施工、监理中标通知书； 

    3、施工、监理合同及其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 

    4、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 

    5、其他规定需要的文件资料。 

    (四)7 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符合规定由监督机构发给《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书》和《工程质量监督计划》

(见附录 2)。 

    (五)建设单位凭《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书》，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施工许可证。 

      二、开工前的监督准备工作 

       (一)确定质量监督工程师 

    质量监督机构实行站长负责制．工程项目质量监督实行监督工程师责任制。 

    站长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确定以质量监督工程师为工程项目监督负责人的质量监督组，具体承担工程监

督任务。项目质量监督工程师对监督的工程质量承担监督责任。 

      (二)制定质量监督工作方案 

    项目质量监督工程师对负责监督的工程项目，应当依据工程建设项目各方责任主体、设计图纸及有关文件、

工程的特点、规模和技术复杂程度等，编制质量监督工作方案。 

      工作方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针对工程特点，明确监督的具体内容、监督方式。

要对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其它涉及结构安全的重要部位、使用功能和关键工序作出监督计划，并应将必须监督的

重要部位及安装中的重要环节，及时通知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 

       (三)检查施工现场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核查施工现场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及有关人员的资质

或资格。检查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责任制落实情况，检查有关质量文件、技术资料

是否齐全并符合规定。请有关单位填写《工程质量保证体系审查表》见附录 3。 

   三、对工程参建各方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 

   (一)对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工程项目报建审批手续齐全； 

   2、基本建设程序及有关要求； 

   (1)按规定进行了施工图审查； 

   (2)按规定委托监理单位；建设单位自行管理工程的，应建立工程项目管理机构，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3、无明示或者暗示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违反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和迫使承包方

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等行为； 

   4、按合同规定， 由建设单位采购的建材、构配件和设备必须符合质量要求。 

   （二)对勘察、设计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依法承揽的工程勘察、设计任务与本单位资质相符： 

   2、主要项目负责人执业资格证书与承担任务相符； 

   3、图纸及设计变更勘察、设计人员签字出图章手续齐全： 

   4、设计单位无指定材料、设备生产厂家或供应商的行为。 

   (三)对监理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监理的工程项目有监理委托手续及合同，监理人员资格证书与承担任务相符； 

   2、工程项目的监理机构专业人员配套，责任制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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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现场监理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 

   4、制订监理规划，并按照监理规划进行监理； 

   5、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或操作工艺，对分项工程或工序及时进行验收签认； 

   6、对现场发现使用不合格材料、构配件、设备的现象和发生的质量事故，及时督促、配合责任单位调查处

理。 

   (四)对施工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所承担的任务与其资质相符，项目经理与中标书中相一致，有施工承包手续及合同。 

   2、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质检员等专业技术管理人员配套，并具有相应资格及上岗证书。 

   3、有经过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并能贯彻执行： 

   (1)组织施工技术交底及参加图纸变更洽商； 

  （2)执行班组自检、互检、交接检制度； 

  （3)对建筑材料、构配件有能保持其质量的存放条件；计量器具精度符合要求，材料、构配件和商品砼按规

定进行进场检验，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时，不得使用；按规定对现场试验室、搅拌站进行管理。 

   (4)做好分项工程、隐蔽工程项目检查评定记录，记录要及时、真实； 

  （5)严格执行见证取样送检制度； 

   (6)整理工程质量保证资料要及时、真实、完整。 

   4、按有关规定进行各种检测，对工程施工中出现的质量事故按有关文件要求及时如实上报和认真处理。 

    5、无违法分包、转包工程项目的行为。 

       四、对建设工程的实体质量的监督 

    实体质量监督以抽查方式为主，并辅以科学的检测手段。地基基础实体必须经监督检查后方可进行主体结

构施工；主体结构实体必须经监督检查后方可进行后续工程施工。监督记录表格见 

附录 4。 

    (一)地基及基础工程抽查主要内容 

    1、质量保证及见证取样送检检测资料。 

    2、分项、分部工程质量或评定资料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地基检测报告和地基验槽记录。 

    4、抽查基础砌体、砼和防水等施工质量。 

    (二)主体结构工程抽查主要内容 

    l、质量保证及见证取样送检检测资料。 

    2、分项、分部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结构安全重点部位的砌体、混凝土、钢筋施工质量抽查情况和检测。 

    4、砼构件、钢结构构件制作和安装质量。 

   （三）竣工工程抽查主要内容 

    1、工程质量保证资料及有见证取样检测报告。 

    2、分项、分部和单位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及工程安全检测报告和抽查检测。 

    4、水、电、暖、通等工程重要部位、使用功能试验资料及使用功能抽查检测记录。 

    5、工程观感质量。 

    五、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工程竣工验收监督时，重点对工程竣工验收的组织形式、验收程序、执行验收

规范情况等实行监督，发现有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改正；并将对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情况列为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的重要内容。 

    (一)工程符合下列条件要求方可进行竣了验收： 

    1、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2、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后对工程质量进行了检查，确认工程质量符合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符合设

计文件及合同要求，并提出工程竣工报告。工程竣工报告应经项目经理和施工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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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于委托监理的工程项目，监理单位对工程进行了质量评价，具有完整的监理资料，并提出工程质量

评价报告。工程质量评价报告应经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签字。 

    4、勘察、设计单位对勘察、设计文件及施工过程中由设计单位签署的设计变更通知书进行了确认。 

    5、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6、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合格证及必要的进场试验报告。 

    7、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8、有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准许使用文件。 

    9、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等有关部门责令整改的问题全部整改完毕。 

   （二）工程竣工验收应当按以下程序进行： 

    1、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申请工程竣工验收。实行监理的工程，工程竣

工报告必须经总监理工程师签署意见。 

    2、建设单位收到工程竣工报告后，对符合竣工验收要求的工程，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和

其他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验收组，制定验收方案。 

    3、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 7 个工作日前将验收的时间、地点及验收组名单通知负责监督该工程的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4、建设单位组织工程竣工验收。 

   (1)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分别汇报工程合同履约情况和在工程建设各个环节执行法律、法规

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2)审阅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提供的工程档案资料； 

    (3)查验工程实体质量； 

    (4)对工程施工、设备安装质量和各管理环节等方面作出总体评价，形成工程竣工验收意见，验收人员并签

字。 

    参与工程竣工验收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不能形成—致意见时，应报当地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或监督机构进行协调，待意见一致后，重新组织工程竣工验收。 

    六、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5 个工作日内出具质量监督报告，监督报告应包括以下主

要内容。 

    (一)质量监督报告表，内容包括：工程名称、工程地址、工程规模、工程类别、结构类型、建筑面积、参

建各单位及负责人、开工时间、竣工验收时间：工程规划许可证号、施工许可证号、监督注册号；监督部门、监督

人员、监督起止时间等。 

    (二)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的执行情况： 

    (三)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及功能项目监督抽查情况，以及抽样测试情况； 

    (四)工程竣工技术资料的核查意见； 

    (五)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意见： 

    (六)对工程遗留质量缺陷的处理意见。 

    (七)是否符合备案条件的结论性意见。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必须经项目监督工程师签认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人审核，加盖公章后向

委托部门报送。(见附录 5) 

    七、竣工验收备案管理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委托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建设工程竣工备

案工作。 

   （—)建设单位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有关规定，到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所委托的建设工

程质量监督机构的备案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二)建设单位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1、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2、工程竣工验收意见表。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185 页 共 3277 页 

    3、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应当包括工程概况、合同内容执行情况、工程管理及竣工质量验收

情况，质量总体评价等。 

    4、工程施工许可证。 

    5、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 

    6、单位工程质量综合验收意见。 

    7、市政基础设施的有关质量检测和功能性抽测资料。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规划、公安消防、环保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9、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10、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 

    11、商品住宅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三)备案管理部门收到备案申请后，应审查备案文件是否齐全并对照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予以审查。对符合

条件的，在《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上签署同意备案意见。对违反有关规定程序、文件不全、质量不符合

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的，要求建设单位限期进行整改。整改达到要求后，重新申请备案。 

    (四)备案管理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应当在收讫

竣工验收备案文件 15 日内，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五)备案管理部门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并责令停止使用的工程；建设单位在备案之前己投入使用或者建

设单位擅自继续使用造成使用方损失的，由建设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备案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于不符合条件的房屋建筑工程给予备案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

按照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对于符合条件、文件完整的房屋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已经提出备案，备案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办理

备案手续的，建设单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请行政讼诉。 

    八、职责 

    (一)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工程质量监督时，发现涉及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质量隐患，可委托质量检测机构进

行检测，经检测发观质量问题，由责任方承担检测费用。 

    (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进行监督工作中发现有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和影响工程质量的问

题时，有权采取责令改正、局部暂停施工等强制性措施，直至问题得到改正。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报告委托部门

批准后实施。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可将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委托建设工程

质量监督机构。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专用印章。 

    (四)定期向委托的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工程质量情况。根据抽查监督的数据，定期进行分析，向上级主管部

门及领导报告质量形势。包括质量上升、下降情况原因分析，以及好坏典型等。 

    (五)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及质量监督工程师对监督的工程质量承担监督责任。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不履行监督职责、弄虚作假、提供虚假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或未认真执行质量

监督工作方案而发生重大质量事故的，根据情节轻重，依法分别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停止执行任务直到撤消建设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资格的处理。 

    质量监督工程师发生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等行为的，由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

批评、警告、记过直到取消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档案 

    (一)建设工程应按单位工程建立监督档案，监督档案应及时、真实、完整。 

    (二)监督档案的内容主要包括： 

    1、建设工程质量档案封页；标明工程名称、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名称、开竣工 日期以及

档案编号等。 

    2、档案目录。 

    3、建设工程报监资料，包括：报监登记表、施工、监理中标通知书、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施工合

同、监理合同的编号及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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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关各责任主体单位的资质和有关人员资格审查记录。 

    5、质量监督记录。 

    ①监督交底会议纪要。 

    ②建设工程质量整改通知书及整改报告。 

    ②历次监督抽查记录。 

    6、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相关材料。 

    7、建设工程质量事故报告。 

    8、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三)工程质量监督档案统一用国际标准 A4 号纸，按档案管理规定装订存档。 

    (四)监督档案应按工程重要程度保存，保存年限按有关档案管理要求由各地自行规定。 

    附录 1：工程质量监督登记表（略） 

    附录 2：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书（略） 

    附录 3：工程质量保证体系审查表（略） 

    附录 4：建设工程质量监督记录（略） 

    附录 5：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略） 

 

 

 

 

8.3.3）《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人员考核管理办法》 （建质[2007]184 号 2007 年 07 月 26 日） 

http://www.gov.cn/zwgk/2007-08/03/content_705274.htm 

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和人员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质〔2007〕184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国务院有关部门： 

  现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人员考核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认真贯

彻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告我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人员考核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人员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和人员，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以下简称监督机构）是指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有关

部门委托，经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部门考核认定，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对工程建设实施过程中各参建责任主体和有关单位的质量行为及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监督管理的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单位。 

  第四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人员（以下简称监督人员）是指经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部

门考核认定，依法从事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人员考核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铁路、交通、水利、信息、民航等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所属的专业工程质量监督

机构和人员实施考核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人员进行考核管理和

业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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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条件 

  第六条 监督机构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具有一定数量的监督人员： 

  1、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所属的监督机构（以下简称地市级以上监督机构）不少于 9 人；县

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所属的监督机构（以下简称县级监督机构，包括县级市）不少于 3 人； 

  2、监督人员专业结构合理，建筑工程水、电、智能化等安装专业技术人员与土建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相配

套； 

  3、监督人员数量占监督机构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75%。 

  （二）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适应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工作需要的仪器、设备和工具等； 

  （三）有健全的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 

  （四）具备与质量监督工作相适应的信息化管理条件。 

  第七条 监督人员应当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能力和监督执法知识，熟悉掌握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监督人员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并经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上岗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从

事工程质量监督工作。 

  （一）地市级以上监督机构的监督人员： 

  1、具有工程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具有 5 年以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或设计、施工、监理等工作经历； 

  4、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二）县级监督机构的监督人员： 

  1、具有工程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2、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具有 3 年以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或设计、施工、监理等工作经历； 

  4、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三）取得注册建造师、监理工程师、结构工程师等工程类国家执业资格证书的，可不受上述（一）（二）

中 1、2 条件限制。连续从事质量监督工作满 15 年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可不受上述（一）（二）中 1 条

件限制。 

  第八条 监督机构负责人应当具备同级监督人员基本条件，熟悉工程建设管理工作。 

第三章 监督机构和人员考核 

  第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监督机构和人员初次考核合格后，

颁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格式的监督机构考核证书和监督人员资格证书。 

  对监督机构每三年进行一次验证考核。 

  对监督人员每两年进行一次岗位考核，每年进行一次法律、业务知识培训，并适时组织开展相关内容的继

续教育培训。 

  第十条 监督机构考核的主要内容： 

  （一）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法律、法规及地方有关规定情况； 

  （二）工程监督覆盖率、所监督工程参建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及工程实体质量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法律、法

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 

  （三）监督机构基本条件的符合情况； 

  （四）工程质量监督档案建立情况； 

  （五）所监督区域发生重大质量事故的情况； 

  （六）其他有关规定内容。 

  第十一条 监督人员考核的主要内容： 

  （一）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法律、法规及地方有关规定情况； 

  （二）所监督项目的参建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及工程实体质量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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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标准情况； 

  （三）监督职责履行情况； 

  （四）监督人员条件符合情况； 

  （五）参加业务知识培训情况。 

  第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可组织成立考核委员会，负责实施监督机构和人员

的考核、培训工作。考核程序、绩效评价以及具体实施由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制定细则。 

  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并建立相应的考核管理档案。 

  第十三条 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 

  监督机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一）监督人员数量和工作情况不符合第六条有关规定的； 

  （二）出具虚假工程质量检查监督报告的； 

  （三）在监督工作中存在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 

  （四）因严重失职，导致重大质量事故，影响恶劣的。 

  监督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一）不符合第七条有关规定的； 

  （二）不认真履行《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等有关规定的工作职责的； 

  （三）因监督失职，所监督的工程发生重大质量事故的； 

  （四）未直接监督工程或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弄虚作假签署质量监督报告的； 

  （五）未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监督执法的； 

  （六）其它失职或违法行为。 

  第十四条 对考核不合格的监督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并由建设主管部门对其调整和充实力量。 

  对考核不合格的监督人员，责令限期培训后，重新考核仍不合格的，应当调离监督工作岗位。属严重监督

失职或存在违法行为的，应当调离监督工作岗位，并按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专业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人员的考核管理，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参照本办法制定实施办法。 

  第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4）《关于开展<城市规划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1995 年 8 月 26 日） 

在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4.执法力度不够,’以罚代法’,’以罚代建’的作法,客观上鼓励了违

法建设活动的不断产生.” (江西省人大信息网) 

 

8.3.5）《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管理办法》（建法[2002]185 号 2002 年 08 月 01 日，2014 年 11 月 19 日建

稽[2014]166 号） 

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2-09/16/content_5204932.htm  2002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411/t20141128_219661.html   2014 

《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管理办法》  2002 

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管理办法（全文） 

 第一条 为加强对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的管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使检举、控告的权

利，依法严肃查处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包括：城

乡规划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建筑市场和工程质量安全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

住宅建设、房屋拆迁、房地产市场、物业管理、住房公积金管理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机构（包括在城市中按照地方人民政府职责分工独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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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城乡规划、住宅和房地产、城市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等法律法规授权机构，以下统

称主管部门）应当设立并向社会公布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信箱（包括通信地址、邮政编码）、举报电话、

电子信箱等，明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举报的受理和处理工作。 

    第四条 向建设部举报的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由全国建筑市场稽查特派员办公室归口管理，有关司予以

配合。具体工作程序按照《建筑市场举报投诉受理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涉及党员领导干部及其他行政监察对象等有关人员违法违纪的举报由建设部举报中心负责办理。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主管部门举报建设领域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六条 举报人的举报方式不受限制，可以由本人或者委托他人采用电话、信函、面谈等方式举报。鼓励举

报人表明真实姓名、工作单位、住址或者提供其他通讯方式，以便核查情况和回复处理结果。 

    第七条 主管部门对于举报的受理和处理，一般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登记举报材料； 

    （二）根据举报内容进行分类； 

    （三）移送有关部门核查或者直接核查； 

    （四）研究做出处理决定，其中上级部门要求反馈处理情况的应当按期反馈，对有通讯地址的署名举报人应

当回复处理情况； 

    （五）分类整理有关资料，立卷归档。 

    第八条 对于来访的举报人，接待人员应当有 2 名以上，并应当做好记录，将记录向举报人宣读或者交其阅

读，经确认无误后，请举报人签字；如果需要录音的，须事先征得举报人同意。 

    第九条 受理举报的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并作如下分类处理： 

    （一）举报的内容属于下级主管部门管辖，且不直接涉及该主管部门的，可以转交该下级主管部门处理；但

举报的问题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影响重大或者直接涉及下级主管部门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直接进行核查。 

    （二）举报的内容属同级政府其他部门管辖的，转交同级政府有关部门处理。 

    （三）对于已做出处理并且没有新内容的重复举报，在进行登记后存档备查。 

    受理举报的部门应当在受理举报的文书上签署意见。 

    第十条 对于举报的核查工作一般应当在 30 日内完成，并做出处理决定；情况比较复杂的，经领导批准，

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不得超过 3 个月。 

    对于上级主管部门转交核查的举报，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核查工作，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

对于情况复杂，一时难以查清或者需要同有关部门协调后方可提出处理意见的，应当定期向上级主管部门反馈工作

进展情况。 

    第十一条 负责举报工作的人员必须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保守秘密。 

    第十二条 上级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主管部门受理和处理举报情况的监督检查，必要时应当派人到承办

地区或者单位进行督办。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打击、报复举报人。对于违反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上级主管部门对下级主管部门报送的案件处理结果，应当进行认真审核；凡发现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或者处理不当的，应当及时通知下级主管部门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第十四条 负责受理和处理举报的人员，不得私自摘抄、复制、扣压、销毁举报材料，严禁泄露举报人的姓

名、单位、住址等情况。凡与举报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回避。 

    对于不公正履行职责或者私自摘抄、复制、扣压、销毁举报材料以及泄露举报人有关情况的人员，应当根据

情节及其造成的后果，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举报人的举报应当实事求是。对于借举报捏造事实，诬陷他人或者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扰

主管部门正常工作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关于印发《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法[2002]1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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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 

    现将《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管理办法》2014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管理办法》的通知建稽[2014]166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规划委、市政市容委、园林绿化局，天津市城乡建设

委、规划局、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市容园林委，上海市城乡建设管理委、规划国土资源管理局、住房保障房屋管

理局、绿化市容管理局，重庆市城乡建设委、规划局、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市政管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现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11 月 19 日  

 

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管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使举报的权利，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依据住房城乡建设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是指违反住房保障、城乡规划、标准定额、房地产市

场、建筑市场、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建筑节能、住房公积金、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名胜区等方面

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三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管理机构（包括地方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分工独立设

置的城乡规划、房地产市场、建筑市场、城市建设、园林绿化等主管部门和住房公积金、风景名胜区等法律法规授

权的管理机构，以下统称主管部门）应当设立并向社会公布违法违规行为举报信箱、网站、电话、传真等，明确专

门机构（以下统称受理机构）负责举报受理工作。 

  第四条 向住房城乡建设部反映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由部稽查办公室归口管理，有关司予以配合。 

  第五条 举报受理工作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客观公正、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六条 举报人应提供被举报人姓名或单位名称、项目名称、具体位置、违法违规事实及相关证据等。 

  鼓励实名举报，以便核查有关情况。 

  第七条 受理机构应在收到举报后进行登记，并在 7 个工作日内区分下列情形予以处理： 

  （一）举报内容详细，线索清晰，属于受理机构法定职责或检举下一级主管部门的，由受理机构直接办理。 

  （二）举报内容详细，线索清晰，属于下级主管部门法定职责的，转下一级主管部门办理；受理机构可进

行督办。 

  （三）举报内容不清，线索不明的，暂存待查。如举报人继续提供有效线索的，区分情形处理。 

  （四）举报涉及党员领导干部及其他行政监察对象违法违纪行为的，转送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处理。 

  第八条 对下列情形之一的举报，受理机构不予受理，登记后予以存档： 

  （一）不属于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职责范围的； 

  （二）未提供被举报人信息或无具体违法违规事实的； 

  （三）同一举报事项已经受理，举报人再次举报，但未提供新的违法违规事实的； 

  （四）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和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 

  （五）已信访终结的。 

  第九条 举报件应自受理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办结。 

  上级主管部门转办的举报件，下级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转办的时限要求办结，并按期上报办理结果；情况复

杂的，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适当延长办理时限，延长时限不得超过 30 个工作日。实施行政处罚的，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十条 上级主管部门应对下级主管部门报送的办理结果进行审核。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退回重新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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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由被举报单位办理的； 

  （二）对违法违规行为未作处理或处理不当、显失公正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第十一条 举报件涉及重大疑难问题的，各级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集体研判，供定性和处理参考。 

  第十二条 上级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主管部门受理举报工作的监督检查，必要时可进行约谈或现场督

办。 

  第十三条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后，方可结案。 

  第十四条 举报人署名或提供联系方式的，承办单位应当采取书面或口头等方式回复处理情况，并做好相

关记录。 

  第十五条 举报件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处理有争议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协调处理或直接调查

处理。 

  第十六条 受理机构应建立举报档案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 受理机构应定期统计分析举报办理情况。 

  第十八条 各级主管部门应建立违法违规行为预警预报制度。对举报受理工作的情况和典型违法违规案件

以适当方式予以通报。 

  第十九条 负责办理举报的工作人员，严禁泄露举报人的姓名、身份、单位、地址和联系方式等情况；严

禁将举报情况透露给被举报人及与举报办理无关人员；严禁私自摘抄、复制、扣压、销毁举报材料，不得故意拖延

时间；凡与举报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工作人员应当回避。 

  对于违反规定者，根据情节及其造成的后果，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举报人。对于违反规定者，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举报应当实事求是。对于借举报捏造事实，诬陷他人或者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扰主管

部门正常工作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实施办法。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02 年 7 月 11 日建设部发布的《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

报管理办法》（建法[2002]185 号）同时废止。 

 

 

8.3.6）《建筑市场稽查暂行办法》（建建[2001]166 号 2001 年 07 月 31 日） 

http://www.fangchan.com/policy/others/2010/1123/2057.html  

    【城 市】： 

    全国 

    【颁发时间】： 

    2001-07-31 

    【发文字号】： 

    建建[2001]166 号 

    【发文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实施日期】： 

    2001-07-31 

    【效力级别】： 

    部门规章 

    【类 别】： 

    房地产综合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市场、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建筑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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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事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建设部负责组织和管理全国建筑市场稽查工作。 

  第三条 建设部派出建筑市场稽查特派员 (简称稽查特派员，下同)，对建筑市场、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有

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稽查。 

  第四条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建筑市场稽查工作，为稽查工作提供有

关情况、资料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五条 建筑市场稽查坚持依法办事、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 

  稽查特派员与被稽查单位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稽查特派员不参与、不干预被稽查单位的日常业务活动

和经营管理活动。 

  第六条 稽查特派员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稽查工程建设项目是否严格遵守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法定建设程序； 

  (二)稽查工程建设项目各方主体是否认真执行了建筑许可、招标投标、合同管理、建设监理、安全与质量

监督管理、竣工验收备案以及工程质量保修等制度，是否严格执行了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三)稽查地方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政，严格执法； 

  (四)稽查其他扰乱建筑市场秩序的行为； 

  (五)及时向建设部报告稽查情况，并对被稽查项目存在的问题提出处理建议，对有关单位和人员提出奖罚

建议。 

  第七条 建设部设立稽查特派员办公室，负责稽查特派员日常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拟订建筑市场稽查的规章制度； 

  (二)制定稽查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负责与部内司、局工作的联系； 

  (四)协调与稽查有关的工作； 

  (五)上报稽查报告，编印《全国建筑市场稽查工作简报》； 

  (六)承办建设部及其有关司、局交办的有关事项。 

  第八条 稽查特派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开展专项稽查。 

  第九条 稽查特派员开展稽查工作，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听取被稽查单位情况汇报，召开与稽查有关的会议，参加被稽查单位与稽查事项有关的会议； 

  (二)查阅资料，要求被稽查单位提供与稽查有关的资料并做出说明； 

  (三)进入施工现场调查、核实情况； 

  (四)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第十条 被稽查单位应当接受稽查特派员依法进行的稽查，如实向稽查特派员提供与工程有关的文件、合

同、协议、报表等资料和情况，不得拒绝、隐匿、伪报。 

  第十一条 稽查特派员对稽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向被稽查单位核实情况，听取意见；被稽查单位提出异

议的，建设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复核。 

  第十二条 每次稽查工作结束，稽查特派员应当向建设部及时提交稽查报告。 

  稽查报告的内容包括：稽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处理建议，今后工作建议以及建设部要求报告的

或者稽查特派员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稽查特派员在稽查工作中发现被稽查单位的行为有可能危及工程质量、安全以及稽查特派员认

为应当立即报告的其他紧急事项，应当及时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情况，并向建设部作出专项报告。 

  第十四条 被稽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稽查特派员应当向建设部报告，提出处理建议： 

  (一)拒绝、阻碍稽查特派员依法履行职责的； 

  (二)拒绝、无故拖延向稽查特派员提供稽查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三)隐匿、伪报有关资料的； 

  (四)有妨碍稽查特派员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行为的。 

  第十五条 稽查特派员由建设部聘任或解聘。 

  稽查特派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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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国家利益； 

  (二)坚持原则，廉洁自律，忠实履行职责，保守秘密； 

  (三)熟悉工程建设和工程管理，具有工程技术、工程管理或者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并有相应的综

合分析和判断能力； 

  (四)身体健康，能胜任稽查工作。 

  第十六条 稽查特派员的派出实行回避原则，不得派至其曾经管辖、工作过的被稽查单位或者其近亲属担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被稽查单位。 

  第十七条 稽查特派员不得泄露被稽查单位的商业秘密。 

  第十八条 稽查特派员在履行职责中，不得接受被稽查单位的任何馈赠、报酬、福利待遇，不得在被稽查

单位报销费用，不得参加被稽查单位安排、组织或者支付费用的宴请、娱乐、旅游、出访等活动，不得在被稽查单

位为自己、亲友或者其他人谋取私利。 

  第十九条 稽查特派员在稽查工作中成绩突出，为维护国家利益做出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第二十条 稽查特派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情节严重的，免去其稽查特派员职务；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被稽查单位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隐匿不报的； 

  (二)与被稽查单位串通编造虚假稽查报告的； 

  (三)干预被稽查单位日常业务活动和经营管理活动，致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四)有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所列行为的。 

  第二十一条 被稽查单位发现稽查特派员有本办法第二十条所列行为时，有权向建设部举报、投诉。 

  第二十二条 对被稽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的处罚，实行分工负责和处罚结果报告制度。 

  法律、法规规定由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有关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决定的，由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有关部门实施，并将结果报告建设部。 

  法律、法规规定由建设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由建设部实施。 

  涉及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职责的问题，移交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处理。 

  重大问题的处理决定，应当报国务院批准。 

  第二十三条 稽查特派员应当对被稽查单位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稽查，适时组织复查。 

  第二十四条 稽查的材料、凭证、稽查报告等，应当根据档案管理规定，分类整理、立卷和归档。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8.3.7）《建设工程质量投诉处理暂行规定》（建监[1997]60 号 1997 年 04 月 02 日） 

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pay/fulltext_form.aspx?Gid=18835&Db=chl  

http://www.govgw.com/article/878.html  

建设工程质量投诉处理暂行规定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日建设部发布 建监（１９９７）６０号 

第一条 为确保建设工程质量，维护建设工程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认真做好工程质量投诉的处理工作，依

据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称工程质量投诉，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信函、电话、来访等形式反映工程质量

问题的活动。 

第三条 凡是新建、改建、扩建的各类建筑安装、市政、公用、装饰装修等建设工程，在保修期内和建设过程

中发生的工程质量问题，均属投诉范围。 对超过保修期，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工程质量问题，由产权单位或有关

部门处理。 

第四条 接待和处理工程质量投诉是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支

持和保护群众通过正常渠道、采取正当方式反映工程质量问题。对于工程质量的投诉，要认真对待，妥善处理。 

第五条 工程质量投诉处理工作（以下简称"投诉处理工作"）应当在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坚持分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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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归口办理，及时、就地依法解决的原则。 

第六条 建设部负责全国建设工程质量投诉管理工作。国务院各有关主管部门的工程质量投诉受理工作，由各

部门根据具体情况指定专门机构负责。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受理工程质量的

投诉。 

第七条 建设部对工程质量投诉管理工作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订工程质量投诉处理的有关规定和办法； 

（二）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投诉处理工作进行指导、督促； 

（三）受理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工程质量投诉。 

第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各有关主管部门对工程质量投诉管理工作的主要职

责是： 

（一）贯彻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制订本地区、本部门的工程质量投

诉处理的有关规定 和办法； 

（二）组织、协调和督促本地区、本部门的工程质量投诉处理工作； 

（三）受理本地区、本部门范围内的工程质量投诉。 

第九条 市（地）、县建委（建设局）的工程质量投诉管理机构和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或地方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条 对涉及到由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勘察设计、建筑规划、市政公用建设和村镇建设等方面原因引起

的工程质量投诉，应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协调下，由分管该业务的职能部门负责调查处理。 

第十一条 投诉处理机构要督促工程质量责任方，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处理好用户 的工程质量投诉。 

第十二条 投诉处理机构对于投诉的信函要做好登记；对以电话、来访等形式的投诉，承办人员在接待时，要

认真听取陈述意见，做好详细记录并进行登记。 

第十三条 对需要几个部门共同处理的投诉，投诉处理机构要主动与有关部门协商，在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协调

下，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处理。 

第十四条 建设部批转各地区、各部门处理的工程质量投诉材料，各地区、各部门的投诉处理机构应在三个月

内将调查和处理情况报建设部。 

第十五条 省级投诉处理机构受理的工程质量投诉，按照属地解决的原则，交由工程所在地的投诉处理机构处

理，并要求报告处理结果。对于严重的工程质量问题可派人协助有关方面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 市、县级投诉处理机构受理的工程质量投诉，原则上应直接派人或与有关部门共同调查处理，不得

层层转批。 

第十七条 对于投诉的工程质量问题，投诉处理机构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合理的要求，要及时妥善处理；

暂时解决不了的，要向投诉人作出解释，并责成工程质量责任方限期解决；对不合理的要求，要作出说明，经说明

后仍坚持无理要求的，应给予批评教育。 

第十八条 对注明联系地址和联系人姓名的投诉，要将处理的情况通知投诉 人。 

第十九条 在处理工程质量投诉过程中，不得将工程质量投诉中涉及到的检举、揭发、控告材料及有关情况，

透露或者转送给被检举、揭发、控告的人员和单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压制、打击报复、迫害投诉人。 

第二十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把处理工程质量投诉作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抓好。对在工

程质量投诉处理工作中做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对在处理投诉工作中不履行职责、敷衍、推诿、拖延

的单位及人员，要给予批评教育。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8.3.8）《建筑市场举报投诉受理工作管理办法》（建办稽[2002]19 号 2002 年 03 月 08 日） 

http://www.qzjsj.gov.cn/06CBA744929B31800101433356B5FC7E/2002-05-

13/42D6E630539B792A79694D4E186583B2.htm  

关于印发《建筑市场举报投诉受理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qzjsj.gov.cn/06CBA744929B31800101433356B5FC7E/2002-05-13/42D6E630539B792A79694D4E186583B2.htm
http://www.qzjsj.gov.cn/06CBA744929B31800101433356B5FC7E/2002-05-13/42D6E630539B792A79694D4E186583B2.htm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195 页 共 3277 页 

建办稽[2002]19 号 

部机关各单位： 

  经部领导同意，现将《建筑市场举报投诉受理工作管理办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二○○二年三月八日 

建筑市场举报、投诉受理工作管理办法 

  为加强对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规范对举报、投诉的受理工作，制定本办法。 

  一、受理举报、投诉的范围 

  有关建筑市场、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各种举报、投诉。 

  二、受理举报、投诉的程序 

  （一）稽查办负责对各种渠道来的投诉、举报统一登记，内容包括：举报、投诉人姓名（要求对姓名保密

者除外）、地址、联系电话，举报、投诉的时间，举报、投诉的主要问题。 

  （二）各司局收到的举报、投诉，由司局领导签署是否需要稽查的意见，送稽查办。对于来访举报、投诉

的，由各接待单位负责登记，其举报、投诉材料按上述要求处理后送稽查办。 

  （三）稽查办综合组对各类举报、投诉按其内容提出具体的办理建议。稽查办主管领导对办理建议分别作

出以下决定： 

  1、转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2、由稽查办组织力量进行稽查； 

  3、由稽查办与有关司局共同组织力量进行稽查； 

  4、对于匿名举报，可视情况作出是否进行稽查的决定。 

  （四）转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的举报、投诉，应提出时限要求，稽查办应至少每半个月对处理的进

展情况跟踪催办一次。 

  （五）凡署名举报、投诉的稽查事项，应在处理完毕后 7 日内向署名举报、投诉人反馈处理结果。举报、

投诉人为地方政府的，由稽查办草拟反馈意见，以部办公厅名义反馈；举报、投诉人为单位和个人的，由稽查办统

一归口反馈。 

  （六）由稽查办负责稽查的事项调查核实后，与有关司局共同研究处理意见，并由稽查办写出调查报告，

报部领导。 

  三、受理举报、投诉的要求 

  （一）时限期要求。 

  1、稽查办应自接到举报、投诉后 5 日内完成登记手续，并提出办理建议。 

  2、对举报、投诉事项的调查核实工作一般于 20 日内完成，并提出处理建议。 

  （二）纪律要求。 

  1、受理举报、投诉的工作人员与某件举报、投诉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办理该举报、投诉事项时应当回避。 

  2、受理举报、投诉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得私自摘抄、复制、扣压、销毁举报、投诉材

料，不得泄露举报、投诉人的姓名、单位、住址等情况。 

  3、举报、投诉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打

击、报复举报、投诉人。 

  四、建立举报、投诉档案 

  （一）对每一件举报、投诉，应从接收、调查、取证到处理结果，有完整的档案资料。 

  （二）档案资料包括：举报、投诉材料（或举报、投诉记录）、领导批示、重要的核查取证材料、调查报

告、签报材料以及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上报的有关文字材料等处理结论及意见。 

  五、定期对举报、投诉情况汇总分析 

  稽查办每季度要向各有关司局通报举报、投诉情况；每年要对各种举报、投诉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写出年

度综合报告，报部领导，同时抄送有关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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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办法》（建法[1993]105 号 1993 年 03 月 01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第 894 号 

2011 年 01 月 26 宣告失效） 

http://www.sz68.com/b/1621/  

http://www.lscps.gov.cn/html/15828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899502.htm 公告失效 

【发布单位】建设部 

【发布文号】建法字第 105 号 

【发布日期】1993-02-13 

【生效日期】1993-03-01 

【失效日期】2011-01-26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  

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办法》的通知 

（1993 年 2 月 13 日建法字第 105 号文发布） 

各省、自治区建委（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市政委、市容委，计划单列市建委： 

为加强建设系统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建立相应制度，现将《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办法》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附： 

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办法 

第一条 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建设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正确实施，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建设系统法制建设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是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所属机构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和其下

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建设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的活动。 

第三条 建设部主管全国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各省、自治区建委（建设厅）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各市、地、县、市辖区建设行政管理的综合部门（建委、建设局等）和各专业部门按照同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

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综合部门还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综

合、协调和归口管理。 

第四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或指定机构）是本部门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主管工作机

构，在本部门内实行归口管理，其他业务职能管理机构是其主管业务范围内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分管工作机构。主

管工作机构和分管工作的职责分别为： 

主管工作机构的职责： 

（一）组织制定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年度计划和工作安排； 

（二）建立、健全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工作制度； 

（三）负责建设行政执法检查的组织工作； 

（四）负责审查本部门对建设行政执法提出的监督检查意见和建议； 

（五）负责定期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监督检查结果； 

（六）其他有关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工作。 

分管工作机构的职责： 

（一）提出主管业务范围内执法监督检查的年度计划和工作安排的建议； 

（二）负责组织或会同主管机构组织实施主管业务范围内的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 

（三）配合主管机构对重要行政案件提出本部门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处理意见和建议； 

第五条 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必须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

则。 

第六条 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内容是： 

（一）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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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法律、法规、规章的实施情况； 

（三）建设行政执法主体的合法性； 

（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适当性； 

（五）其他需要监督检查的事项。 

第七条 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通过下列方式进行： 

（一）建设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制度。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要及时向上一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起草、

由地方人大或地方人民政府发布的地方性法规、规章，由起草该法规、规章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向上一级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报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在发布后三十日内向建设部备案；由上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起草、由所在地人大或人民政

府发布的地方性法规、规章，由负责起草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发布后三十日内向建设部报送。 

（二）建设法律、法规、规章实施情况报告制度。法律、法规、规章实施一年后，负责实施的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应向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实施情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法律、

行政法规和建设部规章实施一年后的三个月内将实施情况向建设部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的

配套措施、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意见。 

（三）建设法律、法规、规章实施情况检查制度。建设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应根据国家中心工作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于每年初制定并下发当年执法检查计划。检查内容可以检查单项

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实施情况，也可以对行政执法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专项检查或综合检查。 

（四）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制度。县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重大处罚决定或采取的强制措施，应向上

一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五）重要行政案件督查制度。县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重要行政案件或违法

行政行为的申诉、控告和检举，视具体情况组织调查或责成有关部门查处。 

（六）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本部门职权范围内认为需要采取的其他方式。 

第八条 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按下列办法处理： 

（一）对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规章抵触或者违背的，应视情况通知改正、责令废止或提请有权机关予以

撤销。 

（二）对不具备建设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或授权、委托不当的，责令停止行政执法或由授权、委托的机关处理。 

（三）对行政执法无合法依据或执法不当的，应予以变更、撤销或责令重新做出行政处理。 

（四）对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和不执行或拖延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督促其履

行或限期执行。 

第九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直接做出处理决定的，使用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意

见通知书；提请有权机关处理的，使用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建议通知书。 

被通知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限期内将处理情况告诉有关上级部门。 

第十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执法中与其他执法部门发生争议，可向同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部门申请协调

裁定，或报请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十一条 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建设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认为下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或直接

负责人员违反政纪的，可以提请监察机关或者其他有权机关依法追究行政责任；认为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中成绩突出的，由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或

者奖励。 

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对该部门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进

行通报批评，并限期改正： 

（一）不按规定期限报送规范性文件的； 

（二）不按规定期限报告法律、法规、规章实施情况，经催报仍不改正的； 

（三）对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部署的对法律、法规、规章实施情况的检查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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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督查的行政案件不积极办理或拒不上报办理结果的。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建设部体改法规司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起执行。 

 

 

 

8.3.10）《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 81 号 2000 年 08 月 25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3 号 

2015 年 1 月 22 日）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816.htm   2000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8981.html  2000 

http://www.nra.gov.cn/jgzf/gcjg/gcjgjgyj/zlaq/201401/t20140101_4211.shtml  2000 

http://www.waizi.org.cn/doc/31542.html   2015 

http://www.ccc.gov.cn/xxgk/jsfg/gz/2018-05-29-11460696.html   2015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81 号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已于 2000 年 8 月 21 日经第 27 次部常务会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自发

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俞正声         

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的监督工作，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新建、扩建、改建等工程建设活动，必须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是指直接涉及工程质量、安全、卫生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程建设标

准强制性条文。 

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监督管理工作。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的职能分工负责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工程建设中拟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符合现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应当由拟采用单位提

请建设单位组织专题技术论证，报批准标准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审定。 

工程建设中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国外标准，现行强制性标准未作规定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建设项目规划审查机关应当对工程建设规划阶段执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应当对工程建设勘察、设计阶段执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建筑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工程建设施工阶段执行施工安全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对工程建设施工、监理、验收等阶段执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第七条 建设项目规划审查机关、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建筑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技

术人员必须熟悉、掌握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第八条 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应当定期对建设项目规划审查机关、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建筑安全监督

管理机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实施强制性标准的监督进行检查，对监督不力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批评，建议有

关部门处理。 

第九条 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应当对工程项目执行强制性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可以采取重点检

查、抽查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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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强制性标准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 

(一)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是否熟悉、掌握强制性标准； 

(二)工程项目的规划、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等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三)工程项目采用的材料、设备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四)工程项目的安全、质量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五)工程中采用的导则、指南、手册、计算机软件的内容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第十一条 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应当将强制性标准监督检查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告。 

第十二条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解释由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负责。 

有关标准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可以委托该标准的编制管理单位负责。 

第十三条 工程技术人员应当参加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培训，并可以计入继续教育学时。 

第十四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处理重大工程事故时，应当有工程建设标准方面的专家

参加；工程事故报告应当包括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意见。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检举、控

告、投诉。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处以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二)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 

第十七条 勘察、设计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的，责令改正，并处以 10 万元以上 3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造成建

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

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十九条 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强制性标准规定，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

格签字的，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

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造成工程质量、安全隐患或者工程事故的，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有关规定，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罚。 

第二十一条 有关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其

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第二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81 号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已于 2000 年 8 月 21 日经第 27 次部常务会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自发

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俞正声 

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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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8 月 25 日建设部令第 81 号公布，根据 2015 年 1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3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的监督工作，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新建、扩建、改建等工程建设活动，必须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是指直接涉及工程质量、安全、卫生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程建设标

准强制性条文。 

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确定。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监督管理工作。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的职能分工负责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中规定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又没有国家

技术标准的，应当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论证，出具检测报告，并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组织的建设工程技术专家委员会审定后，方可使用。 

工程建设中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国外标准，现行强制性标准未作规定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建设项目规划审查机关应当对工程建设规划阶段执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应当对工程建设勘察、设计阶段执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建筑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工程建设施工阶段执行施工安全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对工程建设施工、监理、验收等阶段执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第七条 建设项目规划审查机关、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建筑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技

术人员必须熟悉、掌握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第八条 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应当定期对建设项目规划审查机关、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建筑安全监督

管理机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实施强制性标准的监督进行检查，对监督不力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批评，建议有

关部门处理。 

第九条 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应当对工程项目执行强制性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可以采取重点检

查、抽查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第十条 强制性标准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 

（一）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是否熟悉、掌握强制性标准； 

（二）工程项目的规划、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等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三）工程项目采用的材料、设备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四）工程项目的安全、质量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五）工程中采用的导则、指南、手册、计算机软件的内容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第十一条 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应当将强制性标准监督检查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告。 

第十二条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解释由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负责。 

有关标准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可以委托该标准的编制管理单位负责。 

第十三条 工程技术人员应当参加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培训，并可以计入继续教育学时。 

第十四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在处理重大工程事故时，应当有工程建设标准方面的专家

参加；工程事故报告应当包括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意见。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有权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检举、

控告、投诉。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处以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二）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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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勘察、设计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的，责令改正，并处以 10 万元以上 3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造成建

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

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十九条 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强制性标准规定，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

格签字的，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

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造成工程质量、安全隐患或者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按照《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一条 有关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其

他行政处罚，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第二十二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11）《关于加强住宅工程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建质[2004]18 号 2004 年 01 月 30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7923.html  

http://jst.jl.gov.cn/gczl/wjxx/200511/t20051103_61562.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04-00012 主题信息：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建设部生成日期：2004 年 01 月 30 日文

件名称：关于加强住宅工程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有 效 期：文  号：建质[2004]18 号主 题 词：关于加强住宅工

程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   

                  建质[2004]18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房地局，江苏省、山东省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近年来，我国住宅工程质量的总体水平有很大提高，但各地的质量状况还不平衡。为进一步加强住宅工程

质量管理，切实提高住宅工程质量水平，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对抓好住宅工程质量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  

  住宅工程质量，不仅关系到国家社会经济的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充分认识当前做

好住宅工程质量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搞好住宅工程质量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各地要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住

宅工程质量的现状，确立提高住宅工程质量的阶段目标和任务，确保住宅工程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各地要通过开

展创建“无质量通病住宅工程”和“精品住宅工程”活动，不断促进住宅工程质量总体水平的提高。  

  二、突出重点环节，强化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管理责任  

  （一）建设单位（含开发企业，下同）是住宅工程质量的第一责任者，对建设的住宅工程的质量全面负责。

建设单位应设立质量管理机构并配备相应人员，加强对设计和施工质量的过程控制和验收管理。在工程建设中，要

保证合理工期、造价和住宅设计标准，不得擅自变更已审查批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等。  

  要综合、系统地考虑住宅小区的给水、排水、供暖、燃气、电气、电讯等管网系统的统一设计、设计施工，

编制统一的管网综合图，在保证各专业技术标准要求的前提下，合理安排管线，统筹设计和施工。  

  建设单位应在住宅工程的显著部位镶刻铭牌，将工程建设的有关单位名称和工程竣工日期向社会公示。  

  （二）开发企业应在房屋销售合同中明确因住宅工程质量原因所产生的退房和保修的具体内容以及保修赔

偿方式等相关条款。保修期内发生住宅工程质量投诉的，由开发企业负责查明责任，并组织有关责任方解决质量问

题。暂时无法落实责任的，开发企业也应先行解决，待质量问题的原因查明后由责任方承担相关费用。  

  （三）设计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强制性技术标准，注重提高住宅工程的科技含量。要坚持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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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生态环境建设和住宅内部功能设计，在确保结构安全的基础上，保证设计文件能够满足对日照、采光、隔声、

节能、抗震、自然通风、无障碍设计、公共卫生和居住方便的需要，并对容易产生质量通病的部位和环节，尽量优

化细化设计作法。  

  （四）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强化施工质量过程控制，保证各工序质

量达到验收规范的要求。要制定本企业的住宅工程施工工艺标准，结合工程实际，落实设计图纸会审中保证施工质

量的设计交底措施，对容易产生空鼓、开裂、渗漏等质量通病的部位和容易影响空气质量的厨房、卫生间管材等环

节，采取相应的技术保障措施。  

  （五）监管单位应针对工程的具体情况制定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按国家技术标准进行验收，工序质

量验收不合格的，不得进行下道工序。要将住宅工程结构质量、使用功能和建筑材料对室内环境的污染作为监理工

作的控制重点，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旁站监理和见证取样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厕浴间蓄水试验等重要使用功能的检查

工作。  

  三、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对住宅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一）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大对住宅工程质量的监管力度。对工程建设各方违法违规降低住宅工程

质量的行为，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对工程造价和工期明显低于本地区一般水平的住宅工程，要作为施工图审查和工程质量监督的重点。特别

要加大对经济适用房、旧城改造回迁房以及城乡结合部商品房的设计和施工质量的监管力度。对检查中发现问题较

多的住宅工程，要加大检查频次，并将其列入企业的不良记录。  

  （二）要加强对住宅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审查，要将结构安全、容易造成质量通病的设计和厨房、卫生

间的设计是否符合强制性条文进行重点审查。  

  （三）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对进行住宅工程现场的建筑材料、榴配件和设备加强监督抽查，强化对住

宅工程竣工验收前的室内环境质量检测工作的监督。  

  （四）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住宅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的管理，将竣工验收备案情况及时向社

会公布。单体住宅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备案的，不得进行住宅小区的综合验收。住宅工程经竣工验收备案后，方可办

理产权证。  

  （五）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完善住宅工程质量投诉处理制度，对经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应依法进行处

罚。要建立住宅工程的工程质量信用档案，将建设过程中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使用后投诉处理等情况进行记

录，并向社会公布。  

  四、加强政策引导，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住宅工程质量  

  （一）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协会、科研单位和企业的技术力量，针对本地区的住宅工程质量

通病，研究制定克服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技术规程，积极开展质量通病专项治理。要结合创建“精品住宅工程”的活

动，制定地方或企业的质量创优评审技术标准，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二）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际，积极推行住宅产业现代化，完善住宅性能认定和住宅部

品认证、淘汰制度。大力推广建筑业新技术示范工程的经验，及时淘汰住宅工程建设中的落后产品、施工机具和工

艺。  

  （三）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组织开展住宅工程质量保证的试点工作，鼓励实行住宅工程的工程质

量保险制度，引导建设单位积极投保。  

  （四）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培育和发展住宅工程质量评估中介机构。当用户与开发企业对住宅工程的

质量问题存在较大争议时，可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逐步建立住宅工程质量评估和工程

质量保险相结合的工程质量纠纷处理仲裁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8.3.12）《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稽查工作管理办法》（建稽[2010]4 号  2010 年 01 月 07 日） 

http://www.gov.cn/gzdt/2010-03/12/content_15543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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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003/t20100312_200034.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10-00099 主题信息：其他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2010

年 01 月 07 日文件名称：关于印发《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稽查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有 效 期：2010 年 01 月 07

日生效 文  号：建稽[2010] 4 号主 题 词：关于印发《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稽查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现将《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稽查工作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一○年一月七日 

  

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稽查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建设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有效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规范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稽查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稽查工作，是指对住房保障、城乡规划、标准定额、房地产市场、建筑市场、城市建

设、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建筑节能、住房公积金、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名胜区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

案、调查、取证，核实情况并提出处理建议的活动。 

  第三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稽查办公室（以下简称部稽查办）负责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的稽查工作。 

  第四条 稽查工作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公正以及重大案件集体研判的原则。 

  第五条 部稽查办在稽查工作中，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 

  （二）按照规定权限对建设活动进行检查，依法制止违法违规行为； 

  （三）查清违法违规事实、分析原因、及时报告稽查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建议； 

  （四）督促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落实转发的稽查报告提出的处理意见； 

  （五）及时制止稽查工作中发现的有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等违法违规行为，并责成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处理； 

  （六）接受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对其交送的重要违法违规线索直接进行稽查； 

  （七）依法或根据授权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稽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和干涉。 

  稽查人员执行公务应遵守回避原则。 

  第七条 稽查工作一般应按照立案前研究分析、立案、稽查、撰写稽查报告、督办、结案和归档等程序开

展。 

  第八条 部稽查办可通过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举报、直接检查、部有关业务司局以及相关单位移

送等途径，发现违法违规线索，认为有必要查处的，报经部领导批准后，开展稽查工作。 

  对部领导的批办件应直接稽查，或转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稽查，部稽查办跟踪督办。 

  第九条 开展稽查工作前，应分析案情，并与部有关单位沟通情况，制定工作方案，明确稽查重点、时间、

地点、方式和程序等。 

  对于案情复杂，涉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应主动与其沟通协调。也可根据需要确定是否商请有关部门参加或

邀请相关专家参与稽查工作，建立联合查处机制。 

  第十条 开展稽查工作应当全面调查并收集有关证据等，客观、公正地反映案件情况，分析问题，提出处

理意见。 

  第十一条 稽查人员在稽查工作中，有权采取下列方式或措施： 

  （一）约谈被稽查对象，召开与稽查有关的会议，参加被稽查单位与稽查事项有关的会议；向被稽查单位

及有关人员调查询问有关情况，并制作调查笔录； 

  （二）查阅、复制和摄录与案件有关的资料，要求被稽查单位提供与稽查有关的资料并做出说明； 

  （三）踏勘现场，调查、核实情况； 

  （四）依法责令违法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对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抽样检查等； 

  （五）依法先行登记保存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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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十二条 稽查人员依法履行稽查职责，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提供与稽查事项

有关的文件、合同、协议、报表等资料。不得拒绝、隐匿和伪报。 

  第十三条 被稽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稽查人员应当及时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 

  （一）阻挠稽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 

  （二）拒绝或拖延向稽查人员提供与稽查工作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三）销毁、隐匿、涂改有关文件、资料或提供虚假资料的； 

  （四）阻碍稽查人员进入现场调查取证、封存有关证据、物件的； 

  （五）其他妨碍稽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 

  第十四条 稽查工作结束后，一般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稽查报告（附必要的稽查取证材料）。稽查报告

一般包括案件基本情况、调查核实情况（包括存在问题和发现的其他情况）、调查结论和处理建议以及其他需要说

明的问题等方面内容。 

  第十五条 重大案件的稽查报告应集体研判。 

  第十六条 稽查报告以部办公厅函转发给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稽查报告转发给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后，部稽查办应要求其做好处理意见的落实工作，

按照规定的时间回复处理结果。 

  第十八条 部稽查办转由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查办的案件，原则上要求在收到转办函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回复调查处理意见。特殊情况可提前或适当延长。 

  第十九条 对于稽查报告中有明确处理意见的案件，应将督办情况和处理意见落实情况报部领导批准后，

方可结案。 

  第二十条 结案后，稽查人员应将稽查的线索、立案材料、取证材料、凭证、稽查报告、督办结果等材料，

根据档案管理规定，分类整理、立卷、归档和保存。 

  第二十一条 对被稽查对象的处罚和处分，实行分工负责制度和处罚结果报告制度。 

  法律、法规规定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做出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决定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实施。 

  法律、法规规定由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有关部门做出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决定的，

由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有关部门实施，并将处理结果报告上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涉及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职责的问题，移交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处理。 

  第二十二条 稽查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处理： 

  （一）对被稽查单位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隐匿不报的； 

  （二）与被稽查单位串通编造虚假稽查报告的； 

  （三）违法干预被稽查单位日常业务活动和经营管理活动，致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四）其他影响稽查工作和公正执法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稽查人员在履行职责中，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行为，应当承担纪律责任的，依照《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处理。 

  第二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区实际，参照本办法制定

稽查工作管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施行前建设部发布的有关文件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

法为准。 

 

 

 

 

8.3.13）《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建质[2008]19 号  2008 年 0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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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 

 （2008 年 1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建质[2008]19 号文件发布） 

  1  总 则 

  1.0.1  为加强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规范质量监督行为，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民

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43 号）、《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和《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制定本工作导则。 

  1.0.2  本工作导则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民用建筑节能工程的质量监督工作。本导则所称民用建筑是指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 

  1.0.3  质量监督机构应采取抽查建筑节能工程的实体质量和相关工程质量控制资料的方法，督促各方责任

主体履行质量责任，确保工程质量。 

  重点是监督检查、抽查建筑节能工程有关措施及落实情况，质量控制资料及相关产品的节能要求指标，加

强事前控制，把检查各责任主体的节能工作行为放在首位。 

  1.0.4  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除应执行本工作导则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技

术标准等规定。 

  1.0.5  质量监督机构应根据本地区民用建筑节能工程情况制定监督工作方案。 

  2  施工前期准备阶段的监督抽查内容 

  2.0.1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情况。 

  2.0.2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情况。 

  2.0.3  涉及建筑节能效果的设计变更重新报审和建设、监理单位确认情况。 

  2.0.4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专项方案及建筑节能监理规划和实施细则编制、审批情况。 

  2.0.5  建筑节能专业施工人员岗前培训及技术交底情况。 

  2.0.6  建设、设计、施工（含分包）、监理等各方责任主体单位对建筑节能示范样板的确认情况。 

  3  施工过程的监督抽查内容 

  3.1  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质量 

  3.1.1  主要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规格、型号、性能与设计文件要求是否相符。 

  3.1.2  主要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合格证、中文说明书、型式检验报告、定型产品和成套技术应用型式检

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见证取样送检复试报告的核查情况。 

  3.1.3  监理工程师对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验收签认情况。 

  3.1.4  监督机构对建筑节能材料质量产生质疑时，监督机构应对建筑节能材料按一定比例委托具有相应资

质的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3.2  墙体节能工程 

  3.2.1  基层表面空鼓、开裂、松动、风化及平整度及妨碍粘结的附着物的处理。 

  3.2.2  保温层施工应结合不同工程做法根据规范规定，由各地制定监督抽查内容，重点对保温、牢固、开

裂、渗漏、耐久性、防火等性能进行抽查。 

  3.2.3  雨水管卡具、女儿墙、分隔缝、变形缝、挑梁、连梁、壁柱、空调板、空调管洞、门窗洞口等易产

生热桥部位保温措施。 

  3.2.4  施工产生的墙体缺陷（如穿墙套管、脚手眼、孔洞等）处理。 

  3.2.5  不同材料基体交接处、容易碰撞的阳角及门窗洞口转角处等特殊部位的保温层防止开裂和破损的加

强措施。 

  3.2.6  隔汽层构造处理、穿透隔汽层处密封措施、隔汽层冷凝水排水构造处理。 

  3.3  非采暖公共间节能工程 

  3.3.1  非采暖公共间（如普通住宅楼梯间、高层住宅疏散楼梯间、电梯前室、公共通道、公共大堂大厅、

地下室等）按图施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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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幕墙节能工程 

  3.4.1  幕墙工程热桥部位的隔断热桥措施。 

  3.4.2  幕墙与周边墙体间的缝隙处理。 

  3.4.3  建筑伸缩缝、沉降缝、抗震缝等变形缝的保温密封处理。 

  3.4.4  遮阳设施的安装。 

  3.5  门窗节能工程 

  3.5.1  外门窗框或副框与洞口、外门窗框与副框之间的间隙处理。 

  3.5.2  金属外门窗隔断热桥措施及金属副框隔断热桥措施。 

  3.5.3  严寒、寒冷、夏热冬冷地区建筑外窗气密性现场实体检验情况。 

  3.5.4  严寒、寒冷地区的外门安装及特种门安装的节能措施。 

  3.5.5  外门窗遮阳设施的安装。 

  3.5.6  天窗安装位置、坡度、密封节能措施。 

  3.5.7  门窗扇密封条的安装、镶嵌、接头处理。 

  3.5.8  门窗镀（贴）膜玻璃的安装方向及中空玻璃均压管密封及中空玻璃露点复检情况。 

  3.6  屋面节能工程 

  3.6.1  屋面保温、隔热层铺设质量、厚度控制。 

  3.6.2  屋面保温、隔热层的平整度、坡向、细部及屋面热桥部位的保温隔热措施。 

  3.6.3  屋面隔汽层位置、铺设方式及密封措施。 

  3.7  地面节能工程 

  3.7.1  基层处理的质量。 

  3.7.2  地面保温层、隔离层、防潮层、保护层等各层的设置和构造做法以及保温层的厚度。 

  3.7.3  地面节能工程的保温板与基层之间、各构造层的粘结及缝隙处理。 

  3.7.4  穿越地面直接接触室外空气的各种金属管道的隔断热桥保温措施。 

  3.7.5  严寒、寒冷地区的建筑首层直接与土壤接触的地面、采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外墙、毗邻不采暖空

间的地面及底面直接接触室外空气的地面等隔断热桥保温措施。 

  3.8  采暖节能工程 

  3.8.1  采暖系统安装应抽查以下内容： 

  1  采暖系统的制式及安装； 

  2  散热设备、阀门与过滤器、温度计及仪表安装； 

  3  系统各分支管路水力平衡装置安装及调试的情况； 

  4  分室（区）热量计量设施安装和调试的情况； 

  5  散热器恒温阀的安装。 

  3.8.2  采暖系统热力入口装置的安装应抽查以下内容： 

  1  热力入口装置的选型； 

  2  热计量装置的安装和调试的情况； 

  3  水力平衡装置的安装及调试的情况； 

  4  过滤器、压力表、温度计及各种阀门的安装。 

  3.8.3  采暖管道的保温层、防水层施工。 

  3.8.4  采暖系统安装完成后的系统试运转和调试。 

  3.9  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 

  3.9.1  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中的送、排风系统、空调风系统、空调水系统的安装应抽查以下内容： 

  1  各系统的制式及其安装； 

  2  各种设备、自控阀门与仪表安装； 

  3  水系统各分支管路水力平衡装置安装及调试的情况； 

  4  空调系统分栋、分户、分室（区）冷、热计量设备安装。 

  3.9.2  风管的制作与安装应抽查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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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风管严密性及风管系统的严密性检测； 

  2  风管与部件、风管与土建风道及风管间的连接； 

  3  需要绝热的风管与金属支架的接触处、复合风管及需要绝热的非金属风管的连接和加固等处的冷桥处

理。 

  3.9.3  各种空调机组的安装、与风管连接的情况及现场组装的组合式空调机组各功能段之间连接检测。 

  3.9.4  风机盘管机组的选型及安装和调试的情况。 

  3.9.5  空调与通风系统中风机的选型及安装。 

  3.9.6  带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置和集中排风系统中的排风热回收装置选型及安装。 

  3.9.7  空调机组回水管上的电动两通调节阀、风机盘管机组回水管上的电动两通（调节）阀、空调冷热水

系统中的水力平衡装置、冷（热）量计量装置等自控阀门与仪表的选型及安装。 

  3.9.8  风管和空调水系统管道隔热层、防潮层选材。 

  3.9.9  空调水系统的冷热水管道及配件与支、吊架之间绝热衬垫安装和冷桥隔断的措施。 

  3.9.10  通风与空调系统安装完毕后的通风机和空调机组等设备的单机试运转和调试及通风空调系统无生

产负荷下的联合试运转和调试检测。 

  3.10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及管网节能工程 

  3.10.1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设备和辅助设备及其管网系统的安装。 

  3.10.2  空调冷热源水系统管道及配件绝热层和防潮层的施工情况。 

  3.10.3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和辅助设备及其管道和管网系统安装完毕后的系统试运转及调试情况。 

  3.11  配电与照明节能工程 

  3.11.1  锅炉房动力用电、冷却塔水泵用电和照明用电计量设备安装。 

  3.11.2  住宅公共部分和公共建筑的照明的高效光源、高效灯具和节能控制装置安装。 

  3.11.3  水泵、风机等设备的节能装置安装。 

  3.11.4  低压配电系统及照明系统检测。 

  3.12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 

  3.12.1  监测与自动控制系统的安装、调试和联动情况。 

  3.12.2  监测和自动控制系统与空调、采暖、配电和照明等系统联动运行、监测情况。 

  3.13  施工过程中的检测和试验 

  3.13.1  施工过程中是否按相关规范规定进行了各项测试、试验。 

  3.13.2  测试、试验的批次、数量是否符合要求。 

  3.13.3  测试、试验的结果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4  质量问题的处理 

  4.0.1  监督检查发现违反规范规程的一般问题，应当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并督促责任单位落实整改。 

  4.0.2  监督检查时发现违反规范规程中“强制性条文”的、没有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不按审查合

格的设计文件施工的、没有进行建筑节能专项备案的、建筑节能设计变更未进行复审和备案的、没有建筑节能专项

施工方案的、没有做建筑节能工程施工示范样板的，应当下达《责令暂停施工通知书》，经整改复查合格后，方可

复工。 

  4.0.3  对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严重质量违规行为，监督机构应报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由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5  建筑节能工程竣工分部质量验收的监督 

  5.0.1  建筑节能工程验收应满足以下条件： 

  1  施工单位出具的建筑节能工程分部质量验收报告，建筑围护结构的外墙节能构造实体检验，严寒、寒

冷和夏热冬冷地区的外窗气密性现场实体检测，采暖、通风与空调、照明系统检测资料等合格证明文件，以及施工

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整改报告等； 

  2  检查建筑节能分部工程重点部位隐蔽验收记录和相关图像资料； 

  3  检查相关节能分部工程检验批、分项工程、子分部工程验收合格标准及合格依据，以及检验批和分项

工程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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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设计单位出具的建筑节能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5  监理单位出具的建筑节能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5.0.2  监督机构应对验收组成员组成及节能验收程序进行监督。 

  5.0.3  监督机构应对节能工程实体质量进行抽测、对观感质量进行检查。 

  5.0.4  节能工程竣工验收监督的记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对节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评价； 

  2  对节能工程观感质量检查验收的评价； 

  3  对节能工程验收的组织及程序的评价； 

  4  对节能工程验收报告的评价。 

  6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的内容 

  6.0.1  节能工程概况。 

  6.0.2  对建筑节能施工过程中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质量行为及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检查情况，包括

图纸是否经过审图机构审查和到节能管理部门备案、节能材料进场是否经过复试、节能工程是否有专项施工方案、

是否有施工示范样板、是否有节能专项验收等。 

  6.0.3  建筑节能工程实体质量监督抽查（包括监督检测）情况，监督机构对涉及建筑节能系统安全、使用

功能、关键部位的实体质量或材料进行监督抽测、检测记录。 

  6.0.4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抽查情况。 

  6.0.5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问题的整改和质量事故处理情况。 

  6.0.6  建筑节能施工过程中各方质量责任主体及相关有资格人员的不良记录内容。 

  6.0.7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监督记录及监督评价和建议。 

  7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档案 

  7.0.1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档案是单位工程质量监督档案的组成部分。 

  7.0.2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档案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建筑节能工程项目监督工作方案； 

  2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过程监督抽查（包括监督检测）记录； 

  3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分部验收监督记录； 

  4  节能分部施工中发生质量问题的整改和质量事故处理的有关资料； 

5  建筑节能工程监督过程中所形成的照片（含底片）、音像资料。 

 

 

 

8.3.14）《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76 号  2000 年 02 月 18 日，建设部令第 143 号  2005 年 10 月

28 日）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fggz/315210/index.shtml   2000 

http://hbjsj.qhhb.gov.cn/html/3371/182872.html   2000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421780.htm   2005 

http://www.ccc.gov.cn/xxgk/jsfg/gz/2018-05-29-11460694.html   2005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2000 

 

第 76 号令 

 

         （已于 1999 年 10 月 28 日经第十七次部常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用建筑节能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室内热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有关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应当采用《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和《旅游旅馆建筑热工与空气调节节能

设计标准》的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其建设项目的审批、设计、施工、工程质量监督、竣工验收及物业管理，适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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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建筑节能的日常工

作可以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建筑节能机构负责。  

第四条  国家鼓励建筑节能技术进步，鼓励引进国外先进的建筑节能技术，禁止引进国外落后的建筑用能技术、

材料和设备。  

国家鼓励发展下列建筑节能技术（产品）：  

（一） 新型节能墙体和屋面的保温、隔热技术；  

（二） 节能窗的保温隔热和密闭技术；  

（三） 集中供热和热、电、冷联产联供技术；  

（四） 供热采暖系统温度调控和分户热量计量技术；  

（五） 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  

（六） 建筑照明节能技术；  

（七）空调制冷节能技术；  

     （八）其他技术成熟、效果显著的节能技术和节能管理技术。  

第五条  新建居住建筑的集中采暖系统应当使用双管系统，推行温度调节和户用热量计量装置，实行供热计量

收费。  

第六条  新建民用建筑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计任务书，应当包括合理用能的专题论证。依法审批

的机关要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对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计任务书组织论证和评估。对不符合节能标准的

项目，不得批准建设。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已批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计任务书中的节能要求委托工程项目的设计。

建设单位未按节能要求委托设计的，责令改正，并处以１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条  建筑设计单位应当依据建设单位的委托以及节能的标准和规范进行设计（以下简称节能设计），保证

建筑节能设计质量。  

（一） 严寒和寒冷地区设置集中采暖的新建、扩建的居住建筑设计，必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民

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暂无条件设置集中采暖的居住建筑及使用功能与其相近的民用建筑，

其围护结构必须按上述标准执行。  

（二） 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旅游旅馆的热工与空气调节设计，必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旅馆建筑热工

与空气调节节能设计标准》。  

（三） 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其他各类民用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和设备的设计，应当符

合相关的热工、空调、通风、隔热、照明、采光等设计标准和规范中有关的节能要求。  

建筑设计单位未按节能标准和规范进行设计的，应当修改设计。未进行修改的，给予警告，并处以 5 万元以上

2０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相应的损失；两年内，累计三项工程未按节能标准和规范设计的，可

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对注册执业人员，可以处以停止个人执业一年。  

第九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计审查单位，在进行施工图设计审查时，应当审查节能设计的内容，

并签署意见。  

从事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工作的设计人员，应当接受节能标准与节能技术知识的培训。  

第十条  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符合建筑节能标准要求的建筑通

用设计或者标准图集。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节能设计进行施工，保证工程施工质量。  

对未按节能设计进行施工的，责令改正；整改所发生的工程费用，由施工单位负责；可以给予警告，情节严重

的可以并处 3０万元以上 5０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累计三项工程未按照符合节能设计标准要求的设计进行施

工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达不到节能设计标准

要求的项目，在质量监督文件中应当予以注明。  

第十三条  供热单位、房屋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做好建筑物供热系统的节能管理工作，建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210 页 共 3277 页 

立健全节能考核制度。认真记录和上报能源消耗资料，接受对锅炉运行的检测。对超过能源消耗指标或者达不到供

暖温度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达标。  

第十四条  国家实行建筑节能产品认证和淘汰制度。具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制定。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和其他专项资金中安排的

节能资金的监督管理，专款专用。  

第十六条  本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  

第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  非严寒和寒冷地区也应当参照有关标准制定本地区的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或者实施细则，负责组

织建筑节能工程示范和推广。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2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43 号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已于 2005 年 10 月 28 日经第 76 次部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五年十一月十日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用建筑节能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室内热环境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民用建筑，是指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 

  本规定所称民用建筑节能，是指民用建筑在规划、设计、建造和使用过程中，通过采用新型墙体材料，执

行建筑节能标准，加强建筑物用能设备的运行管理，合理设计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提高采暖、制冷、照明、

通风、给排水和通道系统的运行效率，以及利用可再生能源，在保证建筑物使用功能和室内热环境质量的前提下，

降低建筑能源消耗，合理、有效地利用能源的活动。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节能规划，制定国家建筑节能专项规划；省、自治区、直辖市

以及设区城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节能规划，制定本地建筑节能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五条 编制城乡规划应当充分考虑能源、资源的综合利用和节约，对城镇布局、功能区设置、建筑特征，

基础设施配置的影响进行研究论证。  

  第六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建筑节能发展状况和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制定建筑节

能相关标准，建立和完善建筑节能标准体系；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民

用建筑节能有关规定，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民用建筑节能标准的地方标准或者实施细则。  

  第七条 鼓励民用建筑节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推广应用节能型的建筑、结构、材料、用能设备和附

属设施及相应的施工工艺、应用技术和管理技术，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第八条 鼓励发展下列建筑节能技术和产品：  

  （一）新型节能墙体和屋面的保温、隔热技术与材料；  

  （二）节能门窗的保温隔热和密闭技术；  

  （三）集中供热和热、电、冷联产联供技术；  

  （四）供热采暖系统温度调控和分户热量计量技术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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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及设备；  

  （六）建筑照明节能技术与产品；  

  （七）空调制冷节能技术与产品；  

  （八）其他技术成熟、效果显著的节能技术和节能管理技术。  

  鼓励推广应用和淘汰的建筑节能部品及技术的目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省、自治区、直辖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结合该目录，制定适合本区域的鼓励推广应用和淘汰的建筑节能部品及技术的目录。  

  第九条 国家鼓励多元化、多渠道投资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投资人可以按照协议分享节能改造的收益；

鼓励研究制定本地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资金筹措办法和相关激励政策。  

  第十条 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建筑物的围护结构

（含墙体、屋面、门窗、玻璃幕墙等）、供热采暖和制冷系统、照明和通风等电器设备是否符合节能要求的监督检

查。  

  第十一条 新建民用建筑应当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要求，民用建筑工程扩建和改建时，应当对原建筑进

行节能改造。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应当考虑建筑物的寿命周期，对改造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投入收益比进行科学论证。

节能改造要符合建筑节能标准要求，确保结构安全，优化建筑物使用功能。  

  寒冷地区和严寒地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应当与供热系统节能改造同步进行。  

  第十二条 采用集中采暖制冷方式的新建民用建筑应当安设建筑物室内温度控制和用能计量设施，逐步实

行基本冷热价和计量冷热价共同构成的两部制用能价格制度。  

  第十三条 供热单位、公共建筑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制定相应的节能建筑运行管理制

度，明确节能建筑运行状态各项性能指标、节能工作诸环节的岗位目标责任等事项。  

  第十四条 公共建筑的所有权人或者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建立用能档案，在供热或者制冷间歇期委托

相关检测机构对用能设备和系统的性能进行综合检测评价，定期进行维护、维修、保养及更新置换，保证设备和系

统的正常运行。  

  第十五条 供热单位、房屋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物业管理等有关单位，应当记录并按有关规定上报能源

消耗资料。  

  鼓励新建民用建筑和既有建筑实施建筑能效测评。  

  第十六条 从事建筑节能及相关管理活动的单位，应当对其从业人员进行建筑节能标准与技术等专业知识

的培训。  

  建筑节能标准和节能技术应当作为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

注册建造师等继续教育的必修内容。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建筑节能政策要求和建筑节能标准委托工程项目的设计。  

  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节能设计文件，降低建筑节能标

准。  

  第十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所售商品住房的节能措施、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指标等基本信息在销

售现场显著位置予以公示，并在《住宅使用说明书》中予以载明。  

  第十九条 设计单位应当依据建筑节能标准的要求进行设计，保证建筑节能设计质量。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在进行审查时，应当审查节能设计的内容，在审查报告中单列节能审查章节；不

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结论应当定为不合格。  

  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建筑节能施工标准的要求进行施工，保证工程施工质

量。  

  第二十一条 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建筑节能标准、节能设计文件、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及监理

合同对节能工程建设实施监理。  

  第二十二条 对超过能源消耗指标的供热单位、公共建筑的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责令限

期达标。  

  第二十三条 对擅自改变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措施，并影响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责令责任人及时予

以修复，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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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行为的，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的有关规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二十五条 建设单位未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委托设计，擅自修改节能设计文件，明示或暗示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违反建筑节能设计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建设质量的，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设计单位未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应当修改设计。未进行修改的，给予警告，

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2 年内，累计 3 项工程未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

标准设计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二十七条 对未按照节能设计进行施工的施工单位，责令改正；整改所发生的工程费用，由施工单位负

责；可以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2 年内，累计 3 项工程未按照符合节能

标准要求的设计进行施工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

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第二十九条 农民自建低层住宅不适用本规定。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原《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76 号）同时废止。 

 

 

 

8.3.15）《城市管理执法办法》（1992 年 10 月 14 日 建设部令第 20 号,2017 年 1 月 24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34 号）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68.html  2000  

http://www.shaanxijs.gov.cn/zhengce/2011/10/47302.shtml   2000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703/t20170330_231330.html   2017 

《城建监察规定》  2000 

索 引 号：000013338/1992-00005 主题信息：城市建设发文单位：建设部生成日期：1992 年 10 月 14 日文件名

称：城建监察规定有 效 期：1992 年 11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20 号主 题 词：城建

监察规定   

  《城建监察规定》已于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经第十次部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

日起施行。  

部长 侯捷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日  

城建监察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保证国家和地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的

正确实施，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城建监察是对城市规划监察、市政工程监察、公用事业监察、市容环境卫生监察、

园林绿化监察的统称。  

  第四条 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全国城建监察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本辖区范围内的城建监察工作。  

  第五条 城市应当设置城建监察队伍，在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下行使城建监察职能，其组织形式、编制、

执法内容、执法方式等可以由城市人民政府按照当地城市建设系统管理体制和依法行政的要求确定。  

  第六条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是：  

  （一）负责对市政工程、公用事业、园林绿化、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等行业的城建监察的业务指导；  

  （二）依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制定城建监察的规定、办法等；  

  （三）按照城建监察的需要，制定不同时期的工作目标和政策；  

  （四）负责组织制定城建监察人员的考核标准，提出培训计划和内容，对城建监察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城

建监察人员的执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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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负责与有关部门的工作协调。  

  第七条 城建监察队伍的基本职责；  

  （一）实施城市规划方面的监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及有关法规，对城市规划方面的违

法、违章行为进行监察；  

  （二）实施城市市政工程设施方面的监察。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占用、挖掘城市道路，损坏道路、桥

涵、排水设施、防洪堤坝等方面违法、违章行为进行监察；  

  （三）实施城市公用事业方面的监察。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影响、损坏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共

交通设施的违法、违章行为和对城市客运交通营运、供气安全、城市规划区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以及城

市节约用水等实施管理方面的违法、违章行为进行监察；  

  （四）实施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方面的监察。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对

损坏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等方面的违法、违章行为进行监察；  

  （五）实施城市园林绿化方面的监察。依据《城市绿化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对损坏城市绿地、花草、

树木、园林绿化设施及乱砍树木等方面的违法、违章行为进行监察。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城建监察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第九条 城建监察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热爱城建监察工作，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  

  （二）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经过法律基础知识和业务知识培训并考核合格。  

  第十条 城建监察人员在实施城建监察时，应当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贯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

为准绳和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秉公执法，服从组织纪律，保守国家秘密。在上岗时应当持城建监察证、佩戴

标志，自觉接受监督。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第十一条 城建监察证由建设部统一印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编号、组织

并监察实施。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城建监察工作规章制度，对城建监察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和业绩考核，实行奖

惩制度。  

  第十二条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城建监察队配备必要的装备。  

  第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

体实施办法，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 

 

《城市管理执法办法》 2017 

城市管理执法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34 号    

  《城市管理执法办法》已经第 32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陈政高 

                                        2017 年 1月 24日  

城市管理执法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维护城市管理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建成区内的城市管理执法活动以及执法监督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城市管理执法，是指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在城市管理领域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职责的行为。 

  第三条 城市管理执法应当遵循以人为本、依法治理、源头治理、权责一致、协调创新的原则，坚持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管理执法的指导监督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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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管理执法的指导监督考核协调工作。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 

  第五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推动建立城市管理协调机制，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城市管理执法工作。 

  第六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宣传普及工作，增强全民守法意识，共

同维护城市管理秩序。 

  第七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积极为公众监督城市管理执法活动提供条件。 

第二章 执法范围 

  第八条 城市管理执法的行政处罚权范围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包括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以及环境保护管理、工商管理、交通管理、水务管理、食品药品监管方面与城市管

理相关部分的行政处罚权。 

  第九条 需要集中行使的城市管理执法事项，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与城市管理密切相关； 

  （二）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多头执法扰民问题突出； 

  （三）执法频率高、专业技术要求适宜； 

  （四）确实需要集中行使的。 

  第十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依法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可以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与行政处罚权

相关的行政强制措施。 

  第十一条 城市管理执法事项范围确定后，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十二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集中行使原由其他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的，应当与其他部门明确职责

权限和工作机制。 

第三章 执法主体 

  第十三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按照权责清晰、事权统一、精简效能的原则设置执法队伍。 

  第十四条 直辖市、设区的市城市管理执法推行市级执法或者区级执法。 

  直辖市、设区的市的城市管理执法事项，市辖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能够承担的，可以实行区

级执法。 

  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可以承担跨区域和重大复杂违法案件的查处。 

  第十五条 市辖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可以向街道派出执法机构。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可以向市辖区或者街道派出执法机构。 

  派出机构以设立该派出机构的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的名义，在所辖区域范围内履行城市管理执法职责。 

  第十六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国家相关标准，提出确定城市管理执法人员数量的合理意见，

并按程序报同级编制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七条 城市管理执法人员应当持证上岗。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开展执法人员的培训和考核。 

  第十八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可以配置城市管理执法协管人员，配合执法人员从事执法辅助事务。 

  协管人员从事执法辅助事务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本级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承担。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严格协管人员的招录程序、资格条件，规范执法辅助行为，建立退出机制。 

  第十九条 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依法开展执法活动和协管人员依法开展执法辅助事务，受法律保护。 

第四章 执法保障 

  第二十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配置执法执勤用车以及调查取证设施、通讯设施等装备配

备，并规范管理。 

  第二十一条 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标志标识应当全国统一，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式样

和标准。 

  第二十二条 城市管理执法应当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 

  工作经费按规定已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不得以罚没收入作为经费来源。 

  第二十三条 城市管理领域应当建立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实现城市管理的信息采集、指挥调度、督察督

办、公众参与等功能，并逐步实现与有关部门信息平台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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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管理领域应当整合城市管理相关电话服务平台，建立统一的城市管理服务热线。 

  第二十四条 城市管理执法需要实施鉴定、检验、检测的，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可以开展鉴定、检验、

检测，或者按照有关规定委托第三方实施。 

 第五章 执法规范 

  第二十五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依照法定程序开展执法活动，应当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

听证等权利。 

  第二十六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开展执法活动，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和危害后果依法给予相应的

行政处罚。 

  对违法行为轻微的，可以采取教育、劝诫、疏导等方式予以纠正。 

  第二十七条 城市管理执法人员开展执法活动，可以依法采取以下措施： 

  （一）以勘验、拍照、录音、摄像等方式进行现场取证； 

  （二）在现场设置警示标志； 

  （三）询问案件当事人、证人等； 

  （四）查阅、调取、复制有关文件资料等；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八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全面、客观收集相关证据，规范建立城市管理执法档案并

完整保存。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运用执法记录仪、视频监控等技术，实现执法活动全过程记录。 

  第二十九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对查封、扣押的物品，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截留、损毁或者擅

自处置。查封、扣押的物品属非法物品的，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三十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不得对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设定任务和目标。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款项，应当按照规定全额上缴。 

  第三十一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确定法制审核机构，配备一定比例符合条件的法制审核人员，对

重大执法决定在执法主体、管辖权限、执法程序、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法制审核。 

  第三十二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开展执法活动，应当使用统一格式的行政执法文书。 

  第三十三条 行政执法文书的送达，依照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执行。 

  当事人提供送达地址或者同意电子送达的，可以按照其提供的地址或者传真、电子邮件送达。 

  采取直接、留置、邮寄、委托、转交等方式无法送达的，可以通过报纸、门户网站等方式公告送达。 

  第三十四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通过门户网站、办事窗口等渠道或者场所，公开行政执法职责、

权限、依据、监督方式等行政执法信息。 

第六章 协作与配合 

  第三十五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与有关部门建立行政执法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及时通报行政执法

信息和相关行政管理信息。 

  第三十六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可以对城市管理执法事项实行网格化管理。 

  第三十七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在执法活动中发现依法应当由其他部门查处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告

知或者移送有关部门。 

第七章 执法监督 

  第三十八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及其他监督方式。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为投诉人、举报人保密。 

  第三十九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

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没有法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作为经费来源的； 

  （四）使用、截留、损毁或者擅自处置查封、扣押物品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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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条 非城市管理执法人员着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的，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予以纠正，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范围以外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1992 年 6 月 3 日发布的《城建监察规定》（建设部令第 20 号）

同时废止。 

 

 

8.3.16）《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建质[2006]192 号 2006 年 07 月 31 日） 

http://jst.jl.gov.cn/gczl/wjxx/200608/t20060824_159931.html  

http://www.dalian-jw.gov.cn/portal/news/dccfbbc6699b1e3ca9ab567c48538c93  

http://rags.ahut.edu.cn/info/1022/1057.htm  

关于印发《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质[2006]192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建设交通委），北京市规划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进一步做好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保证建筑节能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贯彻落实，我

部制定了《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的监督管理，保证民用建筑工程符合建筑节能标准，根据《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

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规

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民用建筑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等有关活动及对民用建筑工程质

量实施监督管理的，必须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民用建筑，是指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 

  第三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等单位，应当

遵守国家有关建筑节能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并依法对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负责。 

  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依法实施建筑节能质量监督管理。 

  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履行以下质量责任和义务： 

  1、组织设计方案评选时，应当将建筑节能要求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2、不得擅自修改设计文件。当建筑设计修改涉及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时，必须将修改后的设计文件送原

施工图审查机构重新审查。 

  3、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降低建筑节能标准。 

  4、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符合建筑节能性能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部品、采暖空

调系统、照明设备等。按照合同约定由建设单位采购的有关建筑材料和设备，建设单位应当保证其符合建筑节能指

标。 

  5、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不得篡改或者伪造检测报告。 

  6、在组织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时，应当同时验收建筑节能实施情况，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应当注明建

筑节能的实施内容。 

  大型公共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时，对采暖空调、通风、电气等系统，应当进行调试。 

  第五条 设计单位应当履行以下质量责任和义务： 

  l、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 

  2、民用建筑工程设计要按功能要求合理组合空间造型，充分考虑建筑体形、围护结构对建筑节能的影响，

合理确定冷源、热源的形式和设备性能，选用成熟、可靠、先进、适用的节能技术、材料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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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初步设计文件应设建筑节能设计专篇，施工图设计文件须包括建筑节能热工计算书，大型公共建筑工

程方案设计须同时报送有关建筑节能专题报告，明确建筑节能措施及目标等内容。 

  第六条 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履行以下质量责任和义务： 

  1、严格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对送审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对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施

工图设计文件，不得出具审查合格书。 

  2、向建设主管部门报送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材料中应包括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执行情况。 

  3、审查机构应将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设计单位和注册人员违反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及时上报当地

建设主管部门。 

  第七条 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以下质量责任和义务： 

  1、严格按照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建筑节能标准的要求进行施工，不得擅自修改设计文件。 

  2、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部品等进行检验。对采暖空调系统、照明设备等进行检

验，保证产品说明书和产品标识上注明的性能指标符合建筑节能要求。 

  3、应当编制建筑节能专项施工技术方案，并由施工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及监理单位专业监理工程师进行审

核，审核合格，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及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4、应当加强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特别应当加强对易产生热桥和热工缺陷等重要部位的质量控制，保证符

合设计要求和有关节能标准规定。 

  5、对大型公共建筑工程采暖空调、通风、电气等系统的调试，应当符合设计等要求。 

  6、保温工程等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 监理单位应当履行以下质量责任和义务： 

  1、严格按照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建筑节能标准的要求实施监理，针对工程的特点制定符合建筑节能要

求的监理规划及监理实施细则。 

  2、总监理工程师应当对建筑节能专项施工技术方案审查并签字认可。专业监理工程师应当对工程使用的

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部品、采暖空调系统、照明设备，以及涉及建筑节能功能的重要部位施工质量检查验收

并签字认可。 

  3、对易产生热桥和热工缺陷部位的施工，以及墙体、屋面等保温工程隐蔽前的施工，专业监理工程师应

当采取旁站形式实施监理。 

  4、应当在《工程质量评估报告》中明确建筑节能标准的实施情况。 

  第九条 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应当将检测过程中发现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违反建筑节能强制性标

准的情况，及时上报当地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十条 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施工过程建筑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

检查，发现未按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施工和违反建筑节能标准的，应当责令改正。 

  第十一条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以及施工图审查和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违反建筑节能有关

法律法规的，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第十二条 达不到节能要求的工程项目，不得参加各类评奖活动。 

 

 

 

 

8.3.17）《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国务院令第 530 号 2008 年 10 月 1 日） 

http://www.gov.cn/flfg/2008-08/07/content_1067062.htm  

http://www.ccc.gov.cn/xxgk/jsfg/xzfg/2018-05-29-11460650.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530 号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已经 2008 年 7 月 23 日国务院第 18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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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理  温家宝 

                           二○○八年八月一日  

民 用 建 筑 节 能 条 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用建筑节能管理，降低民用建筑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民用建筑节能，是指在保证民用建筑使用功能和室内热环境质量的前提下，降低其使

用过程中能源消耗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民用建筑，是指居住建筑、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商业、服务业、教育、卫生等其他公共建筑。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民用建筑节能工作的领导，积极培育民用建筑节能服务市场，健全民用

建筑节能服务体系，推动民用建筑节能技术的开发应用，做好民用建筑节能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第四条 国家鼓励和扶持在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采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 

  在具备太阳能利用条件的地区，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扶持单位、个人安

装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照明系统、供热系统、采暖制冷系统等太阳能利用系统。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以及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民用建筑节能

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国家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指导下，编制全国民用建筑节能规划，并与

相关规划相衔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民用建筑节能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后实施。 

  第七条 国家建立健全民用建筑节能标准体系。国家民用建筑节能标准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

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发布。 

  国家鼓励制定、采用优于国家民用建筑节能标准的地方民用建筑节能标准。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民用建筑节能资金，用于支持民用建筑节能的科学技术研究和标准制

定、既有建筑围护结构和供热系统的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以及民用建筑节能示范工程、节能项目的推广。 

  政府引导金融机构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以及民用建筑节能示范工程等项目提供支持。 

  民用建筑节能项目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第九条 国家积极推进供热体制改革，完善供热价格形成机制，鼓励发展集中供热，逐步实行按照用热量

收费制度。 

  第十条 对在民用建筑节能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新建建筑节能 

  第十一条 国家推广使用民用建筑节能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限制使用或者禁止使用能源

消耗高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国务院节能工作主管部门、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公布并及时更新推广使用、

限制使用、禁止使用目录。 

  国家限制进口或者禁止进口能源消耗高的技术、材料和设备。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不得在建筑活动中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 

  第十二条 编制城市详细规划、镇详细规划，应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的要求，确定建筑的布局、形状和朝

向。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对民用建筑进行规划审查，应当就设计方案是否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征求

同级建设主管部门的意见；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材料之日起 10 日内提出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不计算

在规划许可的期限内。 

  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不得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三条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应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经审

查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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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

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

备。 

  按照合同约定由建设单位采购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的，建设单位应当保

证其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 

  第十五条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应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

行设计、施工、监理。 

  第十六条 施工单位应当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进行查

验；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不得使用。 

  工程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不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施工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改正；施工单位拒

不改正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墙体、屋面的保温工程施工时，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

形式实施监理。 

  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不得在建筑上使用或者安装，

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应当对民用建筑是否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查验；对不符

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不得出具竣工验收合格报告。 

  第十八条 实行集中供热的建筑应当安装供热系统调控装置、用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公共建

筑还应当安装用电分项计量装置。居住建筑安装的用热计量装置应当满足分户计量的要求。 

  计量装置应当依法检定合格。 

  第十九条 建筑的公共走廊、楼梯等部位，应当安装、使用节能灯具和电气控制装置。 

  第二十条 对具备可再生能源利用条件的建筑，建设单位应当选择合适的可再生能源，用于采暖、制冷、

照明和热水供应等；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有关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标准进行设计。 

  建设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应当与建筑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第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所有权人应当对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进行测评和标识，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测评结果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应当安装、使用节能设备。 

  本条例所称大型公共建筑，是指单体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 

  第二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应当向购买人明示所售商品房的能源消耗指标、节能措施和保

护要求、保温工程保修期等信息，并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和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中载明。 

  第二十三条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保温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5 年。保温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

之日起计算。 

  保温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第三章 既有建筑节能 

  第二十四条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地理气候条件等实际情况，有计划、

分步骤地实施分类改造。 

  本条例所称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是指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既有建筑的围护结构、供热系统、

采暖制冷系统、照明设备和热水供应设施等实施节能改造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既有建筑的建设年代、结构形式、

用能系统、能源消耗指标、寿命周期等组织调查统计和分析，制定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明确节能改造的目标、

范围和要求，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中央国家机关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由有关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制定节能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应当制定节能改造

方案，经充分论证，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方可进行。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以节能改造的名义对前款规定的既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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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进行扩建、改建。 

  第二十七条 居住建筑和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公共建筑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

在尊重建筑所有权人意愿的基础上，可以结合扩建、改建，逐步实施节能改造。 

  第二十八条 实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应当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优先采用遮阳、改善通风等低

成本改造措施。 

  既有建筑围护结构的改造和供热系统的改造,应当同步进行。 

  第二十九条 对实行集中供热的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应当安装供热系统调控装置和用热计量装置；对公共

建筑进行节能改造，还应当安装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和用电分项计量装置。 

  第三十条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的节能改造费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居住建筑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公益事业使用的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费用，由政府、建筑所有

权人共同负担。 

  国家鼓励社会资金投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第四章 建筑用能系统运行节能 

  第三十一条 建筑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应当保证建筑用能系统的正常运行，不得人为损坏建筑围护结构

和用能系统。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应当建立健全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制度和操作

规程，对建筑用能系统进行监测、维护，并定期将分项用电量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节能工作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建设主管部门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公

共建筑重点用电单位及其年度用电限额。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公共建筑用电情况进行调

查统计和评价分析。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采暖、制冷、照明的能源消耗情况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布。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公共建筑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应当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的调

查统计工作予以配合。 

  第三十三条 供热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和培训。 

  供热单位应当改进技术装备，实施计量管理，并对供热系统进行监测、维护，提高供热系统的效率，保证

供热系统的运行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供热单位的能源消耗情况进行调

查统计和分析，并制定供热单位能源消耗指标；对超过能源消耗指标的，应当要求供热单位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

并监督实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设计方案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民用建筑项目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二）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设计方案出具合格意见的； 

  （三）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民用建筑项目颁发施工许可证的； 

  （四）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以节能改造

的名义对既有建筑进行扩建、改建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的； 

  （二）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

统和照明设备的； 

  （三）采购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的； 

  （四）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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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民用建筑项目出具竣工验收

合格报告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民用建筑项目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设计单位未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或者使用列入禁止使

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施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民用建筑项目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

门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

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进行查验的； 

  （二）使用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的； 

  （三）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的。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 

  （二）墙体、屋面的保温工程施工时，未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实施监理的。 

  对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按照符合施工图

设计文件要求签字的，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未向购买人明示所售商品房的能源消耗指标、

节能措施和保护要求、保温工程保修期等信息，或者向购买人明示的所售商品房能源消耗指标与实际能源消耗不符

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交付使用的房屋

销售总额 2%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 3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格证书的部门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内不

予注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8.3.18）《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1999 年 10 月 15 日建设部令第 71 号发布，2001 年 7 月 4 日第 91 号修

订,2018 年 09 月 28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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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71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1999 年版 

99/10/27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建设部令７１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７１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已于 1999 年 10 月 14 日经第十六次部常务会议通过，   现予发布，自 

199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    俞正声  

                                      1999 年 10 月 15 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   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

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限额进行调整，并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必须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开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应该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分解为若干限额以下的工程项目，规避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第四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  

     （一）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二）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四）已经确定施工企业。按照规定应该招标的工程没 有招标，应该公开招标的工程没有公开招标，或者

肢解发包工程，以及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所确定的施工企业无效。  

     （五）已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已按规定进行了审查。 

     （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施工企业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有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制定的相

应质量、 安全技术措施，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编制的专项质量、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按照规定办理了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手续。  

     （七）按照规定应该委托监理的工程已委托监理。 

     （八）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工期不足一年的，到位资金原则上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的 50 ％，建设工

期超过一年的，到位资金原则上不导少于工程合同价的 30 ％。建设单位应当提供银行出具的到位资金证明，有条

件的可以实行银行付款保函或者其他第三方担保。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建设单位向发证机关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工申请表》。  

     （二）建设单位持加盖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印鉴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并附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

证明文件，向发征机关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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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证机关在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和所附证明文件后，对于符合条件

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颁发施工许可证；对于证明文件不齐全或者失效的，应当限期要求建设单位补

正，审批时间可以自证明文件补正齐全后作目应顺延；对于不符合条件的，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

通知建设单位，并说明理由。  

     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六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名称、地点、规模，应当与依法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一致。  

     施工许可证应当放置在施工现场备查。  

     第七条   施工许可证不得伪造和涂改。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应当在期满前向发

证机关申请延期，并说明理由；延期以两次为限，每次不超过三个月。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者超过延期次数、

时限的，施工许可证自行废止。  

     第九条   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   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二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中止施工的时间、原因、在施部位、维修管理措施等，并按照规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

关核验施工许可证。  

     第十条    对于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工的，由有管辖权的

发证机关责令改正，对于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并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分别处以罚款。  

     第十一条    对于采用虚假证明文件骗取施工许可证的，由原发证机关收回施工许可证，责令停止施工，并

对责任单位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对于伪造施工许可证的，该施工许可证无效，由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并对责任单位处以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涂改施工许可证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改正，并对责任单位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中的罚款，   法律法规有幅度规定的从其规定，无幅度规定的为 5000 元以上 30000 元

以下。  

     第十四条    发证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施工条件的建筑工程颁发施工许可证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

正，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不得继续从事施工许可管理工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对于符合条件、证明文件齐全有效的建筑工程，发证机关在规定时间内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单位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五条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格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施工许可证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复印的施工许可证无效。  

     第十六条    本办法关于施工许可管理的规定适用于其他专业建筑工程。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规定的，

从其规定。   抢险救灾工程、   临时性建筑工程、农民自建两层以下（含两层）住宅工程，不适用本办法。  

     军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管理，按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办法执行。  

     第十七条   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199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2001 

索 引 号： 000013338/2001-00015 主题信息：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生成日期： 2001 年 07 月 04 日 

文件名称： 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 有 效 期： 2001 年 07 月 04 日-

2014 年 10 月 25 日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91 号 主 题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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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改立情况： 1、依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8 号）废止 2、住房城乡

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2 号）废止 

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 

 

  《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 2001 年 6 月 29 日建设部第 44 次常务会审

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俞正声 

2001 年 7 月 4 日 

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 

  建设部决定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第十三条修改为“本办法中的罚款，法律、法规有幅度规定的从其规定。无幅度规定的，有违法所得的处

5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发布。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1999 年 10 月 15 日建设部令第 71 号发布，根据 2001 年 7 月 4 日《建设部发布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

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限额进行调整，并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必须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开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应该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分解为若干限额以下的工程项目，规避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第四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 

  （一）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二）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四）已经确定施工企业。按照规定应该招标的工程没有招标，应该公开招标的工程没有公开招标，或者

肢解发包工程，以及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所确定的施工企业无效。 

  （五）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已按规定进行了审查。 

  （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施工企业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有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制定的相

应质量、安全技术措施，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编制了专项质量、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按照规定办理了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手续。 

  （七）按照规定应该委托监理的工程已委托监理。 

  （八）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工期不足一年的，到位资金原则上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的 50％，建设工期

超过一年的，到位资金原则上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的 30％。建设单位应当提供银行出具的到位资金证明，有条件的

可以实行银行付款保函或者其他第三方担保。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建设单位向发证机关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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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设单位持加盖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印鉴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并附本办法第四条规定

的证明文件，向发征机关提出申请。 

  （三）发证机关在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和所附证明文件后，对于符合条件

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颁发施工许可证；对于证明文件不齐全或者失效的，应当限期要求建设单位补

正，审批时间可以自证明文件补正齐全后作相应顺延；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通

知建设单位，并说明理由。 

  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六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名称、地点、规模，应当与依法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一致。 

  施工许可证应当放置在施工现场备查。 

  第七条 施工许可证不得伪造和涂改。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应当在期满前向发

证机关申请延期，并说明理由；延期以两次为限，每次不超过三个月。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者超过延期次数、

时限的，施工许可证自行废止。 

  第九条 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报告，报

告内容包括中止施工的时间、原因、在施部位、维修管理措施等，并按照规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

关核验施工许可证。 

  第十条 对于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工的，由有管辖权的

发证机关责令改正，对于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并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分别处以罚款。 

  第十一条 对于采用虚假证明文件骗取施工许可证的，由原发证机关收回施工许可证，责令停止施工，并

对责任单位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对于伪造施工许可证的，该施工许可证无效，由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并对责任单位处以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涂改施工许可证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改正，并对责任单位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中的罚款，法律、法规有幅度规定的从其规定。无幅度规定的，有违法所得的处 5000 元

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四条 发证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施工条件的建筑工程颁发施工许可证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

正，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不得继续从事施工许可管理工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对于符合条件、证明文件齐全有效的建筑工程，发证机关在规定时间内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单位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五条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格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施工许可证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复印的施工许可证无效。 

  第十六条 本办法关于施工许可管理的规定适用于其他专业建筑工程。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规定的，

从其规定。 

抢险救灾工程、临时性建筑工程、农民自建两层以下（含两层）住宅工程，不适用本办法。 

军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管理，按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办法执行。 

  第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199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 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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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已经第 13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4 年 10 月 25 日起施

行。 

部 长  姜伟新     

2014 年 6 月 25 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

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限额进行调整，并报国务院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开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分解为若干限额以下的工程项目，规避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第四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 

  （一）依法应当办理用地批准手续的，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二）在城市、镇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需要征收房屋的，其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四）已经确定施工企业。按照规定应当招标的工程没有招标，应当公开招标的工程没有公开招标，或者

肢解发包工程，以及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的，所确定的施工企业无效。 

  （五）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技术资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已按规定审查合格。 

  （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施工企业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有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制定的相

应质量、安全技术措施。建立工程质量安全责任制并落实到人。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编制了专项质量、安全施工

组织设计，并按照规定办理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七）按照规定应当委托监理的工程已委托监理。 

  （八）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工期不足 1 年的，到位资金原则上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的 50%，建设工期

超过一年的，到位资金原则上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的 30%。建设单位应当提供本单位截至申请之日无拖欠工程款情

形的承诺书或者能够表明其无拖欠工程款情形的其他材料，以及银行出具的到位资金证明，有条件的可以实行银行

付款保函或者其他第三方担保。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增设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建设单位向发证机关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 

  （二）建设单位持加盖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印鉴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并附本办法第四条规定

的证明文件，向发证机关提出申请。 

  （三）发证机关在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和所附证明文件后，对于符合条件

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颁发施工许可证；对于证明文件不齐全或者失效的，应当当场或者 5 日内一次

告知建设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审批时间可以自证明文件补正齐全后作相应顺延；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自

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并说明理由。 

  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六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名称、地点、规模，应当符合依法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 

  施工许可证应当放置在施工现场备查，并按规定在施工现场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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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施工许可证不得伪造和涂改。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 3 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应当在期满前向发

证机关申请延期，并说明理由；延期以两次为限，每次不超过 3 个月。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者超过延期次数、

时限的，施工许可证自行废止。 

  第九条 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 1 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报告，报

告内容包括中止施工的时间、原因、在施部位、维修管理措施等，并按照规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 1 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

关核验施工许可证。 

  第十条 发证机关应当将办理施工许可证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和申请表示

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和有关网站予以公示。 

  发证机关作出的施工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第十一条 发证机关应当建立颁发施工许可证后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条件发生变化、延

期开工、中止施工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 

  第十二条 对于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工的，由有管辖权

的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对建设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1%以上 2%以下罚款；对施工单位处 3 万元以下

罚款。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采用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施工许可证的，由原发证机关撤销施工许可证，责

令停止施工，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施工许可证的，发证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

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设单位伪造或者涂改施工许可证的，由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罚款。 

  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的，作为不良行为记录予以通报。 

  第十六条 发证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施工许可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施工许可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十七条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格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施工许可证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复印的施工许可证无效。 

  第十八条 本办法关于施工许可管理的规定适用于其他专业建筑工程。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规定的，

从其规定。 

  《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办法。 

  军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管理，按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0 月 25 日起施行。1999 年 10 月 15 日建设部令第 71 号发布、2001 年 7 月

4 日建设部令第 91 号修正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2018 

  索 引 号： 000013338/2018-00363 主题信息： 其他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生成日期： 2018 年 09 月 28 日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228 页 共 3277 页 

文件名称：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 有 效 期： 2018 年 09 月

28 日生效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2 号 主 题 词：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 2018 年 9 月 19 日第 4 次部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王蒙徽 

2018 年 9 月 28 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决定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

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18 号）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四条第一款第七项。 

二、将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修改为：“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单位应当提供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 

三、将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发证机关在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和所附

证明文件后，对于符合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颁发施工许可证；对于证明文件不齐全或者失效的，

应当当场或者五日内一次告知建设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审批时间可以自证明文件补正齐全后作相应顺延；对

于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并说明理由”。 

此外，对相关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发布。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 2014 年 6 月 25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8 号发布，根据 2018 年 9 月 28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2 号

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筑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

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限额进行调整，并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备案。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开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分解为若干限额以下的工程项目，规避申请领取施

工许可证。 

第四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 

（一）依法应当办理用地批准手续的，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二）在城市、镇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需要征收房屋的，其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四）已经确定施工企业。按照规定应当招标的工程没有招标，应当公开招标的工程没有公开招标，或者肢解

发包工程，以及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的，所确定的施工企业无效。 

（五）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技术资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已按规定审查合格。 

（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施工企业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有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制定的相应质

量、安全技术措施。建立工程质量安全责任制并落实到人。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编制了专项质量、安全施工组织

设计，并按照规定办理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七）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单位应当提供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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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增设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建设单位向发证机关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 

（二）建设单位持加盖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印鉴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并附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证

明文件，向发证机关提出申请。 

（三）发证机关在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和所附证明文件后，对于符合条件的，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颁发施工许可证；对于证明文件不齐全或者失效的，应当当场或者五日内一次告知建

设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审批时间可以自证明文件补正齐全后作相应顺延；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

请之日起七日内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并说明理由。 

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六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名称、地点、规模，应当符合依法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 

施工许可证应当放置在施工现场备查，并按规定在施工现场公开。 

第七条 施工许可证不得伪造和涂改。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应当在期满前向发证机

关申请延期，并说明理由；延期以两次为限，每次不超过三个月。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者超过延期次数、时限

的，施工许可证自行废止。 

第九条 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报告，报告内

容包括中止施工的时间、原因、在施部位、维修管理措施等，并按照规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关核

验施工许可证。 

第十条 发证机关应当将办理施工许可证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和申请表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和有关网站予以公示。 

发证机关作出的施工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第十一条 发证机关应当建立颁发施工许可证后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条件发生变化、延期开

工、中止施工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 

第十二条 对于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工的，由有管辖权的发

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对建设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1%以上 2%以下罚款；对施工单位处 3 万元以下罚

款。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采用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施工许可证的，由原发证机关撤销施工许可证，责令停

止施工，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施工许可证的，发证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并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设单位伪造或者涂改施工许可证的，由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

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罚款。 

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的，作为不良行为记录予以通报。 

第十六条 发证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施工许可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施工许可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十七条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格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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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许可证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复印的施工许可证无效。 

第十八条 本办法关于施工许可管理的规定适用于其他专业建筑工程。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从

其规定。 

《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办法。 

军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管理，按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0 月 25 日起施行。1999 年 10 月 15 日建设部令第 71 号发布、2001 年 7 月 4 日建设

部令第 91 号修正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8.3.19）《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 号 2000 年 01 月 30 日，国务院令第 687 号 2017 年 10 月 7

日） 

http://www.gov.cn/flfg/2005-08/06/content_20998.htm   2000 

http://www.cauc.edu.cn/jjc/703.html   2000 

http://zjt.hunan.gov.cn/xxgk/zcfg/gjjfg/201506/t20150618_3121482.html  

http://youy.cq.gov.cn/html/content/18/03/8603.shtml  2017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0/23/content_5233848.htm   2017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2000 

（2000 年 1 月 10 日国务院第 25 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0 年 1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9 号公布 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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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八章 罚 则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筑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有关活动及实施对建设工程质量监

督管理的，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 

  第三条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质量负责。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超越权限审批建设项目或者擅自简化基本建设程序。 

  第六条 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建设工程质量。 

第二章 建设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 

  建设单位不得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

材料等的采购进行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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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建设单位必须向有关的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供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必须真实、准确、齐全。 

  第十条 建设工程发包单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建设工程质量。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设计文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审

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第十二条 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也可以

委托具有工程监理相应资质等级并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该工程的设计

单位进行监理。 

  下列建设工程必须实行监理： 

  （一）国家重点建设工程； 

  （二）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 

  （三）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工程； 

  （四）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 

  （五）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其他工程。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第十四条 按照合同约定，由建设单位采购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建设单位应当保证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符合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十五条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

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 

  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不得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二）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三）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 

  （四）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 

  （五）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 

  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及时收集、整理建设项目各环节的文件资料，

建立、健全建设项目档案，并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

案。 

第三章 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十八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

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勘察、

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所承揽的工程。 

  第十九条 勘察、设计单位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并对其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应当在设计文件上签字，对设计文件负责。 

  第二十条 勘察单位提供的地质、测量、水文等勘察成果必须真实、准确。 

  第二十一条 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工程设计。 

  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第二十二条 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中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规格、型号、性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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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专用设备、工艺生产线等外，设计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第二十三条 设计单位应当就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向施工单位作出详细说明。 

  第二十四条 设计单位应当参与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分析，并对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技术处

理方案。 

第四章 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二十五条 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施工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其他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施工单位允

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 

  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质量责任制，确定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施工管理负责人。 

  建设工程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全部建设工程质量负责；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

购的一项或者多项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其承包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的设备的质量负责。 

  第二十七条 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单位应当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其分包

工程的质量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

料。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设计文件和图纸有差错的，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九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

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检验应当有书面记录和专人签字；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三十条 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健全施工质量的检验制度，严格工序管理，作好隐蔽工程的质量检查和记

录。隐蔽工程在隐蔽前，施工单位应当通知建设单位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三十一条 施工人员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当在建设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监

督下现场取样，并送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质量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对施工中出现质量问题的建设工程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应当负责返修。 

  第三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考核不

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五章 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三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担工程监

理业务。 

  禁止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工程监理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禁

止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 

  工程监理单位不得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第三十五条 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

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不得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 

  第三十六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代表

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第三十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进驻施工现场。 

  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

道工序的施工。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建设单位不拨付工程款，不进行竣工验收。 

  第三十八条 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对建设工程

实施监理。 

第六章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 

  第三十九条 建设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 

  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在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质量保修书。质量保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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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当明确建设工程的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 

  第四十条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一）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

限； 

  （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５年； 

  （三）供热与供冷系统，为２个采暖期、供冷期； 

  （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２年。 

  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约定。 

  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四十一条 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建设工程在超过合理使用年限后需要继续使用的，产权所有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

勘察、设计单位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加固、维修等措施，重新界定使用期。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 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

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 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组织稽察特派员，对国家出资的重大建设项目

实施监督检查。 

  国务院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国家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实施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可以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

督机构具体实施。 

  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从事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考核。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实施质量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

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三）发现有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时，责令改正。 

  第四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１５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

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规定行为的，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五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

支持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五十一条 供水、供电、供气、公安消防等部门或者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购买其

指定的生产供应单位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五十二条 建设工程发生质量事故，有关单位应当在２４小时内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

门报告。对重大质量事故，事故发生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事故类别和等级向当地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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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调查程序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设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第八章 罚则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单位

或者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的，责令改正，处５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

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２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的； 

  （二）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 

  （三）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 

  （四）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五）建设项目必须实行工程监理而未实行工程监理的； 

  （六）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 

  （七）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八）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的。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

止施工，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

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 

  （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 

  （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的，责令改正，处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对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１倍以上２倍以下的

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

以没收。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

揽工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

１倍以上２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

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

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工程监理单位转让工程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１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 

  （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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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

备的，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

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或者

未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责令改正，处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处１０万

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５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

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 

  （二）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

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

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工的，

责令改正，处５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

构的，责令改正，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条 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期限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供水、供电、供气、公安消防等部门或者单位明示或者暗示建设单位或者

施工单位购买其指定的生产供应单位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责令改正。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因过错造成质

量事故的，责令停止执业１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５年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

终身不予注册。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四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

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

机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依照本条例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七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七条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因调动工作、退休等原因离开该单位后，

被发现在该单位工作期间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仍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七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肢解发包，是指建设单位将应当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设工程分解成若干部分

发包给不同的承包单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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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例所称违法分包，是指下列行为： 

  （一）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 

  （二）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

他单位完成的；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 

  （四）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 

  本条例所称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

程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承包的行为。 

  第七十九条 本条例规定的罚款和没收的违法所得，必须全部上缴国库。 

  第八十条 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不适用本条例。 

  第八十一条 军事建设工程的管理，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刑法有关条款 

  第一百三十七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2017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已经 2000 年 1 月 10 日国务院第 25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  

                                           总理 朱

镕基  

                                           2000 年 1 月

30 日  

   按 2017 年 10 月 7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7 号）修

改。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筑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有关活动及实施对建设工程质量监

督管理的，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 

  第三条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质量负责。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超越权限审批建设项目或者擅自简化基本建设程序。 

  第六条 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建设工程质量。  

  第二章 建设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 

  建设单位不得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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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等的采购进行招标。 

  第九条 建设单位必须向有关的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供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必须真实、准确、齐全。 

  第十条 建设工程发包单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建设工程质量。 

  第十一条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第十二条 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也可以

委托具有工程监理相应资质等级并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该工程的设计

单位进行监理。 

  下列建设工程必须实行监理： 

  （一）国家重点建设工程； 

  （二）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 

  （三）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工程； 

  （四）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 

  （五）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其他工程。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第十四条 按照合同约定，由建设单位采购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建设单位应当保证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符合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十五条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

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 

  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不得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二）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三）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 

  （四）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 

  （五）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 

  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及时收集、整理建设项目各环节的文件资料，

建立、健全建设项目档案，并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

案。  

  第三章 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十八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

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勘察、

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所承揽的工程。 

  第十九条 勘察、设计单位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并对其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应当在设计文件上签字，对设计文件负责。 

  第二十条 勘察单位提供的地质、测量、水文等勘察成果必须真实、准确。 

  第二十一条 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工程设计。 

  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第二十二条 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中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规格、型号、性能等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238 页 共 3277 页 

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专用设备、工艺生产线等外，设计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第二十三条 设计单位应当就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向施工单位作出详细说明。 

  第二十四条 设计单位应当参与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分析，并对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技术处

理方案。  

  第四章 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二十五条 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施工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其他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施工单位允

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 

  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质量责任制，确定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施工管理负责人。 

  建设工程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全部建设工程质量负责；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

购的一项或者多项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其承包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的设备的质量负责。 

  第二十七条 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单位应当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其分包

工程的质量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

料。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设计文件和图纸有差错的，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九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

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检验应当有书面记录和专人签字；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三十条 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健全施工质量的检验制度，严格工序管理，作好隐蔽工程的质量检查和记

录。隐蔽工程在隐蔽前，施工单位应当通知建设单位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三十一条 施工人员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当在建设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监

督下现场取样，并送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质量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对施工中出现质量问题的建设工程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应当负责返修。 

  第三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考核不

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五章 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三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担工程监

理业务。 

  禁止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工程监理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禁

止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 

  工程监理单位不得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第三十五条 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

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不得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 

  第三十六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代表

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第三十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进驻施工现场。 

  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

道工序的施工。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建设单位不拨付工程款，不进行竣工验收。 

  第三十八条 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对建设工程

实施监理。  

  第六章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 

  第三十九条 建设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 

  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在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质量保修书。质量保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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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当明确建设工程的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 

  第四十条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一）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

限； 

  （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５年； 

  （三）供热与供冷系统，为２个采暖期、供冷期； 

  （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２年。 

  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约定。 

  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四十一条 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建设工程在超过合理使用年限后需要继续使用的，产权所有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

勘察、设计单位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加固、维修等措施，重新界定使用期。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 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

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 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组织稽察特派员，对国家出资的重大建设项目

实施监督检查。 

  国务院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国家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实施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可以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

督机构具体实施。 

  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从事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考核。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实施质量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

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三）发现有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时，责令改正。 

  第四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１５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

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规定行为的，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五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

支持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五十一条 供水、供电、供气、公安消防等部门或者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购买其

指定的生产供应单位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五十二条 建设工程发生质量事故，有关单位应当在２４小时内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

门报告。对重大质量事故，事故发生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事故类别和等级向当地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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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调查程序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设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第八章 罚则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单位

或者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的，责令改正，处５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

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２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的； 

  （二）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 

  （三）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 

  （四）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五）建设项目必须实行工程监理而未实行工程监理的； 

  （六）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 

  （七）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八）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的。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

止施工，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

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 

  （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 

  （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的，责令改正，处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对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１倍以上２倍以下的

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

以没收。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

揽工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

１倍以上２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

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

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工程监理单位转让工程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１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 

  （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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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

备的，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

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或者

未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责令改正，处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处１０万

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５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

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 

  （二）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

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

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工的，

责令改正，处５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

构的，责令改正，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条 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期限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供水、供电、供气、公安消防等部门或者单位明示或者暗示建设单位或者

施工单位购买其指定的生产供应单位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责令改正。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因过错造成质

量事故的，责令停止执业１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５年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

终身不予注册。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四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

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

机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依照本条例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七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七条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因调动工作、退休等原因离开该单位后，

被发现在该单位工作期间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仍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七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肢解发包，是指建设单位将应当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设工程分解成若干部分

发包给不同的承包单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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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例所称违法分包，是指下列行为： 

  （一）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 

  （二）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

他单位完成的；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 

  （四）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 

  本条例所称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

程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承包的行为。 

  第七十九条 本条例规定的罚款和没收的违法所得，必须全部上缴国库。 

  第八十条 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不适用本条例。 

  第八十一条 军事建设工程的管理，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20）《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34 号 2004 年 08 月 23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3 号 2013 年 4 月 27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6 号 2018 年 12 月 29 日）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72.html   2004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3/content_2441016.htm   2013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901/t20190115_239188.html  2018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2004 

索 引 号：000013338/2004-00002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建设部生成日期：2004 年 08

月 23 日文件名称：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有 效 期：2004 年 08 月 23 日-2013

年 08 月 01 日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4 号主 题 词：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已于 2004 年 6 月 29 日经第 37 次部常务

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汪光焘 

  

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管理，根据《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和实施监督管

理的，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实施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文件，以下简称施工图）审查制度。  

  本办法所称施工图审查，是指建设主管部门认定的施工图审查机构（以下简称审查机构）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对施工图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的审查。  

  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规定审查机构的条件、施工图审查工作的管理办法，并对全国的施工图

审查工作实施指导、监督。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认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审查机构，对施工图审查工作实施监

督管理，并接受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施工图审查工作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并接受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确定的审查机构条件，并结合本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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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的建设规模，认定相应数量的审查机构。  

  审查机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法人。  

  第六条 审查机构按承接业务范围分两类，一类机构承接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业务范

围不受限制；二类机构可以承接二级及以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图审查。  

  第七条 一类审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 万元。  

  （二）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三）审查人员应当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 15 年以上所需专业勘察、设计工作经历；主持过不少于 5 项

一级以上建筑工程或者大型市政公用工程或者甲级工程勘察项目相应专业的勘察设计；已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

审查人员应当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

审查人员应当有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  

  （四）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结构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6 人，建筑、电气、暖通、给排水、勘

察等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从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的，所需专业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他必

须配套的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专门从事勘察文件审查的，勘察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6 人。  

  （五）审查人员原则上不得超过 65 岁，60 岁以上审查人员不超过该专业审查人员规定数的 1/2。  

  承担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除具备上述条件外，还应当具有主持过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或者 100

米以上建筑工程结构专业设计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3 人。  

  第八条 二类审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金不少于 50 万元；  

  （二）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三）审查人员应当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 10 年以上所需专业勘察、设计工作经历；主持过不少于 5 项

二级以上建筑工程或者中型以上市政公用工程或者乙级以上工程勘察项目相应专业的勘察设计；已实行执业注册制

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未实行执业注

册制度的，审查人员应当有工程师以上职称。  

  （四）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各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2 人；从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

的，所需专业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4 人，其他必须配套的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专门从事勘察文件审查的，勘

察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4 人。  

  （五）审查人员原则上不得超过 65 岁，60 岁以上审查人员不超过该专业审查人员规定数的 1/2。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送审查机构审查。  

  建设单位可以自主选择审查机构，但是审查机构不得与所审查项目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有隶属关系

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审查机构提供下列资料：  

  （一）作为勘察、设计依据的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及附件；  

  （二）全套施工图。  

  第十一条 审查机构应当对施工图审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二）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安全性；  

  （三）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是否按规定在施工图上加盖相应的图章和签字； 

  （四）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审查的内容。  

  第十二条 施工图审查原则上不超过下列时限：  

  （一）一级以上建筑工程、大型市政工程为 15 个工作日，二级及以下建筑工程、中型及以下市政工程为

10 个工作日。  

  （二）工程勘察文件，甲级项目为 7 个工作日，乙级及以下项目为 5 个工作日。  

  第十三条 审查机构对施工图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审查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审查合格书，并将经审查机构盖章的全套施工图交还建

设单位。审查合格书应当有各专业的审查人员签字，经法定代表人签发，并加盖审查机构公章。审查机构应当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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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将审查情况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二）审查不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将施工图退建设单位并书面说明不合格原因。同时，应当将审查中发

现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问题，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施工图退建设单位后，建设单位应当要求原勘察设计企业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施工图报原审查机构审

查。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审查合格的施工图。  

  确需修改的，凡涉及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内容的，建设单位应当将修改后的施工图送原审查机构审查。  

  第十五条 审查机构对施工图审查工作负责，承担审查责任。  

  施工图经审查合格后，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问题，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审查

机构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建设主管部门对审查机构、审查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审查人员依法作出处理或者处

罚。  

  第十六条 审查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施工图审查应当有经各专业审查人员签字的审查记录，

审查记录、审查合格书等有关资料应当归档保存。  

  第十七条 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审查人员，应当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

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培训，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 40 学时。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对施工图审查工作中违法、违规行为的检举、控

告和投诉。  

  第十九条 按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的，建设主管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审查机构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  

  （二）是否超出认定的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  

  （三）是否使用不符合条件的审查人员；  

  （四）是否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五）是否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  

  （六）施工图审查质量；  

  （七）审查人员的培训情况。  

  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要求被检查的审查机构提供有关施工图审查的文件和资料。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审查机构报告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注册执业人员

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依法进行处罚。  

  第二十二条 审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对审查机构的

认定：  

  （一）超出认定的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的；  

  （二）使用不符合条件审查人员的；  

  （三）未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四）未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的；  

  （五）未按规定的审查内容进行审查的。  

  第二十三条 审查机构出具虚假审查合格书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处 3 万元罚款，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对审查机构的认定；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二十四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审查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机

构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认定审查机构的，国务院建设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施工图审查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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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2013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 13 号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已经第 95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

发布，自 201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姜伟新      

                              2013 年 4 月 27 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管理，提高工程勘察设计质

量，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和实施监督管

理的，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实施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文件，以下简称施工图）审查制度。 

  本办法所称施工图审查，是指施工图审查机构（以下简称审查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施工图涉及

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的审查。施工图审查应当坚持先勘察、后设计的原则。 

  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的，不得使用。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监理等活动，以及实施

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应当以审查合格的施工图为依据。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的施工图审查工作实施指导、监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施工图审查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审查机构条件，结合

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规模，确定相应数量的审查机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审查机构是专门从事施工图审查业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法人。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查机构名录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审查机构按承接业务范围分两类，一类机构承接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业务范

围不受限制；二类机构可以承接中型及以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图审查。 

  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规模划分，按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一类审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二）审查人员应当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 15 年以上所需专业勘察、设计工作经历；主持过不少于 5 项

大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相应专业的设计或者甲级工程勘察项目相应专业的勘察；已实行执业注册制

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并在本审查机

构注册；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近 5 年内未因违反工程建设法律法规和

强制性标准受到行政处罚。 

  （三）在本审查机构专职工作的审查人员数量：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结构专业审查人员不少

于 7 人，建筑专业不少于 3 人，电气、暖通、给排水、勘察等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从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施工图审查的，所需专业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7 人，其他必须配套的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专门从事勘察文件

审查的，勘察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7 人。 

  承担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还应当具有主持过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或者 100 米以上建筑工程结构

专业设计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3 人。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246 页 共 3277 页 

  （四）60 岁以上审查人员不超过该专业审查人员规定数的 1/2。 

  （五）注册资金不少于 300 万元。 

  第八条 二类审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二）审查人员应当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 10 年以上所需专业勘察、设计工作经历；主持过不少于 5 项

中型以上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相应专业的设计或者乙级以上工程勘察项目相应专业的勘察；已实行执

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并在

本审查机构注册；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近 5 年内未因违反工程建设法

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受到行政处罚。 

  （三）在本审查机构专职工作的审查人员数量：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结构专业审查人员不少

于 3 人，建筑、电气、暖通、给排水、勘察等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从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的，

所需专业的审查人员不少于 4 人，其他必须配套的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 人；专门从事勘察文件审查的，勘察专

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4 人。 

  （四）60 岁以上审查人员不超过该专业审查人员规定数的 1/2。 

  （五）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 万元。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送审查机构审查，但审查机构不得与所审查项目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

业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送审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规定。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审查机构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施工图审查，不得压缩合理

审查周期、压低合理审查费用。 

  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审查机构提供下列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一）作为勘察、设计依据的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及附件； 

  （二）全套施工图； 

  （三）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 

  第十一条 审查机构应当对施工图审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二）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安全性； 

  （三）是否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对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项目，还应当审查是否符合绿色建筑标

准； 

  （四）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是否按规定在施工图上加盖相应的图章和签字；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审查的其他内容。 

  第十二条 施工图审查原则上不超过下列时限： 

  （一）大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为 15 个工作日，中型及以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为 10 个工作日。 

  （二）工程勘察文件，甲级项目为 7 个工作日，乙级及以下项目为 5 个工作日。 

  以上时限不包括施工图修改时间和审查机构的复审时间。 

  第十三条 审查机构对施工图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审查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审查合格书，并在全套施工图上加盖审查专用章。审查

合格书应当有各专业的审查人员签字，经法定代表人签发，并加盖审查机构公章。审查机构应当在出具审查合格书

后 5 个工作日内，将审查情况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二）审查不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将施工图退建设单位并出具审查意见告知书，说明不合格原因。同时，

应当将审查意见告知书及审查中发现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的问题，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施工图退建设单位后，建设单位应当要求原勘察设计企业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施工图送原审查机构复

审。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审查合格的施工图；确需修改的，凡涉及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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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建设单位应当将修改后的施工图送原审查机构审查。 

  第十五条 勘察设计企业应当依法进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并对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审查机构对施工图审查工作负责，承担审查责任。施工图经审查合格后，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的问题，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审查机构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六条 审查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施工图审查应当有经各专业审查人员签字的审查记录。

审查记录、审查合格书、审查意见告知书等有关资料应当归档保存。 

  第十七条 已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按规定参加执业注册继续教育。 

  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

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培训，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 40 学时。 

  第十八条 按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审查机构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 

  （二）是否超出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 

  （三）是否使用不符合条件的审查人员； 

  （四）是否按规定的内容进行审查； 

  （五）是否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六）是否按规定填写审查意见告知书； 

  （七）是否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 

  （八）是否建立健全审查机构内部管理制度； 

  （九）审查人员是否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要求被检查的审查机构提供有关施工图审

查的文件和资料，并将监督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 审查机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审查情况统计信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施工图审查情况进行统计，并将统计信息报上级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对施工图审查工作中违法、违规行为

的检举、控告和投诉。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审查机构报告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注册

执业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依法进行查处。 

  第二十三条 审查机构列入名录后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不再将其列入审查机构名录。 

  第二十四条 审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 3 万元罚款，并记入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不再将其列入审查机构名录： 

  （一）超出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的； 

  （二）使用不符合条件审查人员的； 

  （三）未按规定的内容进行审查的； 

  （四）未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五）未按规定填写审查意见告知书的； 

  （六）未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的； 

  （七）已出具审查合格书的施工图，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第二十五条 审查机构出具虚假审查合格书的，审查合格书无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处 3 万元罚款，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再将其列入审查机构名录。 

  审查人员在虚假审查合格书上签字的，终身不得再担任审查人员；对于已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的审查

人员，还应当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予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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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 

  第二十六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 3 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予以通报： 

  （一）压缩合理审查周期的； 

  （二）提供不真实送审资料的； 

  （三）对审查机构提出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要求的。 

  建设单位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还应当依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七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审查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机

构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并记入信用档案。 

  第二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未按照本办法规定确定审查机构的，国

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第二十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施工图审查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原建设部 2004 年 8 月 23 日发布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34 号）同时废止。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2018 

索 引 号：  000013338/2018-00609  主题信息：  其他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生成日期：  2018 年 12 月 29 日 

文件名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决

定  有 效 期：  2018 年 12 月 29 日生效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6 号  主 题 词：   

废改立情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决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

2018 年 12 月 13 日第 5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王蒙徽 

                          2018 年 12 月 29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决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决定对《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3 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主管部门

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审查机构条件，结合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规模，确定相应数量的审查机构，逐步推行以政府购买

服务方式开展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二、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审查机构应当对施工图审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二）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安全性； 

  （三）消防安全性； 

  （四）人防工程（不含人防指挥工程）防护安全性； 

  （五）是否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对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项目，还应当审查是否符合绿色建筑标

准； 

  （六）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是否按规定在施工图上加盖相应的图章和签字；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审查的其他内容”。 

  三、在第十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涉及消防安全性、人防工程（不含人防指挥工程）防护安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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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实施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并将监督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

修改，重新发布。 

 

 

8.3.21）《江西省行政执法责任制办法》(省府令第 124 号 2003 年 11 月 01 日） 

http://www.jxfazhi.gov.cn/fzjd/zfzd/201505/t20150519_1156402.htm  

江西省行政执法责任制办法  

（省政府令第 124 号）  

（2003 年 9 月 17 日江西省人民政府第 1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3 年 9 月 27 日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124 号

公布）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促进依法行政，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

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指行政机关（含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下同）依照法定的执法权

限和职责分工，将执法责任分解到所属执法机构，落实到每个执法岗位，并对其进行监督、考核和奖惩的工作制度。 

   第三条  本省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办法，建立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 

   第四条  行政机关建立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应当遵循职权法定、公开公正的原则，做到权责明确、执

法严明、有错必纠。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所属行政执法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 

   实行省以下垂直领导的行政执法部门领导下级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实行省以下垂直领导

的设区市、县（市、区）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还应当接受同级人民政府的指导和监督。 

   设区市以上人民政府所属行政执法部门对下级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的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法制机构）分别在本级人民

政府和本部门的领导下，负责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具体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本机关建立、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具体工作； 

    （二）指导、监督检查、考核下级机关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 

    （三）组织宣传、贯彻实施国家有关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规定和本办法； 

    （四）有关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其他工作职责。 

第七条  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是本机关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本机关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

承担领导责任。 

第八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本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明确各执法机构和

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职责，全面、准确地实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第九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法制宣传制度，做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宣传工作，提高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法制观念以及守法、用法的自觉性。 

    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关行政执法问题的咨询，应当及时、准确地给予解答。 

    第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行政执法人员法制培训制度，定期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培训。 

    行政执法人员必须经培训合格，才能取得行政执法资格。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的决定、命令、国家的方

针政策及本省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维护法制的统一；必须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加强调研和论证，增强规范性

文件的可操作性。 

    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报送有审查权的上一级机关备案。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应实行政务公开，将本机关的执法依据、执法权限、执法程序、举报电话等向社会公示，

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监督。 

    涉及行政许可的，应当公布办理的条件、程序、期限；涉及收费的，应当公布收费项目、标准和依据。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行为，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权

限和程序进行，不得超越或者滥用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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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应当规范行政许可行为，明确责任、完善监督，依法行使行政许可权。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及时的原则，减少环节、简化程序、提高效

率。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集中行政许可场所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在该场所内设立服务窗口统一

受理行政许可申请、送达行政许可决定；因特殊情况，不能进入该场所的，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应当确定本部

门的一个内设机构或者在本部门设立服务窗口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送达行政许可决定。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应当严格执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的规定，不得对行政执法机构和行政执法人员

规定罚款指标，不得将罚款数额与行政执法机构的经费或者行政执法人员的福利待遇挂钩，不得将法定职责转化为

有偿服务，不得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没收入。 

    第十七条  行政机关应当采取措施落实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行政赔偿制度，认真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和行

政赔偿案件，依法参加行政诉讼活动。 

    行政机关应当认真执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复议决定或者判决、裁定。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应当结合本机关的实际，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本机关行政执法人

员的执法过错责任及时调查、追究。 

    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行为规范： 

    （一）忠于国家，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忠于职守，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形象； 

    （三）倾听群众意见，维护群众利益，努力为人民服务； 

    （四）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五）公正廉洁，克己奉公； 

    （六）执行职务时举止端庄，仪表整洁，用语文明； 

    （七）自觉接受法律监督、社会监督及其他监督。 

    第二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散布有损政府声誉的言论，组织或者参与反对政府的活动； 

    （二）玩忽职守，贻误工作； 

    （三）对提出申诉、举报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打击报复； 

    （四）贪污、受贿或者利用职权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 

   （五）滥用职权，刁难群众，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六）泄露国家秘密，侵犯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七）参与、支持或者包庇违法行为； 

    （八）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九）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适时对所属行政执法部门建立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情况进行考核，

对下级人民政府建立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实行省以下垂直领导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适时对下一级行政执法部门建立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情况进

行考核。 

    行政机关应当每年对所属执法机构和行政执法人员履行行政执法工作职责情况进行一次考核。对行政执法

人员进行考核可以与公务员考核结合进行。 

    考核的具体方案由考核机关的法制机构拟定，报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实施。考核方案经批准后，还应当报

上一级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备案。 

    第二十二条  对行政执法部门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组织领导情况； 

    （二）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建设情况； 

   （三）行政执法责任的分解、落实情况； 

    （四）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情况； 

    （五）履行法定职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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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情况； 

    （七）考核机关确定的其他考核内容。对行政执法人员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素质、履行法定职责、廉

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 

    第二十三条  考核工作应当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简化程序，注重实效。 

    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可以采用下列方式进行： 

    （一）听取被考核部门建立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情况的汇报； 

    （二）查阅被考核部门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有关资料； 

    （三）抽查行政执法案卷； 

    （四）召开行政管理相对人座谈会，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 

   （五）对被考核部门负责人和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法律素质测评； 

   （六）考核机关确定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五条  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在考核机关对其进行考核之前，应当就本部门建立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情

况进行自评，并将自评结论报考核机关。 

    第二十六条  行政执法部门对考核机关组织的考核工作应当予以配合，认真听取意见，及时纠正存在的问

题。 

    第二十七条  考核机关对被考核部门进行考核后，应当作出优秀、合格或者不合格的结论。 

    考核结论由考核机关予以通报，并报上一级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备案。 

    第二十八条  对在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的行政执法部门，由考核机关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九条  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给予通报批评，并由上级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建

议有行政处分权的机关依法对第一责任人及有关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建立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的； 

    （二）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严重违法问题的； 

    （三）对严重违法行为查处不力的； 

    （四）社会各界反映其执法形象较差的； 

    （五）对考核工作或者上级的监督检查不予配合、弄虚作假的。 

    第三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有本办法第二十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机关给予批评教育、离岗培训的处理，

或者由行政执法证件核发机关收回其行政执法证件，取消其执法资格；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从事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或者监督检查工作的人员在考核、监督检查工作中徇私舞弊、弄虚

作假的，所在单位应当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8.3.22）《江西省标准化管理条例》(1997 年 10 月 23 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02 年 7 月 29 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一次修正 2010 年 9 月 17 日江西省第

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http://xxgkpt.gzkfq.gov.cn/n491/n2405/n2416/n2418/c304322/content.html   2002 

http://jxbz.org.cn/show.aspx?id=198   2010 

 

《江西省标准化管理条例》 2002 

江西省标准化管理条例 

 （1997 年 10 月 23 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1997 年 10 月 28 日江西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4 号公告公布，根据 2002 年 7 月 29 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西省标准化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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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加强标准化工作，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发展对外贸易，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保护国家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实施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标准的制定、实施以及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

与标准化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标准化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对标准化工作的领导，采取

切实措施，鼓励企业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对在标准化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

奖励。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标准化工作。其他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分工管理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 

第二章 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的制定 

  第五条 制定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所涉及的强制性标准的要求，有利于保

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和保护环境，有利于推广科学技术成

果，有利于产品的通用互换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第六条 对下列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本省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的，应当制定本省地方标

准： 

  （一）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以及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要求； 

  （二）能源、资源、信息开发利用的技术要求以及交通运输的安全、卫生要求； 

  （三）环境质量要求和污染物排放要求； 

  （四）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卫生要求； 

  （五）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下同）产品（包括种子、种苗、种畜、种禽）的品种、规格、质量

要求以及生产技术、管理技术要求： 

  （六）本省需要控制的与人身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重要工业产品的技术、维修要求； 

  （七）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制定地方标准的其他要求。地方标准的具体项目由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

门确定。 

  第七条 地方标准由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编制计划，组织草拟，统一审批、编号和发布。法律、

行政法规对地方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地方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下列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 

  （一）产品生产、储运和使用中的安全、卫生标准； 

  （二）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三）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卫生标准； 

  （四）本省需要控制的与人身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重要产品标准； 

  （五）农业种子、种苗、种畜、种禽标准；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强制执行的地方标准。强制性标准以外的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第九条 地方标准应当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地方标准在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实施后，即行废止。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条 产品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生产企业应当制定本企业的产品标准，作为组织

生产和经销活动的依据。 

  产品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鼓励企业根据市场以及为提高产品质量和促进技术进步的

需要，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产品标准，在企业内部使用。 

  第十一条 鼓励企业对其产品采用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不采用推荐性标准的，产品生

产者应当制定企业产品标准。企业产品标准的主要性能指标或者技术指标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要求的，企业应当在产品标识或者使用说明书中明示。 

  第十二条 制定地方标准、企业产品标准，应当发挥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和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的作用。 

  地方标准、企业产品标准的制定部门或者单位在标准发布前必须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对标准进行审查。 

  企业产品标准的编写格式、结构以及代号、编号等应当符合国家关于产品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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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企业应当在制定的产品标准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持标准文本及有关材料，经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行业管理部门签署同意后，报同级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注册。 

  备案注册后发现企业产品标准有违反强制性标准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实施，并限

期改正。 

  第十四条 地方标准和企业产品标准的制定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需要适时对标准进

行复审，复审周期不得超过 3 年。复审后，应当及时向受理备案部门报告复审结果。对于复审后需要修订的标准，

在修订后应当重新备案。 

第三章 标准的实施 

  第十五条 从事科研、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应当执行强制性标准而

未达到强制性标准要求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 

  第十六条 企业必须按产品所执行的标准组织生产、检验。 

  企业应当在产品或者其说明书、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的标准代号、编号。 

  企业生产、销售的产品，其标签标识应当符合有关强制性标准规定。 

  第十七条 企业研制新产品、改进产品、进行技术改造、引进技术和设备，应当进行标准化审查，符合标

准化要求。 

  第十八条 企业根据自愿原则可以向省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申请农产品

质量认证。经认证合格的，由认证机构领发农产品质量认证证书，准许企业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使用农产品质量

认证标志。 

  第十九条 企业生产国家强制管理认证产品的，其产品质量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认证标准要求，并取得相

应的认证证书。 

  第二十条 各单位在公共场所及公用设施中所设置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必须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对企业生产的产品所执行的标准实行登记管

理理制度。 

  企业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将产品所执行的标准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登记。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登记之日起 15 日内对申请登记的产品标准的合法性进行审

定，合法的，颁发《企业产品执行标准证书》，作为企业组织生产的依据。 

  企业产品所执行标准发生变化时，应当向发证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对不再生产的产品应当及时向发证部门

申报，经发证部门核查后予以注销。 

*注：本条中关于“产品执行标准登记”的行政许可项目已被《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停止执行

江西省地方性法规中若干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发布日期：2004 年 7 月 30 日 实施日期：2004 年 7 月 30 日）停

止执行。 

  第二十二条 《企业产品执行标准证书》由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和组织发放。 

  第二十三条 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

全及消费者普遍反映有突出问题的商品，应当及时报告上级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并经省质量技术

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同意，组织进行标准化审查。 

  第二十四条 企业按照国际标准或者国外先进标准组织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可以在其产品

或者该产品的说明书、包装物上印制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报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实施标准化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进入有关制定、实施标准活动的场所检查； 

  （二）查阅、复制有关制定、实施标准的文件和资料； 

  （三）对违法标签标识、包装物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依法采取登记保存措施； 

  （四）制止销售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六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生产、经销企业和有关管理机构中聘任标准实施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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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实施监督员受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在本行业、本部门、本企业中对标准草案进行审查，检查各类标

准的贯彻实施情况，参与标准实施监督检查后的处理工作。 

  第二十七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设置的检验机构或者受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检验

机构，负责对产品是否符合标准进行检验。 

  第二十八条 质量技木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实施标准化执法监督检查时，应当向被检查者出示有

效的行政执法证件；不出示证件的，被检查者有权拒绝。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不得泄漏被检查者正当的商业秘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生产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七条规定产品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通报批评或者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

分。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无标准产品，或者企业产品标准的主要性能指标或者技术指标低

于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要求，并且未在产品标识或者使用说明中明示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产品标识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并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

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 50％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销售属国家强制管理认证而未取得认证证书的产品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销售，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并可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以 3000 元

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 500 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逾期不改正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

管部门处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 

  （一）生产产品所执行的标准不依法申请登记的； 

  （二）生产产品所执行的标准发生变化时不依法申请变更登记的。 

  第三十六条 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的产品不符合采用标准而出厂销售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依照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提起行政诉

讼。 

  第三十八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询私舞弊、滥

用职权、索贿受贿，或者泄偏被检查者正当的商业秘密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

处分；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1980 年 11 月 4 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江西省标准化管理试

行办法》同时废止。 

发布部门：江西省人大（含常委会） 发布日期：2002 年 07 月 29 日 实施日期：1998 年 01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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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 10 月 23 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02 年 7 月 29 日江西省第

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一次修正 2010 年 9 月 17 日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标准化工作，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发展对外贸易，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保护国家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实施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标准的制定、实施以及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

与标准化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标准化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对标准化工作的领导，采取

切实措施，鼓励企业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对在标准化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

奖励。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标准化工作。其他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分工管理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  

第二章 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的制定  

   第五条 制定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所涉及的强制性标准的要求，有利于保

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和保护环境，有利于推广科学技术成

果，有利于产品的通用互换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第六条 对下列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本省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的，应当制定本省地方标

准：   (一)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以及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要求；   (二)能源、资源、

信息开发利用的技术要求以及交通运输的安全、卫生要求；   (三)环境质量要求和污染物排放要求；   (四)

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卫生要求；   (五)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下同)产品(包括种子、种苗、种畜、种

禽)的品种、规格、质量要求以及生产技术、管理技术要求；   (六)本省需要控制的与人身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

重要工业产品的技术、维修要求；   (七)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制定地方标准的其他要求。   地方标准的具体

项目由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七条 地方标准由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编制计划，组织草拟，统一审批、编号和发布。法律、

行政法规对地方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地方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下列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   (一)产品生产、储运和

使用中的安全、卫生标准；   (二)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三)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卫生标

准；   (四)本省需要控制的与人身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重要产品标准；   (五)农业种子、种苗、种畜、种禽标

准；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强制执行的地方标准。   强制性标准以外的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第九条 地方标准应当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地方标准在相

应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实施后，即行废止。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条 产品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生产企业应当制定本企业的产品标准，作为组织

生产和经销活动的依据。   产品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鼓励企业根据市场以及为提高产品

质量和促进技术进步的需要，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产品标准，在企业内部使用。     

   第十一条 鼓励企业对其产品采用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不采用推荐性标准的，产品生

产者应当制定企业产品标准。企业产品标准的主要性能指标或者技术指标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要求的，企业应当在产品标识或者使用说明书中明示。     

   第十二条 制定地方标准、企业产品标准，应当发挥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和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的作用。   

地方标准、企业产品标准的制定部门或者单位在标准发布前必须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对标准进行审查。   企业产

品标准的编写格式、结构以及代号、编号等应当符合国家关于产品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     

   第十三条 企业应当在制定的产品标准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标准文本及有关材料，经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行业管理部门签署同意后，报同级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注册。   备案注册后发现企业产品标

准有违反强制性标准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实施，并限期改正。     

   第十四条 地方标准和企业产品标准的制定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需要适时对标准进行

复审，复审周期不得超过三年。复审后，应当及时向受理备案部门报告复审结果。对于复审后需要修订的标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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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应当重新备案。  

第三章 标准的实施  

  第十五条 从事科研、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应当执行强制性标准而

未达到强制性标准要求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     

   第十六条 企业必须按产品所执行的标准组织生产、检验。   企业应当在产品或者其说明书、包装物上

标注所执行的标准代号、编号。   企业生产、销售的产品，其标签标识应当符合有关强制性标准规定。     

   第十七条 企业研制新产品、改进产品、进行技术改造、引进技术和设备，应当进行标准化审查，符合标

准化要求。     

   第十八条 企业根据自愿原则可以向省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申请农产品质

量认证。经认证合格的，由认证机构颁发农产品质量认证证书，准许企业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使用农产品质量认

证标志。     

   第十九条 企业生产国家强制管理认证产品的，其产品质量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认证标准要求，并取得相

应的认证证书。     

   第二十条 各单位在公共场所及公用设施中所设置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必须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

及消费者普遍反映有突出问题的商品，应当及时报告上级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并经省质量技术监

督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同意，组织进行标准化审查。     

   第二十二条 企业按照国际标准或者国外先进标准组织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可以在其产品

或者该产品的说明书、包装物上印制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报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实施标准化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

进入有关制定、实施标准活动的场所检查；   (二)查阅、复制有关制定、实施标准的文件和资料；   (三)对违

法标签标识、包装物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依法采取登记保存措施；   (四)制止销售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

产品；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四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生产、经销企业和有关管理机构中聘任标准实施监督员。

标准实施监督员受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在本行业、本部门、本企业中对标准草案进行审查，检查各类标

准的贯彻实施情况，参与标准实施监督检查后的处理工作。     

   第二十五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设置的检验机构或者受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检验机

构，负责对产品是否符合标准进行检验。     

   第二十六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实施标准化执法监督检查时，应当向被检查者出示有

效的行政执法证件；不出示证件的，被检查者有权拒绝。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的监督检查人员不得泄漏被检查者正当的商业秘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生产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七条规定产品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通报批评或者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

分。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无标准产品，或者企业产品标准的主要性能指标或者技术指标

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要求，并且未在产品标识或者使用说明中明示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产品标识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生

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销售属国家强制管理认证而未取得认证证书的产品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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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销售，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并可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以三千元以

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逾期不改正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

管部门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生产产品所执行的标准不依法申请登记的；   (二)生产产品所

执行的标准发生变化时不依法申请变更登记的。     

   第三十四条 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的产品不符合采用标准而出厂销售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依照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提起行政诉

讼。     

   第三十六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

用职权、索贿受贿，或者泄漏被检查者正当的商业秘密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

处分；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1980 年 11 月 4 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江西省标准化管理

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8.3.23）《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1995 年 10 月 1 日,2010 年 9 月 17 日江西省第

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http://www.pkulaw.cn:83/fulltext_form.aspx?Db=lar&Gid=0e049bc96e4a6fa0c71599a57781c19abdfb 1996 

http://www.jxrd.gov.cn/system/2009/02/12/011023644.shtml   2010 

http://xxgk.ganzhou.gov.cn/c100475gq/2018-02/28/content_9ac34cecea7b4e33b7950f2b18bbbdd4.shtml  2010 

(1995 年 8 月 30 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6 年 12 月 20 日江西省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一次修正 2010 年 9 月 17 日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第二次修正)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监督工作制度 

  第三章法律责任 

  第四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和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

本省实际，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上级人民政府及其行政执法部门对下级人民政府

及其行政执法 

  部门，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必须遵守本条例。 

  行政监察机关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条例所称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以及经合法授权或者委托的其他组织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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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所进行的行 

  政管理活动。 

  第三条本条例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 

  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实行政府和部门行政首长负责制。 

  第四条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包括下列内容：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二)行政执法主体和程序的合法性； 

  (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四)行政执法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情况； 

  (五)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情况； 

  (六)违法行政行为的查处情况； 

  (七)行政复议情况； 

  (八)其他需要监督的事项。 

  第五条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计划、措施和工作制度； 

  (二)受理行政复议； 

  (三)受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 

  (四)审查行政执法主体资格； 

  (五)协调行政执法争议； 

  (六)审查重大的具体行政行为； 

  (七)培训行政执法工作人员； 

  (八)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监督文书档案。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应当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行政执法监督

工作情况。 

  第二章监督工作制度 

  第七条对行政机关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实行备案审查制度。行政规章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备案。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报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制

定的行政规范 

  性文件应当报送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两个以上行政执法部门共同制定的行政

规范性文件，应 

  当由主办部门报送备案。报送备案时间均应在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内。 

  需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范围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八条备案机关经审查发现行政规范性文件有下列问题之一的，应当作出撤销或者限期修改决定： 

  (一)违背宪法原则，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 

  (二)无法律、法规依据，擅自设置强制措施、许可证制度、审批权、罚款、收费、集资等项目的； 

  (三)不符合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 

  第九条对行政机关委托行政执法实行备案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委托行政执法的，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行政执法部门委托行政执法的，应当报

同级人民政府 

  备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备案机关应当对委托行政执法行为进行认真审查，对违法的委托，有权予以撤销或者责令改正。 

  第十条行政机关委托行政执法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明确委托的事项、权限和期限，对被委托组织的行政执

法活动进行指 

  导和监督，并承担法律责任。 

  被委托的组织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条件。 

  第十一条实行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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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颁布后的三个月内，负责实施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将实施方案、

步骤及有关措 

  施书面报送同级人民政府，并在每年第一季度，将上年执行情况书面报告同级人民政府。 

  第十二条建立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检查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状况，制定行政执法年度检查计划，确定执法检查重点，

组织或者督促 

  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执法。 

  执法检查内容包括： 

  (一)法律、法规及规章执行过程中的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行政执法工作程序及制度的建立情况； 

  (三)行政执法文书档案建立情况； 

  (四)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况； 

  (五)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标准的执行及财务管理情况； 

  (六)罚没款及罚没财物的管理和处置情况； 

  (七)其他需要检查的事项。 

  省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部门根据需要自行组织的行政执法检查，适用前款规定，检查情况应当报告省人民

政府。 

  第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罚或者有关资源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应当在作出之日起十五日

内将处理决定 

  和结案报告报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行政执法部门作出的下列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在作出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处理决定和结案报告送同级人民政

府和上一级行 

  政执法部门备案： 

  (一)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的罚款达到可以依法要求听证的数额或者没收相当于该数额财物的； 

  (二)吊销证照或者责令停产停业的； 

  (三)责令拆除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建筑物、构筑物的； 

  (四)其他重大具体行政行为。 

  备案机关经审查发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责令纠正或者撤销的决定。 

  第十四条上级公安机关对下级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拘留、劳动教养或者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具体行政行为

进行定期抽查 

  ，发现违法的，应当作出责令纠正或者撤销的决定。 

  第十五条建立行政执法督办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发现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上级人民政府及其行政执法部门发现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行

政执法部门不 

  履行或者拒绝履行其法定职责的，应当发出《督办通知书》，责令其限期履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举报、控告的违法行政行为，以及行政执法监督中发现的违法

行政行为，应 

  当及时组织查处或者责成有关部门查处。 

  第十六条建立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制度。两个以上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共同

的上一级行政 

  机关协调决定： 

  (一)对行政执法权限有争议的； 

  (二)对同一案件的处理意见不一致的； 

  (三)行政执法部门提出的其他需要协调的行政执法争议。 

  第十七条实行持证执法制度。 

  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国家规定统一着装的，应当着装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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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执法证件式样由省人民政府统一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执法证件的管理，建立管理档案。 

  第十八条建立行政执法监督员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行政执法监督工作需要，聘请行政执法监督员。 

  行政执法监督员可以对行政执法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查询；发现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问题应当及时向有

关国家机关反 

  映；受有关国家机关委托，对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题调查。 

  第十九条行政执法监督员应当忠于职守，作风正派，办事公正，熟悉法律、法规和行政执法业务。 

  第二十条进行行政执法监督，应当出示行政执法监督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支持和配合，如实反

映情况，提供 

  材料，不得拒绝和阻挠。 

  行政执法监督证件式样由省人民政府统一规定。 

  第三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行政执法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

以通报批评； 

  情节严重的，对其主要负责人依照行政监察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越权执法，经督办不改的； 

  (二)不按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和要求报送备案或者报告行政执法情况的； 

  (三)妨碍行政执法监督员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的； 

  (四)其他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停

止上岗执法； 

  违反行政监察规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滥施处罚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严重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三)阻碍行政执法监督的； 

  (四)对控告、检举、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打击报复的； 

  (五)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徇私枉法、索贿受贿，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的； 

  (六)有其他违法失职行为，经督查不改的。 

  第四章附则 

  第二十三条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本条例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8.3.2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 号 2005 年 07 月 09 日）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5/content_64332.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 

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 〔2005〕3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行政执法责任制是规范和监督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制度。为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

施纲要》（国发〔2004〕10 号，以下简称《纲要》）有关规定，推动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

的行政执法体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有关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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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对推行

行政执法责任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1999〕23 号）和《纲要》就有关

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多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积极探索实行行政执法

责任制，在加强行政执法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有的地区和部门负责同志认识不到位，对这项工作不够重视；行政执法责任制不够健全，程序不够完善，评议考核

机制不够科学，责任追究比较难落实，与相关制度不够衔接；组织实施缺乏必要的保障等。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

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 

   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大量的经常性的活动，直接面向社会和公众，行政执法水平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政

府的形象。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就是要强化执法责任，明确执法程序和执法标准，进一步规范和监督行政执法活

动，提高行政执法水平，确保依法行政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设法治政府，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

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重要意义，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 

   二、依法界定执法职责 

   （一）梳理执法依据。 

   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首先要梳理清楚行政机关所执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国务院部门“三定”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好梳理执法依据的工作，对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部门（包括法律法规授予行

政执法权的组织）执行的执法依据分类排序、列明目录，做到分类清晰、编排科学。要注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法律规范相衔接。下级人民政府梳理所属部门的

执法依据时，要注意与上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执法依据相衔接，避免遗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执法依

据制定、修改和废止情况，及时调整所属各有关部门的执法依据，协调解决梳理执法依据中的问题。梳理完毕的执

法依据，除下发相关执法部门外，要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二）分解执法职权。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部门要按照本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根据执法机构和执

法岗位的配置，将其法定职权分解到具体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有关部门不得擅自增加或者扩大本部门的行政执法

权限。 

   分解行政执法部门内部不同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的职权要科学合理，既要避免平行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的

职权交叉、重复，又要有利于促进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不同层级的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之间的职权要相互衔接，

做到执法流程清楚、要求具体、期限明确。对各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要结合其任职岗位的具体职权进行上岗

培训；经考试考核合格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方可按照有关规定发放行政执法证件。 

   （三）确定执法责任。 

   执法依据赋予行政执法部门的每一项行政执法职权，既是法定权力，也是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行政执法

部门任何违反法定义务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行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要根据有权必有责的要求，在分解

执法职权的基础上，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的具体执法责任。要根据行政执法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违

反法定义务的不同情形，依法确定其应当承担责任的种类和内容。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适当形式明确所属行政执法部门的具体执法责任，行政执法部门应当采取适当

形式明确各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的具体执法责任。 

   国务院实行垂直管理和中央与地方双重管理的部门也要根据上述规定，做好依法界定执法职责的工作。 

   三、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机制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是评价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检验行政执法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正确行使执法职权和

全面履行法定义务的重要机制，是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重要环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相关机制，认

真做好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工作。 

   （一）评议考核的基本要求。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应当严格遵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在评议考核中，要公正对待、客观评价行政执法

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评议考核的标准、过程和结果要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二）评议考核的主体。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对所属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进行评议考核，同时要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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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考核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国务院实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执法部门，由上级部门进行评议考核，并充分听取地方人民

政府的评议意见。实行双重管理的部门按照管理职责分工分别由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评议考核。各行政执法

部门对所属行政执法机构和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工作进行评议考核。 

   （三）评议考核的内容。 

   评议考核的主要内容是行政执法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行使行政执法职权和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况，包括行政

执法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规定，行政执法行为是否符合执法权限，适用执法依据是否规范，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行政执法决定的内容是否合法、适当，行政执法决定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结果，案卷质量情况等。评议考核主体

要结合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制定评议考核方案，明确评议考核的具体标准。 

   （四）评议考核的方法。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可以采取组织考评、个人自我考评、互查互评相结合的方法，做到日常评议考核与年度

评议考核的有机衔接。要高度重视通过案卷评查考核行政执法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质量。要积极探索新的评

议考核方法，利用现代信息管理手段，提高评议考核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在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中，要将行政执法部门内部评议与外部评议相结合。对行政执法部门或者行政执法人

员进行评议，必须认真听取相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外部评议情况要作为最终考核意见的重要根据。外部评议

可以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执法评议卡、设立公众意见箱、开通执法评议专线电话、聘请监督评议员、举行民意测

验等方式进行。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原则上采取百分制的形式，考核的分值要在本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情况考核中占

有适当比重。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与对行政执法部门的目标考核、岗位责任制考核等结合起来，

避免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重复评议考核。 

   四、认真落实行政执法责任 

   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关键是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对有违法或者不当行政执法行为的行政执法部门，可

以根据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或者影响的恶劣程度等具体情况，给予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的资格等处

理；对有关行政执法人员，可以根据年度考核情况，或者根据过错形式、危害大小、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离

岗培训、调离执法岗位、取消执法资格等处理。 

   对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行为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被认定违法和变更、撤销等比例较高的，对外部

评议中群众满意程度较低或者对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消极应付、弄虚作假的，可以责令行政执法部门限期整改；情

节严重的，可以给予通报批评或者取消评比先进的资格。 

   除依照本意见对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处理外，对实施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依法

依纪应采取组织处理措施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办理；依法依纪应当追究政纪责任的，由任免机关、监

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在对责任人作出处理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保

障其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确保不枉不纵。对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责任，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监察机关依法予以

追究；对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的行政执法责任，由上级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法予以追究；对实行双重管理的部门的

行政执法责任，按有关管理职责规定予以追究。同时，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奖励机制，对行政执法绩效突出的行政

执法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予以表彰，调动行政执法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提高行政执法质量和水平的积极性，形成有

利于推动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的良好环境。 

   五、加强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组织领导 

   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关系各级政府所属各行政执法部门和每个行政执法人员，工作环节多，涉及面广，

专业性强，工作量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实行垂直管理、双重管理的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

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认真做好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组织协调、跟踪检查、督

促落实工作。要注意总结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经验，认真研究工作中的问题。国务院

其他部门要加强对本系统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的指导。要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的行政执法

部门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由省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予以规定。有立法权的地方的人民政府，可以

按照规定程序适时制定有关地方政府规章；没有立法权的可以根据需要制定有关规范性文件。要通过各层次的配套

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综合行政执法试点的地区，要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263 页 共 3277 页 

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编办关于清理整顿行政执法队伍实行综合行政执

法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2〕56 号）的要求，结合本意见的规定，切实做好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工

作。 

   在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过程中，涉及行政执法主体、职权细化、确定行政执法责任等问题，按照《纲要》

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04〕24 号）的规定，应当由

机构编制部门为主进行指导和协调的，由机构编制部门牵头办理。 

   法制办、中央编办、监察部、人事部等部门要根据《纲要》和国办发〔2004〕24 号文件规定，加强对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工作的指导和督促检查，确保顺利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落实本意见的要求，在 2006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相关工作。有关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要及时报告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         

二○○五年七月九日    

 

 

8.3.25）《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 号  2004 年`04 月 20 日） 

http://www.gov.cn/ztzl/yfxz/content_374160.htm  

http://www.mlr.gov.cn/zwgk/flfg/gtzybl/200506/t20050607_68187.htm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规定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

要任务和措施，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政策文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部门都要从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充分认识《纲要》的重大意义，切实抓紧做好《纲要》的贯彻执行工作。一是认真学习、

大力宣传《纲要》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二是认真组织制订落实《纲要》的具体办法和配套措施，确定不同阶段

的重点，做到五年有规划、年度有安排，确保《纲要》得到全面正确执行。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部门的主要

负责同志要加强领导，切实担负起贯彻执行《纲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一级抓一级，逐级抓

落实。四是加强对贯彻执行《纲要》的监督检查，对贯彻执行不力的，要严肃纪律，追究责任。五是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和各部门的法制机构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做好综合协调、督促指导、政策研究和情况交流工作，

为本级政府和本部门贯彻执行《纲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的作用。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部门要及时总结贯彻执行《纲要》、推进依法行政的经验、做法，贯彻执行中的有关

情况和问题要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为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执政为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

设法治政府，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实施纲要。 

    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了

显著成绩。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 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其载入

宪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也取得了明显进展。1999 年 11 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1999〕23 号），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加强制度建设，严格行政执法，强化行政执

法监督，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及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相比，依法行政还存在不少差距，主要是：行政管理体制

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适应，依法行政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制度建设反映客观规律不够，难以全面、

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行政决策程序和机制不够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反映

比较强烈；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一些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者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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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得不到及时救济；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还比较淡薄，依法行

政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形象，妨碍了经济社会的

全面发展。解决这些问题，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必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

政府。 

    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2．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执政为民，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提高行

政管理效能，降低管理成本，创新管理方式，增强管理透明度，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目标。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

的目标： 

    --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比较明确。行为规范、运转协

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基

本建立。 

    --提出法律议案、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

限和程序，充分反映客观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

制度保障。 

    --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经济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护。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明显

增强。 

    --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形成，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政府提

供的信息全面、准确、及时，制定的政策、发布的决定相对稳定，行政管理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

诚信。 

    --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基本形成，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 

    --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权力主体利益彻底脱钩。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基本完善，政府的层级监

督和专门监督明显加强，行政监督效能显著提高。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观念明显提高，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

基本形成；依法行政的能力明显增强，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能够依法妥善处理各种社会

矛盾。 

    三、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 

    4．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把

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必须把发展作

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把依

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与深化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开拓创新与循序渐进的统一，既要体现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又要有

计划、有步骤地分类推进；必须把坚持依法行政与提高行政效率统一起来，做到既严格依法办事，又积极履行职责。 

    5．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合法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合理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

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程序正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

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

权、参与权和救济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265 页 共 3277 页 

    --高效便民。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

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诚实守信。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

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

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 

    --权责统一。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管理职责，要由法律、法规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手段。

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依法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

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四、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6．依法界定和规范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实行政

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能分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另有规定

的外，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要加强对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的引导和规范。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经济发

展的需要，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保证市场监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打破部

门保护、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

的方式，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

监管职能的同时，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

风险的能力，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不受侵犯；完善劳动、就

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简化公共服务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逐步建立统一、

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 

    7．合理划分和依法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核定人员编制，实现政府职

责、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加强政府对所属部门职能争议的协调。 

    8．完善依法行政的财政保障机制。完善集中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逐步实现规范的部门预算，统筹安排和

规范使用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府非税收入；完善和规范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工资和津补贴制度，逐步解决同一地区不同行政机关相同职级工作人员收入差距较大的矛盾；行政机关不得

设立任何形式的“小金库”；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必须全部上缴财政，严禁

以各种形式返还；行政经费统一由财政纳入预算予以保障，并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9．改革行政管理方式。要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减少行政许可项目，规范行政许可行为，改革行政许

可方式。要充分运用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实施管理；充分发挥行政规划、

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推进政府上网工程的建设和运用，扩大政府网上办公的范

围；政府部门之间应当尽快做到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提高政府办事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创新管理方式，方便人

民群众。 

    10．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外，行政机关应当公

开政府信息。对公开的政府信息，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应当为公众查阅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五、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11．健全行政决策机制。科学、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决策权，完善政府内部决策规则。建

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12．完善行政决策程序。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要公开，公众有权查阅。涉及全国或

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社

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

式广泛听取意见。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 

    13．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机关应当确定机构和人员，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

踪与反馈，并适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要加强对决策活动的监督，完善行政决策的监督制度和机制，明确监督主

体、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 

    六、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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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提出法律议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

设，重在提高质量。要遵循并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密结合改革发

展稳定的重大决策，体现、推动和保障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

展，提供法律保障；要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进行。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内容要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切实解决问题；内在逻辑要严密，语言要规范、简洁、准确。 

    15．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科学合理制定政府立法工作计划。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立法

工作，统筹考虑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内和对外开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继续加强有关经济

调节、市场监管方面的立法的同时，更加重视有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要把握立法规律和立法时机，

正确处理好政府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做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统一，立法进程与改革进程相适应。 

    16．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

三结合，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起草法律、法规、规章和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草案，要采取多种

形式广泛听取意见。重大或者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草案，要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或者向社会公布草案

等方式向社会听取意见，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积极探索建立对听取和采纳意见

情况的说明制度。行政法规、规章和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通过后，应当在政府公报、普遍发行的报刊和

政府网站上公布。政府公报应当便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 

    17．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

还要研究其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 

    18．建立和完善行政法规、规章修改、废止的工作制度和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定期清理制度。要适应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适时对现行行政法规、规章进行修改或者废止，切实

解决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规章、规范性文件施行后，制定机关、实施机关应当定期对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实施机关应当将评估意见报告制定机关；制定机关要定期对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七、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快行政程序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19．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继续开

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

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要完善

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20．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作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的行政决定

之前，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作出行政决定后，应当告知行政管理

相对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对重大事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依法要求听证

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应当在行政决定中说明理由。要切实解决行政机关违法

行使权力侵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21．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行政机关应当建立有关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的案卷。

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关监督检查记录、证据材料、执法文书应当立卷归档。 

    22．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

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的合法委托，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要清理、确认并向社会公告行政执法主体；实

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23．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依法界定执法职责，科学设定执法岗位，规范执法程序。要建立公开、公平、公

正的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或者错案责任追究制，评议考核应当听取公众的意见。要积极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

奖惩办法。 

    八、积极探索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24．积极探索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路子。要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对

矛盾纠纷要依法妥善解决。对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调处的民事纠纷，行政机关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及时予以处理。要积极探索解决民事纠纷的新机制。 

    25．充分发挥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对民事纠纷，经行政机关调解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制作

调解书；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利和渠道。要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积极支持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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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人民调解工作。 

    26．切实解决人民群众通过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要完善信访制度，及时办理信访事项，切实保障信访人、

举报人的权利和人身安全。任何行政机关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或者借口压制、限制人民群众信访和举报，不得打

击报复信访和举报人员，不得将信访、举报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送给被举报人。对可以通过复议、诉讼等法

律程序解决的信访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告知信访人、举报人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权利，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

途径解决。 

    九、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 

    27．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向其报

告工作、接受质询，依法向有关人大常委会备案行政法规、规章；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其对政府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 

    28．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实施的监督。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应

当积极出庭应诉、答辩。对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的行政判决和裁定，行政机关应当自觉履行。 

    29．加强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应当依法报送备案。对报送备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依法严格审查，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提出异议的，制定机关或者实施机关应当依法及时研究处理。 

    30．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加强行政复议工作。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必须依法受理；审理行政

复议案件，要重依据、重证据、重程序，公正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坚决纠正违法、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要完善行政复议工作制度，积极探索提高行政复议工作质量的新方式、新举措。对事

实清楚、争议不大的行政复议案件，要探索建立简易程序解决行政争议。加强行政复议机构的队伍建设，提高行政

复议工作人员的素质。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对依法应当受理而不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应当撤销、变更或者

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不撤销、变更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以及违反行

政复议法的其他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1．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要按照国家赔偿法实施行政赔偿。严格执行《国家赔偿费用管理

办法》关于赔偿费用核拨的规定，依法从财政支取赔偿费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得赔偿。要探索在

行政赔偿程序中引入听证、协商和和解制度。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 

    32．创新层级监督新机制，强化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上级行政机关要建立健全经常性的监

督制度，探索层级监督的新方式，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 

    33．加强专门监督。各级行政机关要积极配合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工作，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专

门监督机关的监督决定。拒不履行监督决定的，要依法追究有关机关和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监察、审计等专门监

督机关要切实履行职责，依法独立开展专门监督。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要与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及时通报情

况，形成监督合力。 

    34．强化社会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要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实施监督的权

利，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机制，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监督创造条件。要完善群众举报违法行为的制度。

要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对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认真调查、核实，并依法及时作出处理。 

    十、不断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 

    35．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和掌握宪法、

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把依法行政贯穿于行政管理

的各个环节，列入各级人民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内容。要实行领导干部的学法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对领导干

部进行依法行政知识培训。积极探索对领导干部任职前实行法律知识考试的制度。 

    36．建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强化依法行政知识培训。要采取自学

与集中培训相结合、以自学为主的方式，组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习通用法律知识以及与本职工作有关的专门法律

知识。 

    37．建立和完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情况考核制度。要把依法行政情况作为考核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

重要内容，完善考核制度，制定具体的措施和办法。 

    38．积极营造全社会尊法守法、依法维权的良好环境。要采取各种形式，加强普法和法制宣传，增强全社会

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观念和意识，积极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逐步形成与建设法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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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适应的良好社会氛围。 

    十一、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切实加强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 

    39．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充分认识全面

推进依法行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真正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运作的基本准则。各地方、各部门的行政首长作为本地

方、本部门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加强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 

    40．明确责任，严肃纪律。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结合本地方、本部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制定

落实本纲要的具体办法和配套措施，确定不同阶段的重点，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依法行政，做到五年有规划、年

度有安排，将本纲要的规定落到实处。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贯彻本纲要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贯彻

落实本纲要不力的，要严肃纪律，予以通报，并追究有关人员相应的责任。 

    41．定期报告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情况。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

报告推进依法行政的情况；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要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的

情况。 

    42．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充分发挥政府法制机构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作用。全

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涉及面广、难度大、要求高，需要一支政治强、作风硬、业务精的政府法制工作

队伍，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领导做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各项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切实

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政府法制机构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的作用，并为他们

开展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 

（法制办提供） 

 

 

8.3.26）《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1999]23 号  1999 年 11 月 08 日）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0909/t20090915_8632.html  

http://www.china.com.cn/law/flfg/txt/2006-08/08/content_7059640.htm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 

（国发〔１９９９〕２３号）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而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目前，改革进

入攻坚阶段，发展到了关键时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诸多领域中的深层次矛盾比较集中地暴露出来，许多问题迫

切需要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行，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增强，全社会对依

法行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新形势对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依法行政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了扎扎实实地贯彻依

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根据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

精神，特作如下决定： 

一、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对依法行政重要性的认识。依法治国反映了新时期执

政党领导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从全局上、长远上统管一切的。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

映了行政机关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本身就是体现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作用的重要方面，同样是从全局上、长远上

统管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各项工作的。行政权力的运用，充分体现着国家政权的性质，密切联系着社会公共利

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事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

部要从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政权的高度，根据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全面、深刻地

领会依法行政的精神实质，充分认识依法行政的重大意义，增强依法行政的自觉性，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

平。 

二、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领导要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带头依法行政。要把依法行政作为关系改革、发展、

稳定大局的一件大事，真正落实到行政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要从根本上转变那些已经不能适应依法治国、

依法行政要求的传统观念、工作习惯、工作方法。各级政府要通过举办法律讲座等形式，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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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在全社会提倡学法、懂法、守法的风气。年轻干部特别是进入领导班子的年轻干部，首先要学习、熟悉宪法和

法律、法规。通过学习，不断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

国家事务、经济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及其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

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严守纪律，带头依法办事，依法决策，依法处理问题，切实领导、督促、支持本地方、

本部门严格依法办事。 

县、乡两级行政机关承担着大量的具体行政执法任何，能否切实做到严格、正确地依法办事，直接关系到广大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因此，各地方、各部门要对县、乡两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给予高度重

视，切实加强领导和监督。 

各地方、各部门要充分发挥法制工作机构在政府法制建设、依法行政中的参谋、助手作用，在机构改革中要按

照国务院这次机构改革中加强政府法制工作的精神，进一步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建设，努力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

作风正的政府法制工作队伍，使政府法制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与本地方、本部门政府法制建设任务（包括行政复

议法实施后所承担的行政复议任务）相适应。政府法制机构的工作人员要大力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的需要。 

三、加强政府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总的指导思想和要求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

导，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

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服从并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严格按照

法定权限和程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

益，又要提高行政效率，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证政府工作在法制轨道上高效率地运行，推进各项事业的顺

利发展。 

四、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切实提高政府立法质量，为依法行政奠定坚实的基础。要用邓小平理论指导

政府立法实践，从全局上和本质上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部的规律性，研究解决政府立法工作中带普

遍性、共同性的问题。要把政府立法决策与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重大决策紧密结合起来，把深化改革、促进发

展、维护稳定需要用法律、法规解决的突出问题作为立法重点，并兼顾其他方面的立法。要全面体现政府机构改革

的精神和原则，促进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防止把那些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要求的传统行政管理办法用法律规范予以肯定。要统筹考虑法律规范的立、改、废，对那些不符合经济体

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精神的法律规范要及时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清理，该废止的废止，该修订的修订。政府

立法确定的法律规范要明确、具体，备而不繁，有可操作性，对惩治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要有力度，能够真正解决

实际问题。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根本原则，坚持群众路线，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

践经验，充分体现人民意志，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长远与眼前的

关系和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要以宪法为依据，按照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立法，坚持行政法规不得同宪法

和法律相抵触，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规章之间也不能相互矛盾。要按照法规规

章备案规定，进一步加强法规、规章的备案审查，从源头上、制度上解决“依法打架”的问题，切实维护社会主义

法制的统一。 

五、要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确保政令畅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各

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范，切实做到依法办事、严格执法。从严

治政，依法行政，必须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决不允许滥用职权、执法犯法、徇私枉法。要坚决消除执法中的腐败

现象，坚持纠正不顾国家全局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对违法者，不论涉及什么单位、什

么人，都要依法严肃查处，以儆效尤。要以政府机构改革为契机，理顺行政执法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方

式，转变工作作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要与经济利益彻底脱钩。要不折不扣地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政府机关与所办

经济实体彻底脱钩、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等一系列加强廉政建设的重大举措，从

源头上、制度上防止和消除腐败。任何行政执法机关都不得向下级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下达收费和罚款指标，都不

得设“小金库”。要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实行罚款“罚缴分离”制度，继续积极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

点工作，并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扩大试点范围。 

要结合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调整和优化干部队伍结构，着力提高干部素质。要进一步整顿行政执法队伍。对聘

用从事行政执法的合同工、临时工，要尽快清退。录用行政执法人员要严格标准，公平竞争，择优录用，切实把住

进人关。对行政执法人员尤其是直接面对群众的县、乡两级行政执法人员要严肃纪律、严格管理、强化监督，对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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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非为、欺压群众的必须坚决依法严肃处理，清理出行政执法队伍，决不能让少数“害群之马”败坏整个行政执法

队伍的形象，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要不断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六、要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各级政府要自觉地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接受政协及民主党派的民主监

督，接受司法机关依据行政诉讼法实施的监督，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同时，要切实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的

层级监督，强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政府对所属各部门的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行政机关违法的或者不当的行政

行为。要把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同监察、审计等专项监督结合起来。各级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恪尽职守，敢于碰硬。要高度重视行政复议法的贯彻落实，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切实做到有错必纠。

要积极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充分发挥这两项相互联系的制度在行政执法监督中

的作用。要十分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来信来访，亲自

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对群众反映的重要情况、冤假错案，要及时、公正地处理。属于哪个地方、哪个部门的问题，

那个地方、那个部门就要负责到底，不准上推下卸，互相推诿。要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违法乱纪的人和

事要公开曝光。 

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根据全国依

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和本决定的要求，结合本地方、本部门的实际，全面、深入、扎实地推进依法行政进程，保证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顺利发展。各地方、各部门要将贯彻实施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和本决

定的情况于今年１２月３１日前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汇总后向国务院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 

 

 

8.3.27）《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2008]17 号 2008 年 05 月 20 日） 

http://www.gov.cn/zwgk/2008-06/18/content_1020629.htm  

http://www.ghx.gov.cn/zhengcefagui/xingzhengfagui/2013-05-15/248.html  

http://www.fcfx.gov.cn/gybw/bmbs/cfglj/30085.htm  

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 

国发〔2008〕1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党的十七大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作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的重要内容。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现就加强市县两级政府

依法行政做出如下决定： 

    一、充分认识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础。市县两级政府在我国政权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处在政府工作的第一线，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实际工作中，直接涉及人民群众具体利益

的行政行为大多数由市县政府做出，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大多数发生在基层并需要市县政府处理和化解。市县政府

能否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依法行政的整体水平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加强市县政府依

法行政，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必须把

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作为一项基础性、全局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二）提高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紧迫任务。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

和政治参与积极性日益提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要求日益强烈，这些都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需要进

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近些年来我国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与形势

发展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一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有待增强，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

一些地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状况亟须改变。依法行政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各地区、各部门要

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进程。 

    二、大力提高市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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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健全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市县政府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增强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意识，自觉运用

法律手段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市县政府要建立健全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建立健全专题法制讲座制度，制订年

度法制讲座计划并组织实施；建立健全集中培训制度，做到学法的计划、内容、时间、人员、效果“五落实”。 

    （四）加强对领导干部任职前的法律知识考查和测试。对拟任市县政府及其部门领导职务的干部，在任职

前考察时要考查其是否掌握相关法律知识以及依法行政情况，必要时还要对其进行相关法律知识测试，考查和测试

结果应当作为任职的依据。 

    （五）加大公务员录用考试法律知识测查力度。在公务员考试时，应当增加法律知识在相关考试科目中的

比重。对从事行政执法、政府法制等工作的公务员，还要进行专门的法律知识考试。 

    （六）强化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市县政府及其部门要定期组织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依法行政知识培训，

培训情况、学习成绩应当作为考核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 

    三、完善市县政府行政决策机制 

    （七）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市县政府及其部门要建立健全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则和程

序，完善行政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行政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

政策，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关突发事件应对的行政决策程序，适用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的规定。 

    （八）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要扩大听证范围，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以及涉及重大公共

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听证。要规范听证程序，科学合理地遴选听证代表，确定、分配听证代

表名额要充分考虑听证事项的性质、复杂程度及影响范围。听证代表确定后，应当将名单向社会公布。听证举行 10

日前，应当告知听证代表拟做出行政决策的内容、理由、依据和背景资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的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确保听证参加人对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平等、充分的质证和辩论。对听证中提出的

合理意见和建议要吸收采纳，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要以书面形式告知听证代表，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九）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制度。市县政府及其部门做出重大行政决策前要交由法制机构或者

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做出决策。 

    （十）坚持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制度。市县政府及其部门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

意见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经政府及其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杜绝擅权专断、滥用权力。 

    （十一）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价制度。市县政府及其部门做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要通过

抽样检查、跟踪调查、评估等方式，及时发现并纠正决策存在的问题，减少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 

    （十二）建立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要坚决制止和纠正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的决策行为。对应

当听证而未听证的、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未经集体讨论做出决策的，要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公务员给予处分。对依法应当做出决策而不做出决策，玩

忽职守、贻误工作的行为，要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四、建立健全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制度 

    （十三）严格规范性文件制定权限和发布程序。市县政府及其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要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得违法创设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收费等行政

权力，不得违法增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义务。制定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广

泛听取意见，并由制定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未经听取意见、合法性审查并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不得发布施行。

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规范性文件，要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媒体等向社会公布；未

经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十四）完善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市县政府发布规范性文件后，应当自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报上一级政

府备案；市县政府部门发布规范性文件后，应当自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报本级政府备案。备案机关对报备的规范性

文件要严格审查，发现与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方针政策相抵触或者超越法定权限、违反制定程序的，要坚决予

以纠正，切实维护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建立受理、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审查规范性文件建议的制

度，认真接受群众监督。 

    （十五）建立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市县政府及其部门每隔两年要进行一次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对

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者相互抵触、依据缺失以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范性文件，特别是对含

有地方保护、行业保护内容的规范性文件，要予以修改或者废止。清理后要向社会公布继续有效、废止和失效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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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文件目录；未列入继续有效的文件目录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五、严格行政执法 

    （十六）改革行政执法体制。要适当下移行政执法重心，减少行政执法层次。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

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继续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综合行政执法

试点工作，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机制，从源头上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缺位问题。 

    （十七）完善行政执法经费保障机制。市县行政执法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所需经费，要统一纳入财政预算予

以保障。要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罚没收入必须全额缴入国库，纳入预算管理。对下达或者变

相下达罚没指标、违反罚缴分离的规定以及将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与行政执法机关业务经费、工作人员福利

待遇挂钩的，要依照《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十一条、

第十七条的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十八）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市县政府及其部门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行政执法环节、步骤进行具体规范，切实做到流程清

楚、要求具体、期限明确。要抓紧组织行政执法机关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裁量幅度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

条款进行梳理，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行政裁量权予以细化，能够量化的予以量化，并将细化、量化的行

政裁量标准予以公布、执行。要建立监督检查记录制度，完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或者征用

等行政执法案卷的评查制度。市县政府及其部门每年要组织一次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促进行政执法机关规范执法。 

    （十九）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实行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合法性审查制度。健全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

对拟上岗行政执法的人员要进行相关法律知识考试，经考试合格的才能授予其行政执法资格、上岗行政执法。进一

步整顿行政执法队伍，严格禁止无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履行行政执法职责，对被聘用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合同工、

临时工，要坚决调离行政执法岗位。健全纪律约束机制，加强行政执法人员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确保严格执法、

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二十）强化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民主评议制度，加强对市县行政执法机

关及其执法人员行使职权和履行法定义务情况的评议考核，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违反法定权

限和程序实施行政行为的，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处分。 

    六、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 

    （二十一）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市县政府要在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司法机关依法

实施的监督的同时，更加注重接受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要完善群众举报投诉制度，拓宽群众监督渠道，依

法保障人民群众对行政行为实施监督的权利。要认真调查、核实人民群众检举、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及时依法做

出处理；对社会影响较大的问题，要及时将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对打击、报复检举、曝光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

的单位和个人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二十二）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市县政府及其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

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行政监督、解决行政争议、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要畅通行政复

议渠道，坚持便民利民原则，依法应当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必须受理。要改进行政复议审理方式，综合运用书面审

查、实地调查、听证、和解、调解等手段办案。要依法公正做出行政复议决定，对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该撤

销的坚决予以撤销，该变更的坚决予以变更。要按照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健全市县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充

实行政复议工作人员，行政复议机构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应当由 2 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参加；推行行政复议人员资

格管理制度，切实提高行政复议能力。要认真做好行政应诉工作，鼓励、倡导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行政机关

要自觉履行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和裁定。 

    （二十三）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市县政府及其部门要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学习宣传，切实做好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建立健全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指定机构负责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理

顺内部工作机制，明确职责权限。要抓紧清理本机关的政府信息，做好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目录的编制、修订

工作。要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布机制，加快政府网站信息的维护和更新，落实政府信息公开载体。要建立健全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社会评议、年度报告、责任追究等制度，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核、评议。要严格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内容、程序和方式，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政府信息，确保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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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二十四）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机制。市县政府及其部门要全面正确

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充分保障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各项权利。严禁干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不得要求群众自治组织承担依法

应当由政府及其部门履行的职责。 

    （二十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市县政府及其部门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规范和管理，把社会

可以自我调节和管理的职能交给社会组织。实施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要积极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鼓励、引

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 

    （二十六）营造依法行政的良好社会氛围。市县政府及其部门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

促进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社会氛围的形成。 

    八、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扎扎实实地推进市县政府依法行政 

    （二十七）省级政府要切实担负起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领导责任。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把加强

市县政府依法行政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法治政府的重点任务来抓，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要大力培育

依法行政的先进典型，及时总结、交流和推广经验，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要建立依法行政考核制度，根

据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和要求，把是否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作为衡量市县政府及其部门各项工

作好坏的重要标准，把是否依法决策、是否依法制定发布规范性文件、是否依法实施行政管理、是否依法受理和办

理行政复议案件、是否依法履行行政应诉职责等作为考核内容，科学设定考核指标，一并纳入市县政府及其工作人

员的实绩考核指标体系。依法行政考核结果要与奖励惩处、干部任免挂钩。加快实行以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为重点

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要合理分清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在此基础上落实工作责任和考核要求。市县政府不

履行对依法行政的领导职责，导致本行政区域一年内发生多起严重违法行政案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要严肃追

究该市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二十八）市县政府要狠抓落实。市县政府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依法行政负总责，统一领

导、协调本行政区域内依法行政工作，建立健全领导、监督和协调机制。要把加强依法行政摆上重要位置，主要负

责人要切实担负起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加强领导、狠抓落实，确保把加强依法行政的各项要求落实到政府

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认真扎实地加以推进。要严格执行依法行政考核制度。对下级政府和政府部门违法行

政、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要严肃追究该政府或者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二十九）加强市县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健全市县政府法制机构，使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与工作任

务相适应。要加大对政府法制干部的培养、教育、使用和交流力度，充分调动政府法制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要按照中办、国办有关文件的要求，把政治思想好、业务能力强、有较高法律素质的干部充实到基层行政机

关领导岗位。政府法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切实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政府法制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高自身

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努力当好市县政府及其部门领导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顾问，在推进

本地区依法行政中充分发挥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督促指导、政策研究和情况交流等作用。 

    （三十）完善推进市县政府依法行政报告制度。市县政府每年要向本级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政府报告本地

区推进依法行政的进展情况、主要成效、突出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省（区、市）人民政府每年要向国务院报告

本地区依法行政的情况。 

    其他行政机关也要按照本决定的有关要求，加强领导，完善制度，强化责任，保证各项制度严格执行，加

快推进本地区、本部门的依法行政进程。 

    上级政府及其部门要带头依法行政，督促和支持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并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创造条件、排

除障碍、解决困难。 

                                                         国务院 

                                                   二○○八年五月十二日 

 

8.3.28）《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 号 2010 年 10 月 10 日） 

 

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 

国发〔2010〕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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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2004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

奋斗目标。为在新形势下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现提出

以下意见。 

  一、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总体要求 

  1.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党

治国理政从理念到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纲要》实施 6 年来，各级人民政府对依法行政工

作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国内外

环境更为复杂，挑战增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和艰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

平衡，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差距扩大，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部分地区和一些领域社会矛盾有所增加，群体

性事件时有发生，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执法不公、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比较突出。解决这些突出

问题，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各级行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一定要正确看待我国经济社会环境的新变化，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形势，及时回

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切实增强建设法治政府的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 

  2.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进一步加大《纲要》实施力度，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奋斗目标，以事关依法行政全局的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

以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保证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为着力点，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为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3.高度重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

尊法、守法、用法，牢固树立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要重视提拔使用依法行政意识强，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 

  4.推行依法行政情况考察和法律知识测试制度。拟任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领导职务的干部，任职前要考

察其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和依法行政情况。公务员录用考试要注重对法律知识的测试，对拟从事行政执法、政府法制

等工作的人员，还要组织专门的法律知识考试。 

  5.建立法律知识学习培训长效机制。完善各级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学法制度。要通过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

法制讲座等形式，组织学习宪法、通用法律知识和与履行职责相关的专门法律知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

年至少要举办 2 期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各级行政学院和公务员培训机构举办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培训班，

要把依法行政知识纳入教学内容。定期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通用法律知识培训、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新法律法规

专题培训，并把培训情况、学习成绩作为考核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 

  三、加强和改进制度建设 

  6.突出政府立法重点。要按照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活力和竞争力、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维护公平正义、规范权力运行的要求，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与制度建设。重点加强有关完善经济体制、改

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以及政府自身建设方面的立法。对社会高度关注、实践急需、条件相对成熟的立法项目，要

作为重中之重，集中力量攻关，尽早出台。 

  7.提高制度建设质量。政府立法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充分反映人民意愿，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普遍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切实增强法律制度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

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保证人民群众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除依法需要保密的

外，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

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政府立法中的作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要充分听取相关部门的意见；相

关部门要认真研究，按要求及时回复意见。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在政府立法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涉及重大意见分歧、

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要及时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坚决克服政府立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倾向。积极探

索开展政府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社会风险评估、实施情况后评估工作。加强行政法规、规章解释工作。 

  8.加强对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坚持立“新法”与改“旧法”并重。对不符合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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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要求，与上位法相抵触、不一致，或者相互之间不协调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及时修改或者废止。

建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对规章一般每隔 5 年、规范性文件一般每隔 2 年清理一次，清理结果要向社

会公布。 

  9.健全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要严格依法制定规范性文件。各类规范性

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不得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制定对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要公开征求意见，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经政

府常务会议或者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未经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的，不得发布施行。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级政府及其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要逐步实行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发布。探索建立

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制度。 

  10.强化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严格执行法规规章备案条例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备案的规定，加强备案

审查工作，做到有件必备、有错必纠，切实维护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要重点加强对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义务或者影响其合法权益，搞地方或行业保护等内容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建立规范性文件备案

登记、公布、情况通报和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备案工作信息化建设。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要

按照有关规定认真研究办理。对违法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及时报请有权机关依法予以撤销并向社会公布。备案

监督机构要定期向社会公布通过备案审查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目录。 

  四、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11.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规则，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法治化。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系统全面地掌握实际情况，深入分析决策对各方面的影响，认真权衡利弊得失。

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作出重大决策前，要

广泛听取、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要以适当形式反馈或者公布。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扩

大听证范围，规范听证程序，听证参加人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听证意见要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重大决策要经政府

常务会议或者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重大决策事项应当在会前交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

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能提交会议讨论、作出决策。 

  12.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凡是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

事项，都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重点是进行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建

立完善部门论证、专家咨询、公众参与、专业机构测评相结合的风险评估工作机制，通过舆情跟踪、抽样调查、重

点走访、会商分析等方式，对决策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进行科学预测、综合研判，确定风险等级并制定相应的化解

处置预案。要把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未经风险评估的，一律不得作出决策。 

  13.加强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在重大决策执行过程中，决策机关要跟踪决策的实施情况，通过多

种途径了解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对决策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全面评估决策执行效果，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对

决策予以调整或者停止执行。对违反决策规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

则严格追究责任。 

  五、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4.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各级行政机关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

力、履行职责。要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解决就业、教育、

医疗、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危害安全生产、食品药

品安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违法案件，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社会秩序。认真执行行政许可法，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和减少行政审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创新。着力提高政府公信力，

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行政机关

参与民事活动，要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 

  15.完善行政执法体制和机制。继续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执法权限，明确执法责任，推进综合

执法，减少执法层级，提高基层执法能力，切实解决多头执法、多层执法和不执法、乱执法问题。改进和创新执法

方式，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处置与疏导结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推行

执法流程网上管理，提高执法效率和规范化水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建立相关机制，促进行政执法部门信息交流

和资源共享。完善执法经费由财政保障的机制，切实解决执法经费与罚没收入挂钩问题。 

  16.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各级行政机关都要强化程序意识，严格按程序执法。加强程序制度建设，细化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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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明确执法环节和步骤，保障程序公正。要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同样情形同等处理。行政执法机关处理违法

行为的手段和措施要适当适度，尽力避免或者减少对当事人权益的损害。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科学合理细化、

量化行政裁量权，完善适用规则，严格规范裁量权行使，避免执法的随意性。健全行政执法调查规则，规范取证活

动。坚持文明执法，不得粗暴对待当事人，不得侵害执法对象的人格尊严。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严格执法人员

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狠抓执法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素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

情况及时调整、梳理行政执法依据，明确执法职权、机构、岗位、人员和责任，并向社会公布。充分利用信息化手

段开展执法案卷评查、质量考核、满意度测评等工作，加强执法评议考核，评议考核结果要作为执法人员奖励惩处、

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六、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17.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认真贯彻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凡是不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加大主动公开力度，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

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政府全部收支都要纳入预算管理，

所有公共支出、基本建设支出、行政经费支出的预算和执行情况，以及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和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等情况都要公开透明。政府信息公开要及时、准确、具体。对人民群众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要依法在规定时限

内予以答复，并做好相应服务工作。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和保障机制，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评议

考核。依法妥善处理好信息公开与保守秘密的关系，对依法应当保密的，要切实做好保密工作。 

  18.推进办事公开。要把公开透明作为政府工作的基本制度，拓宽办事公开领域。所有面向社会服务的政府

部门都要全面推进办事公开制度，依法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充分告知办事项目有关信息。要

规范和监督医院、学校、公交、公用等公共企事业单位的办事公开工作，重点公开岗位职责、服务承诺、收费项目、

工作规范、办事纪律、监督渠道等内容，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优质、高效、便利的服务。 

  19.创新政务公开方式。进一步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好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和

便民服务网络平台，方便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办事。要把政务公开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结合起来，推行网上电子审

批、“一个窗口对外”和“一站式”服务。规范和发展各级各类行政服务中心，对与企业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行

政管理事项，要尽可能纳入行政服务中心办理，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七、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 

  20.自觉接受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部门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人民法

院依法实施的监督。对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要主动向同级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拓宽群众监督渠道，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权利。完善群众举报投诉制

度。高度重视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进行曝光。对群众举报投诉、新闻媒体反映的问

题，有关行政机关要认真调查核实，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21.加强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上级行政机关要切实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及时纠正违法或

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保障和支持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审计部门要着力加强财政专项资金和预算

执行审计、重大投资项目审计、金融审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等工作，加强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

金、扶贫救灾资金等公共资金的专项审计。监察部门要全面履行法定职责，积极推进行政问责和政府绩效管理监察，

严肃追究违法违纪人员的责任，促进行政机关廉政勤政建设。 

  22.严格行政问责。严格执行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

责的暂行规定，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对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

导致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事件或者严重违法行政案件的，要依法依纪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直至行

政首长的责任，督促和约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八、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23.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要把行政调解作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要职责，建立由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机构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体制，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化解行政

争议和民事纠纷中的作用。完善行政调解制度，科学界定调解范围，规范调解程序。对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公共

安全事故等方面的民事纠纷，以及涉及人数较多、影响较大、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纠纷，要主动进行调解。认真实

施人民调解法，积极指导、支持和保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推动建立行政调解

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联动机制，实现各类调解主体的有效互动，形成调解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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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加强行政复议工作。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努力将行政争议化解在初发阶段和行

政程序中。畅通复议申请渠道，简化申请手续，方便当事人提出申请。对依法不属于复议范围的事项，要认真做好

解释、告知工作。加强对复议受理活动的监督，坚决纠正无正当理由不受理复议申请的行为。办理复议案件要深入

调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注重运用调解、和解方式解决纠纷，调解、和解达不成协议的，

要及时依法公正作出复议决定，对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该撤销的撤销，该变更的变更，该确认违法的确认违

法。行政机关要严格履行行政复议决定，对拒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复议决定的，要依法严肃追究有关人

员的责任。探索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工作，进行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健全行政复议机构，确保复议案件依

法由 2 名以上复议人员办理。建立健全适应复议工作特点的激励机制和经费装备保障机制。完善行政复议与信访的

衔接机制。 

  25.做好行政应诉工作。完善行政应诉制度，积极配合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活动，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

使审判权。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要依法积极应诉，按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

据、证据和其他相关材料。对重大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要主动出庭应诉。尊重并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的生

效判决、裁定，认真对待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 

  九、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 

  26.健全推进依法行政的领导体制和机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部门都要建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依

法行政领导协调机制，统一领导本地区、本部门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每年至少听取

2 次依法行政工作汇报，及时解决本地区依法行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

建设的具体任务和措施。加强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督促指导、监督检查和舆论宣传，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的予以通报批评。加强依法行政工作考核，科学设定考核指标并纳入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目标考核、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结果作为对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

容。 

  27.强化行政首长作为推进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要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

强法治政府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行政首长要对本地区、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负总责，切实承担起领导责任，

将依法行政任务与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考核。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每年要向同级党委、

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情况，政府部门每年要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报告推进依法行政情况。 

  28.加强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要充分发挥法制机构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

法治政府方面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作用。进一步加强法制机构建设，使法制机构的规格、编制与其承担的职责和

任务相适应。要加大对法制干部的培养、使用和交流力度，重视提拔政治素质高、法律素养好、工作能力强的法制

干部。政府法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努力提高新形势下做好政府法制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当好政府或者部门领

导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顾问。 

  29.营造学法尊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要采取各种有效形式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精心组织实施普法活动，特别要加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

神，切实增强公民依法维护权利、自觉履行义务的意识，努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各地区、各部门要把贯彻落实本意见与深入贯彻《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

（国发〔2008〕17 号）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今后一个时期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规划，明确工作任

务、具体措施、完成时限和责任主体，确定年度工作重点，扎扎实实地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务求法治政府建设不断

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国务院 

                            二○一○年十月十日 

 

 

8.3.29）《关于建设系统依法行政的实施意见》（建法[2001]69 号  2001 年 03 月 27 日） 

http://www.mohurd.gov.cn/wbdt/xgfgwjjptzd/wsbsdtgfxwj/200804/t20080426_166064.html 

http://www.gsjs.gansu.gov.cn/Data/HTMLFile/2013-07/73621354-4618-46da-91a0-ba6687aad09c/71aa3d6c-95b1-

4dc9-b-635095838860113750.html?ojzwjcldgtdqnrio?tab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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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机关各单位，部属政策研究中心、住宅产业促进中心、城乡规划管理中心，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各省、自治

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计划单列市建委：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建设行政管理工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我部制定了《关于建设系

统依法行政的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部机关各单位，各有关中心认真贯彻执行，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结合实施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抄送：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市政管理委员会，重庆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天津市土

地规划局，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重庆市房屋土地管理局、规划局  

建设部办公厅秘书处 2001 年 4 月 16 日印  

关于建设系统依法行政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建设行

政管理工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依法行政，就是国家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依法行政，就要

按照法律制定正确处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运用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保证行政管理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就要保证

行政管理的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就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遵守法定的操作规则，保证提高行政效率；

就要保证对行政管理的监督有统一的标准和程序。  

  法律、法规赋予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城市规划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企业资质审批和房产登记发证等

行政权力。正确行使行政权力，推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政，对于促进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维护建设市场秩序，

保持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见，也是加强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廉政建设、从严治政的根本之举，是转变政

府职能的根本途径。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从巩固党

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高度，深刻领会依法行政的重大意义，增强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努力提高依法行

政的能力和水平。把各项工作置于依法规范、群众监督的基础上，把行政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依据统一的法定

规范、行为准则处理各种权力和利益关系。  

  二、加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质量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人大和政府的部署，按照《立法法》规定的立法指导思想、基本制度、基本

原则、基本程序、做好法律、法规、规章的调研、起草、论证工作以及规章的制定工作，加快建设事业的立法步伐，

切实提高立法质量。  

  立法要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着重研究解决建设事业中带有普遍性、共同性、规律性的问题；要

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防止把不符合改革方向、不符合群众利益的管理方式法制化；要把深化改革、促进发展、

维护稳定需要用法律、法规规范的突出问题作为立法重点；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

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长远与眼前的关系。  

  立法工作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广泛征求意见，特别是听取管理相对人的意见；要建立专家咨询制度，法律、

法规起草过程中，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发布前，应当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立法工作应当促

进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权、投资决策权交给企业，把社会

可以自我调节和管理的职能交给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把群众自治范围内的整改交给群众自己依法办理。立法工作

必须体现机构改革的精神，按照精简、效能、统一以及权责一致的原则，合理调整和确定部门职权划分。  

  抓紧对已发布的建设事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和修订。凡是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凡是与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要求不相适应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必须及时修订或者废止。  

  三、加强建设执法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行为  

  严肃查处违反基本建设程序，降低建设工程质量的违法行为；坚决纠正建设工程发包承包中的不正之风，

规范和改进有形建筑市场的建设；强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严肃查处建设单位规避招标、假招标行为；严肃查

处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就施工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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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治理施工企业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集中治理无证设计、借证设计、超越资质等级设计以及虚

报资质、资格等违法行为。  

  严格城乡规划编制、审批、修改、变更程序和制度。要进一步强化和健全城乡规划管理制度；坚决纠正随

意更改经批准的城市规划；严肃查处违反城乡规划违法用地的违法行为；坚决制止和查处严重破坏城市布局和环境，

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危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违法建设行为。  

  重点治理在集体土地上非法开发经营房地产、非法转让房地产以及商品房销售中的各种违法行为，重点治

理城市房屋拆迁中违法拆迁以及各种侵害被拆迁人合法利益的行为。  

  严肃查处违法占用城市绿地、城市道路的行为。对给排水、燃气、热力等行业，要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垄

断设计、垄断施工、迫使用户使用指定产品等行为。  

  四、按照法定程序执法，规范行政行为  

  ㈠改革行政审批制定，规范行政审批  

  对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要坚决取消相应的行政审批事项；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要规范

审批行为，健全监督制的机制，加强对审批过程和结果的监督。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任意设定管理相对人的义务，不得设定审批、发证、登记、备案等各类行政许

可。  

  认真清理已设立的审批、发证、登记、备案等各类行政许可。凡不涉及宏观经济调控、公共利益和公众安

全以及社会稳定的行政许可项目，凡不属于政府职能、以及不应当由政府直接管理的行政许可项目，凡属于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自主权的行政许可项目，都应当取消。对国家明令取消的行政许可项目，不得保留或者变相保留。  

  ㈡认真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  

  加大清理乱收费的力度，坚决取消不合法、不合理收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未经规定的程序批准，

不得设定行政事业性收费；已设定的，应当立即取消。要严格界定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服务性收费，行政机关不得设

置服务性收费。  

  经法定程序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并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㈢各类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必须按规定的要求与政府部门脱钩  

  信息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工程质量检测、工程招标代理、房地产估价、房地产测绘等中介服

务机构必须与政府脱钩。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向当事人指定中介服务机构，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中

介服务。  

  ㈣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组织企业进行产品评优，不得向社会推荐产品；不得以监制、监销等方式参与产

品经营活动。严禁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借评优、排序、推荐新技术和新产品等名义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  

  五、简化办事程序，提高行政效率  

  以便民为宗旨，简化程序，规定时限，建立高效、快捷、透明的行政运转程序。对需要审批的事项，要制

定明确、具体的审批内容、审批范围、审批条件、审批时限、审批程序，决定审批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方案、城市旧城改造方案等涉及公众利益的项目，要向社会公开。工程建设管理、

房地产权属管理等，应当对现有的管理、审查程序进行清理，不能要求管理相对人重复提供同样的资料，对同一内

容进行重复审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同一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相同资料的，应当在行政管理部门内部运转。管

理相对人已经向行政管理机关提供有关资料的，有权拒绝同一行政管理机关的内设机构索取相同资料的要求。  

  六、理顺行政执法体制，提高执法效率  

  按照精简机构、提高执法效率、方便群众的原则，推进城市建设管理的执法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城市

建设管理中的多头执法、职责交叉和执法机构膨胀问题。目前正在一些城市进行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是对

现行执法体制改革的一种尝试，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一项重要举措。试点工作要紧紧围绕推进依法行政，努

力建立精简、高效的执法体制。相对集中的处罚权，主要是相对集中那些面广、多发、易见的违法行为的处罚权，

既解决对多发性简单违法行为缺乏管理问题，又避免对同一行为多部门处罚现象。要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按照国务院的部署，结合政府机构改革，继续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努力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体制。  

  七、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强化行政执法监督  

  ㈠强化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自觉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其常委会的监督，接受司法机关依据《行政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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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监督，接受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党派的监督，接受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要加强建设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

监督和纪检、监察、审计等专项监督。要建立投诉制度，管理相对人对不依法行政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的不当行政行为可以投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由专门机构受理，并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答复。  

  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赔偿法》，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力。  

  ㈡建立和完善行政处罚听证制度  

  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等行

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以确保行

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㈢做好行政复议工作  

  要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认真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

法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要积极受理；对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予以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为违法；

对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依法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或者不按照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的，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

行政复议决定的，必须坚决予以纠正；该追究法律责任的，要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㈣建立和推行行政执法责任考核、行政过错追究制度  

  要明确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的责任，尤其要明确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的责任，层层分解责任，具

体落实到每一个岗位，并相应实施考核、监督以及奖惩等制度。把执法责任考核与岗位责任、公务员考核、奖惩、

任免等结合起来，把考核结果作为评定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和考核公务员、专业执法人员的重要依据。逐步建

立行政过错追究制度，对违法作为和消极不作为而造成重大后果的，必须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要加强行政执法评议工作，完善行政处罚备案制度。  

  对规定的审批，要建立一审一核制度，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重要审批岗位的工作人员，要实行

轮岗制度，原则上在一个岗位工作的时间不得超过五年。  

  ㈤建立政务公开制度  

  要公开管理职权、公开办事依据、公开办事程序、公开办事时限、公开办事权益、公开办事结果，提高行

政机关的工作透明度和公众知情度，方便基层和群众，更好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逐步建立政务信息定期公开发布、公开查询制度。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便于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和

监督政府的政务信息，如城市规划、旧城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资质审批、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等，应

当定期公开发布。涉及公民、法人具体财产权利的信息，可以依法公开查询。  

  八、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建立清正、廉洁、高效的建设行政执法队伍  

  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充实力量，使人员编制和人员素质能够满足执法工作需要。加强执法人员的培训、

考核，规范执法主体和执法程序，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要进一步整顿行政队伍，对聘用从事行政执法的合同工、临时工、要坚决予以辞退；要抓好执法人员的考

核工作，对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应当予以辞退。录用执法人员要严格标准，公平竞争，择优录用。  

  九、要切实抓好建设系统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要根据国家关于普法工作的统一部署，结合建设系统的实际，认真制定、落实普法规划，把建设行业普法

教育和推进依法行政有机地结合起来。  

  要在总结推广“三五”普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开展“四五”普法工作。“四五”普法工作的重点之一

是加强对各级国家公务人员的普法教育，进一步提高行政机关人员的素质。因此，一是要抓好建立经常化的法律学

习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通过系统规范的法律培训，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二是要抓好建立对各级执法人员执

法水平的考核。努力创造一个建设系统上上下下自觉学法、自觉守法的新局面，保证建设事业依法行政工作的顺利

推进。  

  十、加强领导，全面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必须高度重视法制建设，不断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做

到依法行政。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府法制工作的精神，加强法制机构建设，选拔、关心、培养并严格要求法制

工作人员，使法制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同本地区、本部门的法制工作相适应，并解决经费、办公场所等方面的问

题。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精神，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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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入、扎实地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保证建设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8.3.30）《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建科[2006]319 号 2006-12-29） 

http://www.shaanxijs.gov.cn/zhengce/2011/10/47288.shtml 

http://www.china.com.cn/law/flfg/txt/2007-01/10/content_7634875.htm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委（建设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现将《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试点地区认真组织做好有关工作。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请及时告建设部科学技术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建筑门窗产品的节能性能，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建筑节能技术进步，提高建筑物的能源利

用效率，推进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以下简称“标识”）是指表示标准规格门窗的传热系数、遮

阳系数、空气渗透率、可见光透射比等节能性能指标的一种信息性标识。 

  第四条 标识的申请遵循自愿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标识试点工作，接受建设部的监督。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标识试点工作的监督。 

  第六条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负责承担标识试点中技术性的评审、指导、咨询等工作。 

  第七条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以下简称“标识实验室”）负责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产品抽样

和样品节能性能指标的检测与模拟计算，出具《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   

第三章 标识申请及程序  

  第八条 申请标识的基本条件： 

  （一）企业应持有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有关机构的登记注册证明； 

  （二）企业应取得门窗生产许可证； 

  （三）产品应具备可靠的质量保证体系，能正常批量生产； 

  （四）产品应符合国家颁布的有关门窗标准，并通过产品型式检验。 

  第九条 企业向标识实验室提出生产条件现场调查和产品节能性能检验委托。 

  第十条 标识实验室对企业的生产条件进行现场调查，同时进行现场抽样；对样品进行实验室检测和模拟

计算；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具《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报告应真实、可靠。 

  第十一条 企业向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交以下材料： 

  （一）标识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副本或登记注册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三）门窗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四）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 

  （五）标识实验室出具的《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 

  第十二条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对企业提交标识申请材料进行审

查，并将通过审查的产品在网上公示，一个月内没有收到异议的，准许使用标识。 

   第四章 标识使用与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标识包括证书和标签。证书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颁发并统一编号，标签由企业按照统一的

样式、规格以及标注规定自行印制。 

  第十四条 试点期间标识证书有效期为三年。企业应在有效期满前六个月重新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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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 企业应在产品的显著位置粘贴标签，并可在产品包装物、说明书及广告宣传中使用标识。 

  在产品包装物、说明书及广告宣传中使用的标签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并应清晰可辨。 

  第十六条 企业应建立证书和标签使用制度，每年向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报告

证书和标签的使用情况。 

  第十七条 标识实验室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每年向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报送

标识工作情况。 

  第十八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标识实验室不得继续承担标识试点过程的相关工作： 

  （一）出具虚假报告； 

  （二）泄露申请标识的企业或产品的商业秘密； 

  （三）不能继续满足标识实验室的相关条件。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标识对产品进行虚假宣传，不得转让、伪造或冒用标识。 

  第二十条 在证书有效期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暂停企业使用标识： 

  （一）产品的生产条件与申请标识的要求不符； 

  （二）产品达不到标识证书中的技术指标； 

  （三）证书或标签的使用不符合规定要求。 

  第二十一条 在证书有效期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撤销该产品的节能标识证书，企业不得使用该产品

的节能标识证书和标签： 

  （一）经监督检查和检验判定获得标识的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二）标识暂停使用时间超过一年。 

  被撤销标识证书的产品，自撤销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再次提出标识申请。 

  第二十二条 在证书有效期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撤销企业该产品的节能标识证书，企业不得使用该

产品的节能标识证书和标签： 

  （一）转让证书、标签或违反有关规定、损害标识信誉的； 

  （二）以不真实的申请材料获得标识的； 

  （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监督检查。 

  被撤销标识证书的企业，自撤销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再次提出标识申请。 

  第二十三条 标识实验室、企业有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情况之一时，省级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应提出意见报建设部，建设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予以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应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31）《关于发布<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分)的通知》（建标[2000]179 号 2000 年 08 月 19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6574.html  

关于发布《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的通知建标[2000]85 号    

建标[2000]85 号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计划单列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根据国务院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和我部建标[2000]31 号文的要求，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编制了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以下称《强制性条文》）。《强制性条文》包括城乡规划、城市建设、房屋建筑、工业

建筑、水利工程、电力工程、信息工程、水运工程、公路工程、铁道工程、石油和化工建设工程、矿山工程、人防

工程、广播电影电视工程和民航机场工程等部分。《强制性条文》的内容，是工程建设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中直接

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环境保护和其他公众利益，同时考虑了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要求。

列入《强制性条文》的所有条文都必须严格执行。  

  《强制性条文》是参与建设活动各方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政府对执行情况实施监督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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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新批准发布的工程建设标准，凡有强制性条文的，应在文本中明确表示，并应纳入《强制性条文》。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已经我部组织审查批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由我部标准定额司负责具体管理和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年四月二十日  

抄送：国家人防办、总后营房部 

 

 

8.3.3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主席令 23 号 1990 年 04 月 01 日，主席令第 74 号 2007 年 10 月 28 日, 
2015 年 4 月 24 日）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89-12/26/content_1481128.htm  1990 

http://www.bd.gov.cn/xzzfgs/xsqcon-988889005-146619-24.html   1990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10/28/content_788494.htm   2007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5-07/03/content_1942844.htm  2007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5-07/03/content_1942844.htm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 

（1989 年 12 月 26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1989 年 12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三号公布 自 1990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确定城市的规模和发展方向，实现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合理地制定城市规划和进行城

市建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制定本法。 

    第二条 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必须遵守本法。 

    第三条 本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 

    本法所称城市规划区，是指城市市区、近郊区以及城市行政区域内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

域。城市规划区的具体范围，由城市人民政府在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 

    第四条 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 

    大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五十万以上的城市。 

    中等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二十万以上、不满五十万的城市。 

    小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不满二十万的城市。 

    第五条 城市规划必须符合我国国情，正确处理近期建设和远景发展的关系。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必须坚持适用、经济的原则，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 

    第六条 城市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历史情况、现

状特点，统筹兼顾，综合部署。 

    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的规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按计划分步实施。 

    第七条 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和国土规划、区域规划、江河流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 

    第八条 国家鼓励城市规划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规划科学技术水平。 

    第九条 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的城市规划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工作。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城市规划的制定 

    第十一条 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分别组织编制全国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城镇体系规划，用以指导城市规划的编制。 

    第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城市规划。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城市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

组织编制。 

    第十三条 编制城市规划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预测城市远景发展的需要；应当使城市的发展规模、各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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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标准、定额指标、开发程序同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十四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注意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和市

容环境卫生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自然景观。 

    编制民族自治地方的城市规划，应当注意保持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 

    第十五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贯彻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促进流通、繁荣经济、促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

的原则。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符合城市防火、防爆、抗震、防洪、防泥石流和治安、交通管理、人民防空建设等要求；

在可能发生强烈地震和严重洪水灾害的地区，必须在规划中采取相应的抗震、防洪措施。 

    第十六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贯彻合理用地、节约用地的原则。 

    第十七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具备勘察、测量及其他必要的基础资料。 

    第十八条 编制城市规划一般分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进行。大城市、中等城市为了进一步控制和确

定不同地段的土地用途、范围和容量，协调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在总体规划基础上，可以编制分区规

划。 

    第十九条 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包括：城市的性质、发展目标和发展规模，城市主要建设标准和定额指标，城

市建设用地布局、功能分区和各项建设的总体部署，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和河湖、绿地系统，各项专业规划，近期建

设规划。 

    设市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应当包括市或者县的行政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 

    第二十条 城市详细规划应当在城市总体规划或者分区规划的基础上，对城市近期建设区域内各项建设作出

具体规划。 

    城市详细规划应当包括：规划地段各项建设的具体用地范围，建筑密度和高度等控制指标，总平面布置、工

程管线综合规划和竖向规划。 

    第二十一条 城市规划实行分级审批。 

    直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由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 

    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城市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城市及国务院指定的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由省、

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 

    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以外的设市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审批，其中市管辖的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制镇的总体规划，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批。 

    城市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在向上级人民政府报请审批城市总体规划前，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

务委员会审查同意。 

    城市分区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 

    城市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编制分区规划的城市的详细规划，除重要的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

批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局部调整，报同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原批准机关备案；但涉及城市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总体布局重大变更的，须经同级人民

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三章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 

    第二十三条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必须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

则。各项建设工程的选址、定点，不得妨碍城市的发展，危害城市的安全，污染和破坏城市环境，影响城市各项功

能的协调。 

    第二十四条 新建铁路编组站、铁路货运干线、过境公路、机场和重要军事设施等应当避开市区。 

    港口建设应当兼顾城市岸线的合理分配和利用，保障城市生活岸线用地。 

    第二十五条 城市新区开发应当具备水资源、能源、交通、防灾等建设条件，并应当避开地下矿藏、地下文

物古迹。 

    第二十六条 城市新区开发应当合理利用城市现有设施。 

    第二十七条 城市旧区改建应当遵循加强维护、合理利用、调整布局、逐步改善的原则，统一规划，分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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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逐步改善居住和交通运输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的综合功能。 

    第四章 城市规划的实施 

    第二十八条 城市规划经批准后，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公布。 

    第二十九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第三十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的选址和布局必须符合城市规划。设计任务书报请批准时，必须附有城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选址意见书。 

    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申请用地的，必须持国家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向城市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定点，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其用地位置和界限，提供规划设计条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拨土地。 

    第三十二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

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方可申请办理开工

手续。 

    第三十三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必须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内拆除。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的具体规

划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禁止在批准临时使用的土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规划作出的调整用地决定。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广场、绿地、高压供电走廊和压占地下管线进行建设。 

    第三十六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挖取砂石、土方等活动，须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不得破坏城市环境，影

响城市规划的实施。 

    第三十七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要求进行检查。被检查者

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必要的资料，检查者有责任为被检查者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三十八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参加城市规划区内重要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

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资料。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批准文

件无效，占用的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退回。 

    第四十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

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

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第四十一条 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单位的有关

责任人员，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

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

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

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三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

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未设镇建制的工矿区的居民点，参照本法执行。 

    第四十五条 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六条 本法自１９９０年４月１日起施行。国务院发布的《城市规划条例》同时废止。 

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七届第 23 号） 相关文件: 2.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草案）》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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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3.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4.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规划法（草案修改稿）》的修改意见的汇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七十四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07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7 年 10 月 2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城乡规划的制定 

    第三章 城乡规划的实施 

    第四章 城乡规划的修改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法。 

    本法所称城乡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分为总

体规划和详细规划。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本法所称规划区，是指城市、镇和村庄的建成区以及因城乡建设和发展需要，必须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规

划区的具体范围由有关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中，根据城乡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划定。 

    第三条 城市和镇应当依照本法制定城市规划和镇规划。城市、镇规划区内的建设活动应当符合规划要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原则，确定应当制定乡

规划、村庄规划的区域。在确定区域内的乡、村庄，应当依照本法制定规划，规划区内的乡、村庄建设应当符合规

划要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鼓励、指导前款规定以外的区域的乡、村庄制定和实施乡规划、村庄规划。 

    第四条 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遵循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

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保护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

和传统风貌，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并符合区域人口发展、国防建设、防灾减灾和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需要。 

    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遵守土地管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在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中合理确定城市、

镇的发展规模、步骤和建设标准。 

    第五条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以及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

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城乡规划的编制和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七条 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是城乡建设和规划管理的依据，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 

    第八条 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及时公布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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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除外。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经依法批准并公布的城乡规划，服从规划管理，并有权就涉及其利害关

系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规划的要求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查询。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或者控告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举报或者控告，应当及时受理并组织核查、处理。 

    第十条 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强城乡规划的科学性，提高城乡规划实施及监督管理的效能。 

    第十一条 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第二章 城乡规划的制定 

    第十二条 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用于指导省域城镇体

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由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国务院审批。 

    第十三条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报国务院审批。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城镇空间布局和规模控制，重大基础设施的布局，为保护生态环境、资

源等需要严格控制的区域。 

    第十四条 城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 

    直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由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市以及国务院确定

的城市的总体规划，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报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五条 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其他镇的总体规

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六条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总体规划，在

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前，应当先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交由本级

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镇总体规划，在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前，应当先经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代表的审

议意见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报送审批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或者镇总体规划，应当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审议意见和根据审议意见修改规划的情况一并报送。 

    第十七条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城市、镇的发展布局，功能分区，用地布局，综合

交通体系，禁止、限制和适宜建设的地域范围，各类专项规划等。 

    规划区范围、规划区内建设用地规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水源地和水系、基本农田和绿化用地、

环境保护、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及防灾减灾等内容，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为二十年。城市总体规划还应当对城市更长远的发展作出预测性

安排。 

    第十八条 乡规划、村庄规划应当从农村实际出发，尊重村民意愿，体现地方和农村特色。 

    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规划区范围，住宅、道路、供水、排水、供电、垃圾收集、畜禽养殖场

所等农村生产、生活服务设施、公益事业等各项建设的用地布局、建设要求，以及对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防灾减灾等的具体安排。乡规划还应当包括本行政区域内的村庄发展布局。 

    第十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经

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条 镇人民政府根据镇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县

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镇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经县人民

政府批准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一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可以组织编制重要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

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 

    第二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乡规划、村庄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村庄规划在报送审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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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 

    第二十三条 首都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应当统筹考虑中央国家机关用地布局和空间安排的需要。 

    第二十四条 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城乡规划的具体编制工作。 

    从事城乡规划编制工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城乡规划编制工

作： 

    （一）有法人资格； 

    （二）有规定数量的经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注册的规划师； 

    （三）有规定数量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四）有相应的技术装备； 

    （五）有健全的技术、质量、财务管理制度。 

    规划师执业资格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人事行政部门制定。 

    编制城乡规划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标准。 

    第二十五条 编制城乡规划，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勘察、测绘、气象、地震、水文、环境等基础资料。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编制城乡规划的需要，及时提供有关基础资料。 

    第二十六条 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

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 

    第二十七条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批准前，审批机关应当组织专家和有关部门进

行审查。 

第三章 城乡规划的实施 

    第二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量力而行，尊重群众意愿，有计划、分步

骤地组织实施城乡规划。 

    第二十九条 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应当优先安排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妥善处理新区开发与旧

区改建的关系，统筹兼顾进城务工人员生活和周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村民生产与生活的需要。 

    镇的建设和发展，应当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先安排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道路、

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卫生院、文化站、幼儿园、福利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为周边农村提供服

务。 

    乡、村庄的建设和发展，应当因地制宜、节约用地，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引导村民合理进行建设，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第三十条 城市新区的开发和建设，应当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时序，充分利用现有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严格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体现地方特色。 

    在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不得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 

    第三十一条 旧城区的改建，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合理确定拆迁和建设规模，有计划地对危

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改建。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以及受保护建筑物的维护和使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

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 城乡建设和发展，应当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统筹安排风景名胜区及周边乡、镇、

村庄的建设。 

    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 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应当与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遵循统筹安排、综合开发、

合理利用的原则，充分考虑防灾减灾、人民防空和通信等需要，并符合城市规划，履行规划审批手续。 

    第三十四条 城市、县、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以

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近期建设规划，报总体规划审批机关备案。 

    近期建设规划应当以重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中低收入居民住房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内容，

明确近期建设的时序、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近期建设规划的规划期限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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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条 城乡规划确定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道路、绿地、输配电设施及输电线路走廊、通信设

施、广播电视设施、管道设施、河道、水库、水源地、自然保护区、防汛通道、消防通道、核电站、垃圾填埋场及

焚烧厂、污水处理厂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以及其他需要依法保护的用地，禁止擅自改变用途。 

    第三十六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

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不需要申请选址意见书。 

    第三十七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备

案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建设用地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的范围，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审批后，由土地主管部门划拨土地。 

    第三十八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城市、县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

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项目

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擅自改变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组成部分的规划条件。 

    第三十九条 规划条件未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对未取得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批准用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撤销有关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应当及时退回；给

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四十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需要建设单

位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建设项目，还应当提交修建性详细规划。对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和规划条件的，由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经审定

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予以公布。 

    第四十一条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

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规划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建设，不得占用农用地；

确需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由城市、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第四十二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作出规划许可。 

    第四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确需变更的，必须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提出申请。变更内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通报同级土地主管部门并公示。 

    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报有关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四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的，应当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临时

建设影响近期建设规划或者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以及交通、市容、安全等的，不得批准。 

    临时建设应当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内自行拆除。 

    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规划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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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予以

核实。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 

    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 

第四章 城乡规划的修改 

    第四十六条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定

期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镇人民代表大会和原审批机关提出评估报告并附具征求意见的情况。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编制机关方可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修改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

体规划、镇总体规划： 

    （一）上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城乡规划发生变更，提出修改规划要求的； 

    （二）行政区划调整确需修改规划的； 

    （三）因国务院批准重大建设工程确需修改规划的； 

    （四）经评估确需修改规划的； 

    （五）城乡规划的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修改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原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

并向原审批机关报告；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

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修改后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和

第十六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

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

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修改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应当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 

    第四十九条 城市、县、镇人民政府修改近期建设规划的，应当将修改后的近期建设规划报总体规划审批机

关备案。 

    第五十条 在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发放后，因

依法修改城乡规划给被许可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因修改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乡规划编制、审批、实施、修改的监督

检查。 

    第五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城乡规划

的实施情况，并接受监督。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并进行复制； 

    （二）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监督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并根据需要进入现场进行勘测； 

    （三）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有关城乡规划的法律、法规的行为。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履行前款规定的监督检查职责，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人员

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第五十四条 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应当依法公开，供公众查阅和监督。 

    第五十五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查处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时，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

分的，应当向其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处分建议。 

    第五十六条 依照本法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有关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给予行政处罚的，上级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建议有关人民政府责令其给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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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七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违反本法规定作出行政许可的，上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

撤销或者直接撤销该行政许可。因撤销行政许可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对依法应当编制城乡规划而未组织编制，或者未按法定程序编制、审批、修改城乡规划的，由

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九条 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编制城乡规划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

改正，通报批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条 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据职权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依法组织编制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二）超越职权或者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核发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核发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 

    （四）未依法对经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予以公布的； 

    （五）同意修改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前未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的； 

    （六）发现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违反规划许可的规定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的行为，而不予查处或者接到

举报后不依法处理的。 

    第六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对未依法取得选址意见书的建设项目核发建设项目批准文件的； 

    （二）未依法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确定规划条件或者改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依法确定的规

划条件的； 

    （三）对未依法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第六十二条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处合同约定的规划编制费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由原发证机关降低资质等

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 

    （二）违反国家有关标准编制城乡规划的。 

    未依法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

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三条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取得资质证书后，不再符合相应的资质条件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四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

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

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

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 

    第六十六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拆除，可以并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一倍以下的罚款： 

    （一）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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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 

    （三）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 

    第六十七条 建设单位未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的，由

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报；逾期不补报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八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

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条 本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2015 

（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城乡规划的制定 

    第三章  城乡规划的实施 

    第四章  城乡规划的修改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法。 

    本法所称城乡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分为总

体规划和详细规划。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本法所称规划区，是指城市、镇和村庄的建成区以及因城乡建设和发展需要，必须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规

划区的具体范围由有关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中，根据城乡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划定。 

    第三条  城市和镇应当依照本法制定城市规划和镇规划。城市、镇规划区内的建设活动应当符合规划要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原则，确定应当制定乡

规划、村庄规划的区域。在确定区域内的乡、村庄，应当依照本法制定规划，规划区内的乡、村庄建设应当符合规

划要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鼓励、指导前款规定以外的区域的乡、村庄制定和实施乡规划、村庄规划。 

    第四条  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遵循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

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保护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

和传统风貌，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并符合区域人口发展、国防建设、防灾减灾和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需要。 

    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遵守土地管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在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中合理确定城市、

镇的发展规模、步骤和建设标准。 

    第五条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以及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

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城乡规划的编制和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七条  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是城乡建设和规划管理的依据，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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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及时公布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公开

的内容除外。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经依法批准并公布的城乡规划，服从规划管理，并有权就涉及其利害关

系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规划的要求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查询。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或者控告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举报或者控告，应当及时受理并组织核查、处理。 

    第十条  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强城乡规划的科学性，提高城乡规划实施及监督管理的效能。 

    第十一条  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第二章  城乡规划的制定 

    第十二条  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用于指导省域城镇体

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由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国务院审批。 

    第十三条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报国务院审批。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城镇空间布局和规模控制，重大基础设施的布局，为保护生态环境、资

源等需要严格控制的区域。 

    第十四条  城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 

    直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由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市以及国务院确定

的城市的总体规划，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报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五条  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其他镇的总体规

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六条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总体规划，在

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前，应当先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交由本级

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镇总体规划，在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前，应当先经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代表的审

议意见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报送审批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或者镇总体规划，应当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审议意见和根据审议意见修改规划的情况一并报送。 

    第十七条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城市、镇的发展布局，功能分区，用地布局，综合

交通体系，禁止、限制和适宜建设的地域范围，各类专项规划等。 

    规划区范围、规划区内建设用地规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水源地和水系、基本农田和绿化用地、

环境保护、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及防灾减灾等内容，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为二十年。城市总体规划还应当对城市更长远的发展作出预测性

安排。 

    第十八条  乡规划、村庄规划应当从农村实际出发，尊重村民意愿，体现地方和农村特色。 

    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规划区范围，住宅、道路、供水、排水、供电、垃圾收集、畜禽养殖场

所等农村生产、生活服务设施、公益事业等各项建设的用地布局、建设要求，以及对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防灾减灾等的具体安排。乡规划还应当包括本行政区域内的村庄发展布局。 

    第十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经

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条  镇人民政府根据镇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县

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镇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经县人民

政府批准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一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可以组织编制重要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

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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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乡规划、村庄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村庄规划在报送审批前，

应当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 

    第二十三条  首都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应当统筹考虑中央国家机关用地布局和空间安排的需要。 

    第二十四条  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城乡规划的具体编制工作。 

    从事城乡规划编制工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城乡规划编制工

作： 

    （一）有法人资格； 

    （二）有规定数量的经相关行业协会注册的规划师； 

    （三）有规定数量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四）有相应的技术装备； 

    （五）有健全的技术、质量、财务管理制度。 

    编制城乡规划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标准。 

    第二十五条  编制城乡规划，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勘察、测绘、气象、地震、水文、环境等基础资料。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编制城乡规划的需要，及时提供有关基础资料。 

    第二十六条  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

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 

    第二十七条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批准前，审批机关应当组织专家和有关部门进

行审查。 

    第三章  城乡规划的实施 

    第二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量力而行，尊重群众意愿，有计划、分步

骤地组织实施城乡规划。 

    第二十九条  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应当优先安排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妥善处理新区开发与旧

区改建的关系，统筹兼顾进城务工人员生活和周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村民生产与生活的需要。 

    镇的建设和发展，应当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先安排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道路、

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卫生院、文化站、幼儿园、福利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为周边农村提供服

务。 

    乡、村庄的建设和发展，应当因地制宜、节约用地，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引导村民合理进行建设，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第三十条  城市新区的开发和建设，应当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时序，充分利用现有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严格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体现地方特色。 

    在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不得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 

    第三十一条  旧城区的改建，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合理确定拆迁和建设规模，有计划地对危

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改建。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以及受保护建筑物的维护和使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

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  城乡建设和发展，应当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统筹安排风景名胜区及周边乡、镇、

村庄的建设。 

    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  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应当与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遵循统筹安排、综合开发、

合理利用的原则，充分考虑防灾减灾、人民防空和通信等需要，并符合城市规划，履行规划审批手续。 

    第三十四条  城市、县、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以

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近期建设规划，报总体规划审批机关备案。 

    近期建设规划应当以重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中低收入居民住房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内容，

明确近期建设的时序、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近期建设规划的规划期限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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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条  城乡规划确定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道路、绿地、输配电设施及输电线路走廊、通信设

施、广播电视设施、管道设施、河道、水库、水源地、自然保护区、防汛通道、消防通道、核电站、垃圾填埋场及

焚烧厂、污水处理厂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以及其他需要依法保护的用地，禁止擅自改变用途。 

    第三十六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

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不需要申请选址意见书。 

    第三十七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备

案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建设用地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的范围，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审批后，由土地主管部门划拨土地。 

    第三十八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城市、县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

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项目

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擅自改变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组成部分的规划条件。 

    第三十九条  规划条件未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对未取得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批准用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撤销有关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应当及时退回；给

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四十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需要建设单

位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建设项目，还应当提交修建性详细规划。对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和规划条件的，由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经审定

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予以公布。 

    第四十一条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

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规划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建设，不得占用农用地；

确需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由城市、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第四十二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作出规划许可。 

    第四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确需变更的，必须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提出申请。变更内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通报同级土地主管部门并公示。 

    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报有关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四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的，应当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临时

建设影响近期建设规划或者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以及交通、市容、安全等的，不得批准。 

    临时建设应当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内自行拆除。 

    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规划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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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予以核

实。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 

    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 

    第四章  城乡规划的修改 

    第四十六条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定

期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镇人民代表大会和原审批机关提出评估报告并附具征求意见的情况。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编制机关方可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修改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

体规划、镇总体规划： 

    （一）上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城乡规划发生变更，提出修改规划要求的； 

    （二）行政区划调整确需修改规划的； 

    （三）因国务院批准重大建设工程确需修改规划的； 

    （四）经评估确需修改规划的； 

    （五）城乡规划的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修改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原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

并向原审批机关报告；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

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修改后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和

第十六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

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

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修改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应当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 

    第四十九条  城市、县、镇人民政府修改近期建设规划的，应当将修改后的近期建设规划报总体规划审批机

关备案。 

    第五十条  在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发放后，因

依法修改城乡规划给被许可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因修改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乡规划编制、审批、实施、修改的监督

检查。 

    第五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城乡规划

的实施情况，并接受监督。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并进行复制； 

    （二）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监督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并根据需要进入现场进行勘测； 

    （三）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有关城乡规划的法律、法规的行为。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履行前款规定的监督检查职责，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人员

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第五十四条  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应当依法公开，供公众查阅和监督。 

    第五十五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查处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时，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

分的，应当向其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处分建议。 

    第五十六条  依照本法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有关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给予行政处罚的，上级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建议有关人民政府责令其给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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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七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违反本法规定作出行政许可的，上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

撤销或者直接撤销该行政许可。因撤销行政许可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对依法应当编制城乡规划而未组织编制，或者未按法定程序编制、审批、修改城乡规划的，由

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九条  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编制城乡规划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

改正，通报批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条  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据职权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依法组织编制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二）超越职权或者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核发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核发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 

    （四）未依法对经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予以公布的； 

    （五）同意修改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前未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的； 

    （六）发现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违反规划许可的规定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的行为，而不予查处或者接到

举报后不依法处理的。 

    第六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对未依法取得选址意见书的建设项目核发建设项目批准文件的； 

    （二）未依法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确定规划条件或者改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依法确定的规

划条件的； 

    （三）对未依法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第六十二条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处合同约定的规划编制费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由原发证机关降低资质等

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 

    （二）违反国家有关标准编制城乡规划的。 

    未依法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

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三条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取得资质证书后，不再符合相应的资质条件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四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

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

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

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 

    第六十六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拆除，可以并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一倍以下的罚款： 

    （一）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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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 

    （三）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 

    第六十七条  建设单位未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的，由

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报；逾期不补报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八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

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七十条  本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同时废止。 

 

8.3.3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席令第 29 号 1994 年 7 月 5 日,主席令第 72 号 2007 年 8 月 30

日）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8-12/15/content_1462096.htm   1994 

http://gtghj.wuhan.gov.cn/hs/pc-246-818.html  1994 

http://www.gov.cn/flfg/2007-08/30/content_732595.htm   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 

（1994 年 7 月 5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 年 7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二十九号公布  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地产的管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

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以下简称国有土地）范围内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

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实施房地产管理，应当遵守本法。  

    本法所称房屋，是指土地上的房屋等建筑物及构筑物。  

    本法所称房地产开发，是指在依据本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的行为。  

    本法所称房地产交易，包括房地产转让、房地产抵押和房屋租赁。  

    第三条  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有限期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本法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除外。  

    第四条  国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扶持发展居民住宅建设，逐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  

    第五条  房地产权利人应当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依法纳税。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六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土地管理部门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划分，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管理

全国房地产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土地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及其职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二章  房地产开发用地  

    第一节  土地使用权出让  

    第七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

用者，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  

    第八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

让。  

    第九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年度建设用地计划。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房地产开发的，须根据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下达的控制

指标拟订年度出让土地使用权总面积方案，按照国务院规定，报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由市、县人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出让的每幅地块、用途、年限和其

他条件，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建设、房产管理部门共同拟定方案，按照国务院规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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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实施。  

    直辖市的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行使前款规定的权限，由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标或者双方协议的方式。  

    商业、旅游、娱乐和豪华住宅用地，有条件的，必须采取拍卖、招标方式；没有条件，不能采取拍卖、招标

方式的，可以采取双方协议的方式。  

    采取双方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不得低于按国家规定所确定的最低价。  

    第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四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应当签订书面出让合同。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  

    第十五条  土地使用者必须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  

    第十六条  土地使用者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必须按照

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的，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

部门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  

    第十七条  土地使用者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必须取得出让方和市、县人民政府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整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  

    第十八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当全部上缴财政，列入预算，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上缴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九条  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在特殊情

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

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二十条  土地使用权因土地灭失而终止。  

    第二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至迟于届满

前一年申请续期，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幅土地的，应当予以批准。经批准准予续期的，应当重新签订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照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虽申请续期但依照前款规定未获批

准的，土地使用权由国家无偿收回。  

    第二节  土地使用权划拨  

    第二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划拨，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在土地使用者缴纳补偿、安置等费用后将

该幅土地交付其使用，或者将土地使用权无偿交付给土地使用者使用的行为。  

    依照本法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没有使用期限的限制。  

    第二十三条  下列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确属必需的，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划拨：  

    （一）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  

    （二）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  

    （三）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项目用地；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  

    第三章  房地产开发  

    第二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必须严格执行城市规划，按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实行

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  

    第二十五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必须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

途、动工开发期限开发土地。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但是，因不可抗力或者政

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标准和规范。  

    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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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  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价入股，合资、合作

开发经营房地产。  

    第二十八条  国家采取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措施鼓励和扶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居民住宅。  

    第二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

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  

    （二）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三）有符合国务院规定的注册资本；  

    （四）有足够的专业技术人员；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

应当予以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还应当执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领取营业执照后的一个月内，应当到登记机关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

门备案。  

    第三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的比例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分期开发房地产的，分期投资额应当与项目规模相适应，并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

定，按期投入资金，用于项目建设。  

    第四章  房地产交易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一条  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  

    第三十二条  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和各类房屋的重置价格应当定期确定并公布。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十三条  国家实行房地产价格评估制度。  

    房地产价格评估，应当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评估程序，以基准地价、

标定地价和各类房屋的重置价格为基础，参照当地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  

    第三十四条  国家实行房地产成交价格申报制度。  

    房地产权利人转让房地产，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如实申报成交价，不得瞒报或者作不

实的申报。  

    第三十五条  房地产转让、抵押，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五章的规定办理权属登记。  

    第二节  房地产转让  

    第三十六条  房地产转让，是指房地产权利人通过买卖、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其房地产转移给他人的行

为。  

    第三十七条  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  

    （一）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不符合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条件的；  

    （二）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  

    （三）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  

    （四）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  

    （五）权属有争议的；  

    （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转让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八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  

    转让房地产时房屋已经建成的，还应当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  

    第三十九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301 页 共 3277 页 

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报批时，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决定可以不办理

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转让方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转让房地产所获收益中的土地收益上缴国家或者作其他处

理。  

    第四十条  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合同中应当载明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  

    第四十一条  房地产转让时，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载明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  

    第四十二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后，其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为原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减去原土地使用者已经使用年限后的剩余年限。  

    第四十三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后，受让人改变原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

用途的，必须取得原出让方和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

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第四十四条  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并已经

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

案。  

    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  

    第四十五条  商品房预售的，商品房预购人将购买的未竣工的预售商品房再行转让的问题，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节  房地产抵押  

    第四十六条  房地产抵押，是指抵押人以其合法的房地产以不转移占有的方式向抵押权人提供债务履行担

保的行为。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抵押权人有权依法以抵押的房地产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第四十七条  依法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连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权。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权。  

    第四十八条  房地产抵押，应当凭土地使用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书办理。  

    第四十九条  房地产抵押，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签订书面抵押合同。  

    第五十条  设定房地产抵押权的土地使用权是以划拨方式取得的，依法拍卖该房地产后，应当从拍卖所得的

价款中缴纳相当于应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款额后，抵押权人方可优先受偿。  

    第五十一条  房地产抵押合同签订后，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不属于抵押财产。需要拍卖该抵押的房地产时，可

以依法将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与抵押财产一同拍卖，但对拍卖新增房屋所得，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第四节  房屋租赁  

    第五十二条  房屋租赁，是指房屋所有权人作为出租人将其房屋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

租金的行为。  

    第五十三条  房屋租赁，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租赁用途、租赁价格、修

缮责任等条款，以及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并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  

    第五十四条  住宅用房的租赁，应当执行国家和房屋所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租赁政策。租用房屋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的，由租赁双方协商议定租金和其他租赁条款。  

    第五十五条  以营利为目的，房屋所有权人将以划拨方式取得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上建成的房屋出租的，应当

将租金中所含土地收益上缴国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五节  中介服务机构  

    第五十六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包括房地产咨询机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房地产经纪机构等。  

    第五十七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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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固定的服务场所；  

    （三）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  

    （四）有足够数量的专业人员；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设立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  

    第五十八条  国家实行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资格认证制度。  

    第五章  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  

    第五十九条  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  

    第六十条  以出让或者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经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土地使用权证书。  

    在依法取得的房地产开发用地上建成房屋的，应当凭土地使用权证书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

门申请登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核实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书。  

    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

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

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第六十一条  房地产抵押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办理抵押登记。  

    因处分抵押房地产而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应当依照本章规定办理过户登记。  

    第六十二条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房产管理和

土地管理工作的，可以制作、颁发统一的房地产权证书，依照本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将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

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确认和变更，分别载入房地产权证书。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擅自批准出让或者擅自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房地产开发

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有关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开发业务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没

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转让房地产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责令缴

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预售商品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停

止预售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九条  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收费的，上级机关应当责令退回所收取的钱款；情

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七十条  房产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房产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

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外的国有土地范围内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交易

活动以及实施房地产管理，参照本法。  

    第七十二条  本法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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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七十二 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07 年 8 月 30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7 年 8 月 30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 

 （2007 年 8 月 30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作如下

修改： 

  在第一章“总则”中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

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994 年 7 月 5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7 年 8 月 30 日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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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房地产开发用地  

      第一节 土地使用权出让  

      第二节 土地使用权划拨  

  第三章 房地产开发  

    第四章 房地产交易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房地产转让  

      第三节 房地产抵押  

      第四节 房屋租赁  

      第五节 中介服务机构  

    第五章 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地产的管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

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以下简称国有土地）范围内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

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实施房地产管理，应当遵守本法。  

    本法所称房屋，是指土地上的房屋等建筑物及构筑物。  

    本法所称房地产开发，是指在依据本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的行为。  

    本法所称房地产交易，包括房地产转让、房地产抵押和房屋租赁。  

    第三条 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有限期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本法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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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国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扶持发展居民住宅建设，逐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  

    第五条 房地产权利人应当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依法纳税。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六条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

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七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土地管理部门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划分，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管理

全国房地产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土地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及其职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二章 房地产开发用地 

第一节 土地使用权出让 

    第八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

用者，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  

    第九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

让。  

    第十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年度建设用地计划。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房地产开发的，须根据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下达的控制

指标拟订年度出让土地使用权总面积方案，按照国务院规定，报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由市、县人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出让的每幅地块、用途、年限和其

他条件，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建设、房产管理部门共同拟定方案，按照国务院规定，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实施。  

    直辖市的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行使前款规定的权限，由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标或者双方协议的方式。  

    商业、旅游、娱乐和豪华住宅用地，有条件的，必须采取拍卖、招标方式；没有条件，不能采取拍卖、招标

方式的，可以采取双方协议的方式。  

    采取双方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不得低于按国家规定所确定的最低价。  

    第十四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五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应当签订书面出让合同。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  

    第十六条 土地使用者必须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  

    第十七条 土地使用者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必须按照

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的，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

部门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  

    第十八条 土地使用者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必须取得出让方和市、县人民政府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整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  

    第十九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当全部上缴财政，列入预算，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上缴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十条 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在特殊情

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

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二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因土地灭失而终止。  

    第二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至迟于届满

前一年申请续期，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幅土地的，应当予以批准。经批准准予续期的，应当重新签订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照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虽申请续期但依照前款规定未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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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使用权由国家无偿收回。 

第二节 土地使用权划拨 

    第二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划拨，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在土地使用者缴纳补偿、安置等费用后将

该幅土地交付其使用，或者将土地使用权无偿交付给土地使用者使用的行为。  

    依照本法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没有使用期限的限制。  

    第二十四条 下列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确属必需的，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划拨：  

    （一）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  

    （二）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  

    （三）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项目用地；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 

第三章 房地产开发 

    第二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必须严格执行城市规划，按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实行

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  

    第二十六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必须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

动工开发期限开发土地。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

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但是，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

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标准和规范。  

    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二十八条 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价入股，合资、合作

开发经营房地产。  

    第二十九条 国家采取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措施鼓励和扶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居民住宅。  

    第三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具

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  

    （二）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三）有符合国务院规定的注册资本；  

    （四）有足够的专业技术人员；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

应当予以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还应当执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领取营业执照后的一个月内，应当到登记机关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

备案。  

    第三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的比例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分期开发房地产的，分期投资额应当与项目规模相适应，并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

按期投入资金，用于项目建设。 

第四章 房地产交易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二条 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  

    第三十三条 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和各类房屋的重置价格应当定期确定并公布。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十四条 国家实行房地产价格评估制度。  

    房地产价格评估，应当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评估程序，以基准地价、

标定地价和各类房屋的重置价格为基础，参照当地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  

    第三十五条 国家实行房地产成交价格申报制度。  

    房地产权利人转让房地产，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如实申报成交价，不得瞒报或者作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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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报。  

    第三十六条 房地产转让、抵押，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五章的规定办理权属登记。 

第二节 房地产转让 

    第三十七条 房地产转让，是指房地产权利人通过买卖、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其房地产转移给他人的行

为。  

    第三十八条 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  

    （一）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不符合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条件的；  

    （二）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  

    （三）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  

    （四）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  

    （五）权属有争议的；  

    （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转让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九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

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  

    转让房地产时房屋已经建成的，还应当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  

    第四十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

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报批时，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决定可以不办理土

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转让方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转让房地产所获收益中的土地收益上缴国家或者作其他处理。  

    第四十一条 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合同中应当载明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  

    第四十二条 房地产转让时，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载明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  

    第四十三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后，其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为原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减去原土地使用者已经使用年限后的剩余年限。  

    第四十四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后，受让人改变原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

用途的，必须取得原出让方和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

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第四十五条 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并已经确

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

案。 

    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  

    第四十六条 商品房预售的，商品房预购人将购买的未竣工的预售商品房再行转让的问题，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节 房地产抵押 

    第四十七条 房地产抵押，是指抵押人以其合法的房地产以不转移占有的方式向抵押权人提供债务履行担保

的行为。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抵押权人有权依法以抵押的房地产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第四十八条 依法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连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权。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权。  

    第四十九条 房地产抵押，应当凭土地使用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书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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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条 房地产抵押，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签订书面抵押合同。  

    第五十一条 设定房地产抵押权的土地使用权是以划拨方式取得的，依法拍卖该房地产后，应当从拍卖所得

的价款中缴纳相当于应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款额后，抵押权人方可优先受偿。  

    第五十二条 房地产抵押合同签订后，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不属于抵押财产。需要拍卖该抵押的房地产时，可

以依法将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与抵押财产一同拍卖，但对拍卖新增房屋所得，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第四节 房屋租赁 

    第五十三条 房屋租赁，是指房屋所有权人作为出租人将其房屋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

租金的行为。  

    第五十四条 房屋租赁，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租赁用途、租赁价格、修

缮责任等条款，以及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并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  

    第五十五条 住宅用房的租赁，应当执行国家和房屋所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租赁政策。租用房屋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的，由租赁双方协商议定租金和其他租赁条款。  

    第五十六条 以营利为目的，房屋所有权人将以划拨方式取得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上建成的房屋出租的，应当

将租金中所含土地收益上缴国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五节 中介服务机构 

    第五十七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包括房地产咨询机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房地产经纪机构等。  

    第五十八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  

    （二）有固定的服务场所；  

    （三）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  

    （四）有足够数量的专业人员；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设立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  

    第五十九条 国家实行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资格认证制度。 

第五章 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 

    第六十条 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  

    第六十一条 以出让或者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

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土地使用权证书。  

    在依法取得的房地产开发用地上建成房屋的，应当凭土地使用权证书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

申请登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核实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书。  

    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

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

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第六十二条 房地产抵押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办理抵押登记。  

    因处分抵押房地产而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应当依照本章规定办理过户登记。  

    第六十三条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房产管理和

土地管理工作的，可以制作、颁发统一的房地产权证书，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将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

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确认和变更，分别载入房地产权证书。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擅自批准出让或者擅自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房地产开发

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有关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开发业务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没收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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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转让房地产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责令缴纳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预售商品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停止

预售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七十条 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收费的，上级机关应当责令退回所收取的钱款；情节

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七十一条 房产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房产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

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二条 在城市规划区外的国有土地范围内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交易

活动以及实施房地产管理，参照本法执行。  

    第七十三条 本法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8.3.34）《关于发布<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的通知》（建标[2002]219 号 2002 年 08 月 30 日） 

http://xuewen.cnki.net/CJFD-JZGL200303001.html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各有关协会： 

   根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部令第 81 号《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我部

组织有关单位共同对 2000 年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以下简称《强制性条文》）进行了修

订，形成了 2002 年版《强制性条文》，业经批准现予发布，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原 2000 年版《强制性条

文》同时废止。本《强制性条文》的内容，是工程建设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中直接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身健

康、环境保护和公共利益的条文，同时考虑了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要求。列入《强制性条文》的所有条文

都必须严格执行。 

   本《强制性条文》是参与建设活动各方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政府对执行情况实施监督的依据。 

   本《强制性条文》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解释，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2 年 8 月 30 日 

8.3.35）《关于发布<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的通知》（建标[2000]85 号 2000 年 04 月 20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6574.html 

关于发布《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的通知建标[2000]85 号    

关于发布《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的通知  

 

建标[2000]85 号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计划单列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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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务院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和我部建标[2000]31 号文的要求，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编制了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以下称《强制性条文》）。《强制性条文》包括城乡规划、城市建设、房屋建筑、工业

建筑、水利工程、电力工程、信息工程、水运工程、公路工程、铁道工程、石油和化工建设工程、矿山工程、人防

工程、广播电影电视工程和民航机场工程等部分。《强制性条文》的内容，是工程建设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中直接

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环境保护和其他公众利益，同时考虑了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要求。

列入《强制性条文》的所有条文都必须严格执行。 

  《强制性条文》是参与建设活动各方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政府对执行情况实施监督的依据。 

  今后新批准发布的工程建设标准，凡有强制性条文的，应在文本中明确表示，并应纳入《强制性条文》。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已经我部组织审查批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由我部标准定额司负责具体管理和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年四月二十日  

抄送：国家人防办、总后营房部 

 

 

 

 

8.3.36）《<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2009 年版》） 

 

 

 

 

8.3.37）《关于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2]21 号 2002-03-08）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5452.html   

http://www.cddrc.gov.cn/detail.action?id=847358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0909/t20090915_9820.html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建设部、国家计委、监察部《关于健全和

规范有形建>市场的若干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健全和完善有形建>市场，

是提高建设工程交易透明度，防止规避招标、招投标弄虚作假，以及转包、违法分包等行为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

整顿和规范建>市场秩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有形

建>市场的建设，加强管理，规范运行，促进有形建>市场健康发展，创造公开、公正、公平的建>市场竞争环

境。                            建设部 国家计委 监察部                              (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日)   

关于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的若干意见  

  有形建筑市场(即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以下统称有形建>市场)是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为建设工程交易活动

提供业务的场所。实践证明，设立有形建>市场是我国建设工程领域的一项有益尝试。这项措施对于增进建设工程

交易透明度，加强对建设工程交易活动的监督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腐败行为，具有重要作用。但是，

目前我国建>市场发育尚不成熟，有关部门监管尚不到位，一些依法必须公开招标的建设项目存在规避招标、假招

标行为，一些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转包工程和违法分包行为仍屡禁不止，一些地方有形建>市场在运行中

存在政企不分、收费不合理，以及地方分割市场和行业保护等问题，亟待通过健全和规范有形建>市场等措施加以

解决。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建>市场秩序的通知》(国办发[2001]81 号)有关精神，现就健全和

规范有形建>市场提出以下意见： 

  一、健全体制，完善功能 

  （一）充分发挥有形建>市场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的作用。现阶段，对于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以及

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房屋建>工程项目和市>工程项目，必须通过有形建>市场，依法公开招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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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和大型市>工程项目采用国际招标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关于公开招标的规定办理。其他应

公开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也可进入有形建>市场招标、发包。 

  (二)目前已经设立和运行的有形建>市场必须与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脱钩，做到人员、职能分离，政企分

开，>事分开，不能与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搞“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不得与任何招标代理机构有隶属关系或者

经济利益关系；不得从事工程项目招标代理活动；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和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企业参加投标，

或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 

  （三）完善有形建>市场业务功能。有形建>市场要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包括开标、评标、定标等，

提供设施齐全、业务规范的场所；收集、存贮和发布招标投标信息、>策法规信息、企业信息、材料设备价格信息、

科技和人才信息、分包信息等，为建设工程交易各方提供信息咨询业务；为政府主管部门实施监督和管理提供条件。

有形建>市场要积极完善并拓展业务功能，为总包、分包双方依法开展经营活动提供优良的业务。 

  （四）加强有形建>市场设施建设。有形建>市场要加强计算机管理系统和相关网络建设，建立和充实相关

数据库，提高信息化业务水平。要尽快完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并尽快形成全国联网。有条件的地区要在公众网

设立“窗口”，提供信息发布、投标咨询、网上接收资料、网上公布评标结果等各种业务，提高建设工程交易活动

操作的透明度。 

  二、加强监管，规范运行 

  （五）政府有关部门及其管理机构要在有形建>市场设立面向招标人、投标人集中办公的“窗口”。建设、

工商、物价、税务等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对有形建>市场的指导，依法对建设工程交易活动实施监督，

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监察机关要在有形建>市场建立举报制度，积极、认真地受理群众的检举和控

告。 

  （六）有形建>市场发现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负有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的责任，并应

当协助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在征得招标人和投标人同意后，有形建>市场应当妥善保存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

中产生的有关资料、原始记录等，制定相应的查询制度和保密措施，以便于有关部门加强对建设工程交易活动的监

督和管理。 

  （七）严格规范有形建>市场的收费行为。要坚决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降低过高的收费标准。省级人

民政府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核准有形建>市场收费项目和标准，并向社会公布。有关单位必

须按照有关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取有关费用。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管理和业务职责，除国家规定的税

费之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八）加强制度建设，严格内部人员管理。有形建>市场中的内部人员要严守纪律，不得参与评标、定标

等活动；严禁向建设单位推荐投标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内部信息以谋取私利；在履行政务职责时，遇到与本

人或者其直系亲属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应当回避；实行定期轮岗制度等。对违反上述要求及其他有关规定的，要依

法查处，并严厉追究主管部门及有关领导人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严格有形建>市场设立审批管理 

  （九）严格有形建>市场设立审批条件。今后,凡地级以上城市设立有形建>市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报建设部审定。地级以上城市设立有形建>市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有固定的建设工程交易场所和满足有形建>市场基本功能要求的业务设施。 

   2.成立不与任何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有隶属关系的独立管理机构。 

   3.有健全的有形建>市场工作规则、办事程序和内部管理制度。 

   4.工作人员应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和招标投标管理等方面知识。 

   5.经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及其管理机构同意，在有形建>市场设立业务“窗口”，并依法实施监督。 

  （十）对投资数量较多、建设规模较大的县级城市，确需设立有形建>市场的，应参照上述条件，报省级

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四、加强对有形建>市场健全和规范工作的领导 

  （十一）为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建>市场秩序，切实加强对有形建>市场的管理，由建设部牵头，会同国家计

委、监察部等有关部门成立部际协调小组，负责指导全国有形建>市场健全和规范工作。对已设立的有形建>市场，

建议行政主管部门要依照上述条件进行检查，并在新闻媒体公布结果；对不符合条件或有违规行为的，责令限期整

顿或予以取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级以上城市可根据工作需要成立相应的协调机构，负责指导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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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建>市场健全和规范工作。 

 

8.3.38）《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建市[2007]9 号 2007-01-27）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701/t20070117_158835.html  

http://www.waizi.org.cn/law/14163.html  

http://jw.huainan.gov.cn/15822463/24747871.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07-00103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期：2007 年 01

月 12 日文件名称：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建市[2007]9

号主 题 词：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计划单列市建委（建设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总后基建营房部

工程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健全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加强对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动态监管，营造诚实守

信的市场环境，我们组织制定了《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和宣传贯

彻，并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制订落实《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

基础条件较好的地级城市要在 2007 年 6 月 30 日前，按照《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的要求，建立本地区

的建筑市场综合监管信息系统和诚信信息平台。其他地区在 2007 年年底前也要全部启动这项工作，推动建筑市场

信用体系建设的全面实施。 

 

  附件：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七年一月十二日     

  

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健全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加强对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监管，营造诚

实守信的市场环境，根据《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市场各方主体是指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和参与工程建设活动的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检测试验、施工图审查等企业或单位以及相关从业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诚信行为信息包括良好行为记录和不良行为记录。 

  良好行为记录指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守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强制性

标准，行为规范，诚信经营，自觉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受到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专业部门的奖励和表彰，

所形成的良好行为记录。 

  不良行为记录是指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违反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强制性标

准和执业行为规范， 经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执法监督机构查实和行政处罚，形成的不良行为记

录。《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由建设部制定和颁布。 

  第四条 建设部负责制定全国统一的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诚信标准；负责指导建立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信

用档案；负责建立和完善全国联网的统一的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信息平台；负责对外发布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诚信

行为记录信息；负责指导对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信用评价工作。 

  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信用管理工作，采集、审核、汇

总和发布所属各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的各方主体的诚信行为记录，并将符合《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

行为记录认定标准》的不良行为记录及时报送建设部。报送内容应包括：各方主体的基本信息、在建筑市场经营和

生产活动中的不良行为表现、相关处罚决定等。 

  各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统一的诚信标准和管理办法，负责对本地区参与工程建设的各方主体的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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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行为进行检查、记录，同时将不良行为记录信息及时报送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中央管理企业和工商注册不在本地区的企业的诚信行为记录，由其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采集、

审核、记录、汇总和公布，逐级上报，同时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建立和完善其信用档

案。 

  第五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明确分管领导和承办机构人员，落实责任制，加强对各方主体不良行为

的监督检查以及不良行为记录真实性的核查，负责收集、整理、归档、保全不良行为事实的证据和资料，不良行为

记录报表要真实、完整、及时报送。 

  第六条 行业协会要协助政府部门做好诚信行为记录、信息发布和信用评价等工作，推进建筑市场动态监

管；要完善行业内部监督和协调机制，建立以会员单位为基础的自律维权信息平台，加强行业自律，提高企业及其

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 

  第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

自行或通过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执法监督机构，结合建筑市场检查、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以及政府部

门组织的各类执法检查、督查和举报、投诉等工作，采集不良行为记录，并建立与工商、税务、纪检、监察、司法、

银行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 

  第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行政处罚情况，及时公布各方主体的不良行为信

息，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有效约束机制。 

  第九条 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通过资源整合和组织协调，完善建筑市场和工程现场联动的业务监管体

系，在健全建筑市场综合监管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建立向社会开放的建筑市场诚信信息平台，做好诚信信息的发布

工作。诚信信息平台的建设可依托各地有形建筑市场（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的资源条件，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第十条  诚信行为记录实行公布制度。 

  诚信行为记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当地建筑市场诚信信息平台上统一公布。其中，

不良行为记录信息的公布时间为行政处罚决定做出后 7 日内，公布期限一般为 6 个月至 3 年；良好行为记录信息公

布期限一般为 3 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布内容应与建筑市场监管信息系统中的企业、人员和项目

管理数据库相结合，形成信用档案，内部长期保留。 

  属于《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范围的不良行为记录除在当地发布外，还将由建设

部统一在全国公布，公布期限与地方确定的公布期限相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确认的不良行为记录在当地发布之日起 7 日内报建设部。 

  通过与工商、税务、纪检、监察、司法、银行等部门建立的信息共享机制，获取的有关建筑市场各方主体

不良行为记录的信息，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应参照本规定在本地区统一公布。 

  各地建筑市场综合监管信息系统，要逐步与全国建筑市场诚信信息平台实现网络互联、信息共享和实时发

布。 

  第十一条 对发布有误的信息，由发布该信息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修正，根据被

曝光单位对不良行为的整改情况，调整其信息公布期限，保证信息的准确和有效。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整改结果，对整改确有实效的，由企业提出申请，经批准，

可缩短其不良行为记录信息公布期限，但公布期限最短不得少于 3 个月，同时将整改结果列于相应不良行为记录

后，供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查询；对于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力的单位，信息发布部门可延长其不良行为记录信息公布

期限。 

  行政处罚决定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行政执法监督被变更或被撤消，应及时变更或删除该不良记录，

并在相应诚信信息平台上予以公布，同时应依法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第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信息共享，推进各地诚信信息平台的互联互

通，逐步开放诚信行为信息，维护建筑市场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第十三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

原则，逐步建立诚信奖惩机制，在行政许可、市场准入、招标投标、资质管理、工程担保与保险、表彰评优等工作

中，充分利用已公布的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诚信行为信息，依法对守信行为给予激励，对失信行为进行惩处。在健

全诚信奖惩机制的过程中，要防止利用诚信奖惩机制设置新的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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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管理权限和属地管理原则建立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信用档案，

将信用记录信息与建筑市场监管综合信息系统数据库相结合，实现数据共享和管理联动。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依据地方性

法规对本办法和认定标准加以补充，制订具体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关于在工程建设

领域开展行贿犯罪档案试点工作的通知》（高检会[2004]2 号）要求，准确把握建立工程建设领域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系统的内容和要求，认真履行职责，加强领导，密切配合，做好工程建设领域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试点工作，将其纳

入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逐步建立健全信用档案管理制度和失信惩戒制度。 

  第十七条  对参与工程建设的其他单位（如建筑材料、设备和构配件生产供应单位等）和实行个人注册

执业制度的各类从业人员的诚信行为信息，可参照本办法进行管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 

      建设单位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A1） 

      勘察单位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B1） 

      设计单位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C1） 

      施工单位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D1） 

      监理单位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E1） 

      招标代理单位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F1） 

      造价咨询单位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G1） 

      检测机构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H1） 

      施工图审查机构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I1） 

 

 

8.3.39）《建设部信访工作管理办法》（建办[2005]205 号 2005 年 11 月 10 日）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zh/200611/t20061101_153489.html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1034355.htm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建设部的信访工作，畅通信访渠道，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国务院《信访条

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建设部信访室是建设部对外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的机构，负责日常信访的接待、处理和管理工作。  

本办法所称来信是指信访人通过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书面形式提出的信访事项。  

本办法所称来访是指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  

第三条部信访室应当向社会公布其通信地址、电子信箱、投诉电话、信访接待时间和地点、查询信访事项处理

进展及结果的方式等相关事项，并在建设部网站上公布与信访工作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信访事项的

处理程序，以及其他为信访人提供便利的相关事项。  

第四条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信访

处理原则，部信访室转有关省、自治区建设厅和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建设部门）负责解决的信访

问题，或者转部有关司局处理的信访问题，有关省级建设部门或者部有关司局应当认真负责，依法在规定的时限内

办结。  

第五条各省级建设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访责任人和联络员制度，有一名分管领导做为信访责任人，并确定一名

专（兼）职信访联络员，负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系统信访工作的协调并指导做好处理工作。  

第六条各级建设部门应当坚持科学、民主决策，依法履行职责，从源头上预防导致信访事项的矛盾和纠纷。  

第七条各级建设部门要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认真做好各种矛盾纠纷的排查和超前化解工作，

把工作重点从事后处置转到事前预防上。要高度重视并热情耐心地做好群众初次来信来访的接待处理工作，把矛盾

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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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部信访室的基本任务和人员要求  

第八条部信访室的基本任务：  

（一）受理群众反映与建设部职能有关的意见、建议和诉求的来信来访，对建设系统的信访工作进行综合协调

和指导。  

（二）负责及时向各省级建设部门和部有关司局交办、转办、督办来信来访事项，承担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

志，以及国家信访局和部领导（含“三总师”，下同）交办信访案件的督办或查办。  

（三）按月、季、年做好信访情况的统计分析报告工作，及时做好突发事件和集体上访的信息报送工作；紧急

时可先口头报情况，事后补报文字材料；对重大事项应当追踪连续报送后续处理情况。  

（四）从群众来信来访中，筛选出群众信访的热点、难点问题，搜集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对来信来访中

带普遍性、政策性、倾向性的问题及重大信访案件进行调查研究，商请部有关司局提出建议和处理意见，为领导决

策服务。  

（五）适时组织建设系统信访工作经验交流、业务培训和理论研讨，不断提高建设系统信访工作人员政策、业

务水平和依法处理信访问题的能力。  

（六）负责维护信访室及其候谈室的正常工作秩序。对在候谈室内纠缠、吵闹的人员应当及时劝阻。对躺卧、

滞留候谈室，影响信访室正常办公秩序和候谈室公共卫生的人员进行必要的教育，维护正常的来访秩序。  

第九条部信访室工作人员必须做到：  

（一）认真学习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及建设系统的有关政策法规，坚持原则，依

法、及时、合理处理信访人的投诉请求；  

（二）热情接待来访群众，认真登记来信来访的诉求，倾听并分析所反映的问题，耐心解释政策，及时与地方

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沟通情况；  

（三）做好对来访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教育和引导群众学法、懂法、用法、守法，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

益要求，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信访工作秩序。  

第三章处理信访事项的基本要求  

第十条部信访室应当保持与各省级建设部门信访联络员的联系畅通，一经发现进京集体上访、异常访及突发事

件，及时协调地方有关部门与部有关司局派人到现场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部信访室对越级进京上访的人员，应当做好耐心细致的宣传和思想疏导工作，劝其依法向有权处理的

机关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如有必要，部信访室应当及时通知地方有关部门做好接待工作，防止矛盾扩大。  

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部信访室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部信访室不予受

理。  

第十二条部信访室收到信访事项，应当予以登记。凡属反映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意见和建议，或者

不服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应当受理，并在 15 日内转送部有关司局处理，部有关司局不得推诿、敷衍、

拖延；对于不属于部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应当告知信访人向有权处理的机关提出。  

对收到的信访事项，能够当场答复是否受理的，应当当场书面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信访事项之

日起 15 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信访人的姓名（名称）、住址不清的除外。  

第十三条信访事项涉及地方建设部门或其工作人员行为的，应当告知信访人向有权处理的地方有关机关提出。

情况重大、紧急的信访事项，由部信访室及时转送有权处理的有关市、县建设部门，并抄送该省级建设部门。  

第十四条地方建设部门或者部有关司局经过调查核实，应当依照有关政策、法规，分别作出以下处理，并书面

答复信访人：  

（一）请求事由事实清楚，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予以支持，并督促有关机关或单位执行；  

（二）请求事由合理但缺乏法律依据的，应当向信访人做好解释工作；  

（三）请求事由缺乏事实根据或者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不予支持。  

第十五条信访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

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并告知信访人延期理由。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信访人对行政机关做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 30 日内请求原办理

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收到复查请求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并

予以书面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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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 30 日内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请求复

核。收到复核请求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复核意见。  

按照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家信访局《对<信访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上一级行政机关”的含义及

<信访条例>适用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本办法所指的原办理行政机关、复查机关是设区的市级以下建设部门的其上

一级行政机关是指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建设部门；原办理行政机关复查机关是省级建设部门的，其上一级行政

机关是指本级人民政府。  

第十八条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地方建设部门或者部信访室不再受

理，但应当向信访人做好解释工作。  

第十九条信访人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告

知信访人分别向有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

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

出。  

第四章来信处理程序  

第二十条部信访室指定专人办理人民群众给建设部或部领导的人民来信，以及国家信访局等有关单位转来的人

民来信。  

第二十一条部信访室收到来信后，应当将来信和信封装订在一起并在来信第一页的右上角加盖当日建设部信访

室收信印章，将来信人姓名、地址、反映的主要内容、办理情况等登录在《来信登记表》。  

部有关司局收到群众来信的，也应当登记，及时转地方建设等有关部门处理，并书面告知信访人。有关司局应

在每月 2 日前（节假日顺延至上班第 2 天）将上月群众来信登记表送部信访室。  

第二十二条下列内容的信件应报部领导或办公厅领导阅批：  

（一）有关建设行业的管理、科技和改革等方面的重要意见和建议；  

（二）带有普遍性、倾向性和苗头性的重大问题；  

（三）建设系统的重要情况和动态；  

（四）国内外知名人士的重要来信；  

（五）反映对重大问题顶、拖不办、明显违反政策的来信；  

（六）其他需经领导同志阅批的信件。  

信件上报前，办信人可对信件的内容做适当的了解核实。上报的信件经领导批示后，由指定经办人按批示意见

具体落实。在规定期限内无反馈结果的，由经办人负责催办。领导批示件要登记、复印保存。  

第二十三条下列内容的信件由部信访室用公函将信件转交有关省级建设部门或者部有关司局处理，并在规定时

限内反馈办理结果：  

（一）检举、控告严重违法乱纪、扰乱秩序或者以权谋私的问题；  

（二）可能发生意外，给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问题；  

（三）其他应当由有关省级建设部门或者部有关司局进行调查处理的重要的情况、问题。  

交办的函件由办信人拟稿，函稿应明确办理和反馈的期限。如需以部、办公厅名义发函交办的，应当按照《建

设部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交办后，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未反馈结果，由原办信人催办。  

第二十四条经办人对反馈的结果应认真审查，可以结案的，送部信访室负责人审定，其中重要问题，报办公厅

领导审定。对处理明显不当或者不能结案的，应当商请有关单位或者有关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来信人对上报处理结果表示不同意见的，应当认真研究，慎重做结案处理。  

对已结案信件，经办人应当将该案办理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材料整理保存。  

第二十五条一般信件由部信访室用固定格式的转办单，转交给有关省级建设部门或者部有关司局酌情处理，不

需反馈处理结果。  

对无查办和无参考价值，以及不需要再处理的重复信件，由部信访室做暂存处理。暂存信件由办信人登记、存

放，定期整理销毁。  

第五章来访处理程序  

第二十六条来访人应当到部信访室提出来访事项。来访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

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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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建设部机关大楼周围非法聚集，围堵、冲击建设部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  

（二）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  

（三）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四）在部信访室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部信访室；  

（五）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  

（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七条来访人应当按照部信访室窗口接待人员的要求，填写《来访人员登记表》。集体来访的应当按来访

人数逐一填写。  

窗口接待人员应当仔细阅览来访人员填写的《来访人员登记表》，核实有关证件，确认是否接谈。确认接谈的，

窗口接待人员应告来访人员在指定候谈室等候接谈。  

第二十八条接待人员要坚持文明接待，认真耐心地倾听来访人员的叙述，阅看来访人员携带的材料，做好接谈

记录，认真负责地向群众做好政策解释和思想疏导工作。  

来访人反映的问题专业性、政策性较强的，由部信访室通知部有关司局。有关司局应当及时安排专业人员到部

信访接待室接待来访群众。  

第二十九条依法应当由部负责处理的信访事项，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要求办理，并告知来访人员返回原

地听候处理，不要在京等候结果。  

信访事项涉及地方建设部门或者其工作人员行为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的要求办理。  

第三十条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立案交办或者请地方有关建设部门派人来京协调处理：  

（一）问题比较复杂的疑难特殊案件和人数众多的集体来访，经动员不返回或者情况不清，而又需要及时处理

的；  

（二）多次来访、多次交办而无处理结果的；  

（三）来访人有异常表现或者意外情况，需要与地方有关建设部门当面研究的；  

（四）地方有关建设部门的处理有明显失误，且处理难度较大的；  

（五）其他需要请地方有关建设部门来京协调处理的情况。  

第三十一条对立案交办的信访事项，有关省级建设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反馈处理结果。  

第三十二条要做好集体来访的接待工作。  

本制度所称集体来访，是指同一地区、反映同一问题的群众代表 5 人的来访。超过 5 人的，按照本办法第三十

五条的规定处理。  

接待集体来访时，应当有 2 名接待人员接待。  

接待处理集体来访时，要注意加强与有关省级建设部门和市县的联系、沟通，避免矛盾激化，事态扩大。如需

要请地方有关建设部门来京处理时，应当通过省级建设部门的信访联络员协调地方派人来京。集体来访反映的问题

涉及部多个司局业务的，部信访室应当及时向办公厅领导报告，由办公厅领导协调部有关司局共同处理。  

第六章信访突发事件处理程序  

第三十三条部成立处置信访突发事件领导小组。部处置信访突发事件领导小组由分管副部长任组长，办公厅主

任、分管副主任和有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置信访突发事件的协调工作，办公厅分管

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第三十四条部信访室接待人员发现来访人在信访室及其候谈室患有危、急疾病，以及受到意外伤害或者服药自

杀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及时与部机关门诊部和北京市急救中心联系急救处理，并及时向办公厅领导报告。  

接待人员发现来访人患有按规定应当上报的传染病时，应当及时与部机关门诊部和北京市海淀区卫生防疫部门

联系处理，并配合做好传染病的有关防治工作。  

第三十五条对来访人中的下列行为之一的，接待人员可视情节轻重进行劝阻、批评、教育，请公安机关给予警

告、训诫、制止，或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一）不按规定到指定场所上访，干扰社会秩序和机关工作秩序的；  

（二）同一地区、反映同一问题的来访人数超过 5 人的；  

（三）反映的问题已按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作了处理，仍提出无理要求，经耐心说服教育无效，长期在部信访

室纠缠取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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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映的问题按有关政策、法规不应解决，但仍坚持无理要求，长期在部信访室纠缠取闹，妨碍正常工作

秩序的；  

（五）在来访人中串联闹事，拦截、纠缠领导的；  

（六）扬言爆炸、杀人、自杀，企图制造事端，铤而走险的；  

（七）携带危险品、爆炸品以及各种管制器械到接待场所或者机关办公区的；  

（八）对接待人员进行纠缠、侮辱、殴打、威胁的；  

（九）破坏接待室办公设施以及有其他违法乱纪行为的；  

（十）其他严重影响办公秩序行为的。  

第三十六条接待人员遇有下列特殊情况时，应立即报告有关部门：  

（一）来访人扬言要到中南海、天安门或者中央领导同志住处上访、制造事端的，应当及时向办公厅领导汇报，

并及时向国家信访局、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报告；  

（二）发现被公安机关通缉的人犯来访时，应当立即向甘家口派出所报告；  

（三）发现信访室或者附近有人员死亡时，应当立即向办公厅领导报告，并请公安机关勘验现场和尸体，验明

死者身份。如属来访人的，应立即通知地方有关建设部门商讨处理办法；现场无保护必要的，应协助有关部门立即

将其送医院存放，等待处理。如属非来访人的，由公安机关处理。  

第三十七条对规模较大、情绪激烈，或者围堵部机关办公大楼的集体来访事件，除按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要求

做好接待工作外，部信访室应立即报告办公厅领导，由厅领导请部有关司局立即派人和部信访室接待人员共同听取

上访人员反映的问题，耐心细致地做好政策解释工作。同时，要求有关省级建设部门、市驻京办事处派得力人员尽

快到场，解答群众反映的问题，积极疏导上访人员尽早返回本地妥善处理。说服教育无效、集体来访人员继续围堵

部机关办公大楼的，要提请公安机关处理。  

部机关有关司局、部机关服务中心等有关单位，要按照部印发的《建设部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工作预案》（建

办[2004]33 号）的要求，负责做好相应的工作。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八条本办法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2005 年 4 月 28 日建设部印发的《建设部信访工作管理办法》（建办[2005]59

号）同时废止。 

 

 

8.3.40）《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管理办法》（2007 年第 5 号，令 2009 年第 9 号） 

http://www.gov.cn/flfg/2009-10/14/content_1439511.htm   2009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c/200910/20091006556442.html   2009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fggz/315092/index.shtml  2009 

http://lywjm.longyan.gov.cn/zwgk/zcfg/201612/t20161202_637800.htm   2015 

 注：根据 2017 年 9 月 14 日发布的《商务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商务部令 2017 年第 3 号），

废止《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管理办法》（商务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令 2009 年第 9 号）。 

《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管理办法》 2009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09 年 第 9 号 

  《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管理办法》已经 2009 年 5 月 5 日商务部第 23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同意，现予公布，自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陈德铭 

                       部 长：姜伟新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对外承包工程管理，促进对外承包工程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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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对外承包工程，是指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以下统称单位）承包境外建设工程项

目，包括咨询、勘察、设计、监理、招标、造价、采购、施工、安装、调试、运营、管理等活动。 

  第三条 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依据本办法取得对外承包工程资格，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资

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后，方可在许可范围内从事对外承包工程。 

第二章 资格条件 

  第四条 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分为工程建设类和非工程建设类。 

  其中，工程建设类单位指从事国内工程勘察、设计、咨询、监理、施工、安装等活动，且取得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颁发的相关资质的单位。 

  第五条 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法人资格；工程建设类单位应具有与其资质要求相适应的注册资本（本办法所称注册资本包括开

办资金）；非工程建设类单位的注册资本不低于 2000 万元人民币。 

  （二）具有相应的资质或者业绩： 

  工程建设类单位应当依法取得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颁发的特级或者一级（甲级）资质

证书；国家对于有关专业的资质不分等级的，应取得该资质证书； 

  非工程建设类单位上一年度机电产品出口额达到 5000 万美元，或自行设计、生产（含组织生产）、出口的

成套设备或大型单机设备出口额达到 1000 万美元，或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达到 1000 万美元且近 3 年中成功实施过

3 个单项合同额在 5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三）有与开展对外承包工程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中至少 2 人具有 2 年以上从事对外承包工

程的经历。 

  （四）有与开展对外承包工程相适应的安全防范能力，成立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负责的境外安全防范领导

小组，常设人员不得少于 2 人，有相应的境外安全防范机制和应急处理预案。 

  （五）有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管理体系，最近 2 年内没有发生重大工程质量问题和较大事故以上的

生产安全事故，建筑施工企业还需取得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六）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最近 3 年内没有重大违约行为和重大违法经营记录。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最近

3 年应连续通过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 

  第六条 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应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项目。 

第三章 资格申请 

  第七条 申请对外承包工程资格，中央企业和中央管理的其他单位（以下简称中央单位）应当向商务部提

出申请，中央单位以外的单位应当向注册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八条 申请对外承包工程资格，需提交如下书面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一）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申请书；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外商投资企业应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四）工程建设类单位需提供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复印件），建

筑施工企业还需提供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非工程建设类单位需提供海关出

具的出口额证明或商务部出具的相应业务统计证明； 

  （五）与对外承包工程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 

  （六）申请单位境外安全防范领导小组及常设人员状况的说明及境外安全防范机制和应急处理预案； 

  （七）申请单位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管理体系文件； 

  （八）商务主管部门要求提交的证明符合第五条规定条件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申请对外承包工程资格，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且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商务主管部门应

当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收到材料的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

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十条 工程建设类单位申请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商务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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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转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

并转交商务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自收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意见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做出批准或者

不予批准的决定。 

  非工程建设类单位申请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商务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做出

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批结果及其他相关统计信息告知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批准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申请的，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到注册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领取《资

格证书》，并缴纳劳务合作备用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同时通过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网上管理系统将其颁发《资格

证书》的情况报商务部备案。 

  不予批准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申请的，由受理申请的商务主管部门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具有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单位与其他单位合并，原具有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单位终止的，合并

后的单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相应条件的，可以依照第七条的规定向有关商务主管部门申请换领《资格证书》。商务

主管部门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具有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单位分立的，分立后的单位符合相应条件的，可按照本办法重新申请对外承包工

程资格。 

第四章 《资格证书》管理 

  第十三条 《资格证书》须妥善保管，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资格证书》遗失的，应及时向原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并在全国性商业报纸或杂志上声明作废后方

可向原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申请补发。 

  第十四条 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单位类型、注册资本等发生变更时，应在变更

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原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办理《资格证书》变更手续并换领新的《资格证书》。 

  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依法终止的，原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注销其对外承包工程资格及其《资格证书》。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监督检查，并会同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对工程建设类单位的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进行监督检查。 

  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不再具备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当责

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仍达不到的，吊销其《资格证书》，并书面告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十六条 商务部负责建立和维护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网上管理系统，加强对全国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监督

管理。 

  第十七条 商务部可视对外承包工程管理和协调工作的需要，根据对外承包工程单位对外承包工程的业绩、

守法经营情况和有关组织资信评级等，对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第十八条 有关对外承包工程的协会、商会应依法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根据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监督管理

情况，依据行业规范提出行业意见和建议。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未取得对外承包工程资格，擅自开展对外承包工程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

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资格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由原审

批的商务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申请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商务主管部门不予受理或

者不予许可，并给予警告。 

  申请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格证书》的，由原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

撤销《资格证书》，并给予警告，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商务主管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可以依据《对外承包工程管

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 商务主管部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许可和管理工作

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320 页 共 3277 页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获得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单位，可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按照本办法

关于资格申请的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申请换领《资格证书》。 

  前款所称单位在申请时达不到本办法规定的相应条件的，商务主管部门应责令其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3 年

内整改，并在其《资格证书》上注明有效期为 3 年。 

  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将《资格证书》换证和变更信息告知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调整范围不包括机电产品及大型机械和成套设备出口。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管理办法》 2015 

2007 年第 5 号 

  《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管理办法》已经 2009 年 5 月 5 日商务部第 23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同意，现予公布，自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部 长：陈德铭 

部 长：姜伟新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管理办法 

（商务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令 2009 年第 9 号，根据 2015 年 10 月 28 日《商务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对外承包工程管理，促进对外承包工程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

法》和《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对外承包工程，是指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以下统称单位）承包境外建设工程项

目，包括咨询、勘察、设计、监理、招标、造价、采购、施工、安装、调试、运营、管理等活动。 

  第三条 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依据本办法取得对外承包工程资格，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资

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后，方可在许可范围内从事对外承包工程。 

第二章 资格条件 

  第四条 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分为工程建设类和非工程建设类。 

  其中，工程建设类单位指从事国内工程勘察、设计、咨询、监理、施工、安装等活动，且取得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颁发的相关资质的单位。 

  第五条 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法人资格；工程建设类单位应具有与其资质要求相适应的注册资本（本办法所称注册资本包括开

办资金）；非工程建设类单位的注册资本不低于 2000 万元人民币。 

  （二）具有相应的资质或者业绩： 

  工程建设类单位应当依法取得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颁发的特级或者一级（甲级）资质

证书；国家对于有关专业的资质不分等级的，应取得该资质证书； 

  非工程建设类单位上一年度机电产品出口额达到 5000 万美元，或自行设计、生产（含组织生产）、出口的

成套设备或大型单机设备出口额达到 1000 万美元，或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达到 1000 万美元且近 3 年中成功实施过

3 个单项合同额在 5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三）有与开展对外承包工程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中至少 2 人具有 2 年以上从事对外承包工

程的经历。 

  （四）有与开展对外承包工程相适应的安全防范能力，成立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负责的境外安全防范领导

小组，常设人员不得少于 2 人，有相应的境外安全防范机制和应急处理预案。 

  （五）有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管理体系，最近 2 年内没有发生重大工程质量问题和较大事故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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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建筑施工企业还需取得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六）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最近 3 年内没有重大违约行为和重大违法经营记录。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最近

3 年应连续通过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 

  第六条 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应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项目。 

第三章 资格申请 

  第七条 申请对外承包工程资格，中央企业和中央管理的其他单位（以下简称中央单位）应当向商务部提

出申请，中央单位以外的单位应当向注册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八条 申请对外承包工程资格，需提交如下书面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一）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申请书；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外商投资企业应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四）工程建设类单位需提供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复印件），建

筑施工企业还需提供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非工程建设类单位需提供海关出

具的出口额证明或商务部出具的相应业务统计证明； 

  （五）与对外承包工程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 

  （六）申请单位境外安全防范领导小组及常设人员状况的说明及境外安全防范机制和应急处理预案； 

  （七）申请单位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管理体系文件； 

  （八）商务主管部门要求提交的证明符合第五条规定条件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申请对外承包工程资格，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且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商务主管部门应

当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收到材料的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

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十条 工程建设类单位申请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商务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材

料转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

并转交商务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自收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意见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做出批准或者

不予批准的决定。 

  非工程建设类单位申请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商务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做出

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批结果及其他相关统计信息告知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批准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申请的，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到注册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领取《资

格证书》，并缴纳劳务合作备用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同时通过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网上管理系统将其颁发《资格

证书》的情况报商务部备案。 

  不予批准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申请的，由受理申请的商务主管部门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具有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单位与其他单位合并，原具有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单位终止的，合并

后的单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相应条件的，可以依照第七条的规定向有关商务主管部门申请换领《资格证书》。商务

主管部门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具有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单位分立的，分立后的单位符合相应条件的，可按照本办法重新申请对外承包工

程资格。 

第四章 《资格证书》管理 

  第十三条 《资格证书》须妥善保管，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资格证书》遗失的，应及时向原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并在全国性商业报纸或杂志上声明作废后方

可向原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申请补发。 

  第十四条 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单位类型、注册资本等发生变更时，应在变更

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原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办理《资格证书》变更手续并换领新的《资格证书》。 

  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依法终止的，原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注销其对外承包工程资格及其《资格证书》。 

第五章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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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 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监督检查，并会同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对工程建设类单位的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进行监督检查。 

  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不再具备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当责

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仍达不到的，吊销其《资格证书》，并书面告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十六条 商务部负责建立和维护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网上管理系统，加强对全国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监督

管理。 

  第十七条 商务部可视对外承包工程管理和协调工作的需要，根据对外承包工程单位对外承包工程的业绩、

守法经营情况和有关组织资信评级等，对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第十八条 有关对外承包工程的协会、商会应依法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根据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监督管理

情况，依据行业规范提出行业意见和建议。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未取得对外承包工程资格，擅自开展对外承包工程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

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资格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由原审

批的商务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申请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商务主管部门不予受理或

者不予许可，并给予警告。 

  申请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格证书》的，由原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

撤销《资格证书》，并给予警告，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商务主管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可以依据《对外承包工程管

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 商务主管部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许可和管理工作

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获得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单位，可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按照本办法

关于资格申请的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申请换领《资格证书》。 

  前款所称单位在申请时达不到本办法规定的相应条件的，商务主管部门应责令其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3 年

内整改，并在其《资格证书》上注明有效期为 3 年。 

  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将《资格证书》换证和变更信息告知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调整范围不包括机电产品及大型机械和成套设备出口。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8.3.41）《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 （建设部令第 135 号 2004-12-01，建设

部令第 10 号 2011 年 09 月 07 日） 

http://www.shaanxijs.gov.cn/zhengce/2011/10/47232.shtml  2004 

http://www.nanjing.gov.cn/xxgk/bm/cgj/201103/t20110317_1216155.html   2004 

http://www.sz.gov.cn/jzgws/zcfggfxwj/zh/201304/t20130426_2132297_5065.htm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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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35 号 

  

  《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已于 2004 年 9 月 29 日经建设部第 4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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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 汪光焘 

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 

  根据《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 号）

的有关规定，现就国务院决定所列涉及建设部职能的十五项行政许可条件规定如下，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前建设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关该十五项行政许可条件的规定与本规定内容不一致的，适用本规定。 

  一、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注册条件 

  1、初始注册登记 

  （1）在取得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证书 3 年内； 

  （2）经所在单位同意。 

  2、续期注册登记 

  （1）注册登记有效期满前 3 个月； 

  （2）具备建设部认可的城市规划继续教育证明； 

  （3）经所在单位同意。 

  3、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申请变更注册登记 

  （1）在注册登记有效期内离退休且所在单位不再聘用； 

  （2）所在单位名称发生变化； 

  （3）工作调动。 

  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认定条件 

  1、甲级资质 

  （1）已取得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满 3 年； 

  （2）技术负责人已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资格，并具有工程或者经济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工程

造价专业工作 15 年以上； 

  （3）专职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人员（简称专职专业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工程或者工程经济系

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6 人，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他人员具有从事工

程造价专业工作的经历； 

  （4）企业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 100 万元； 

  （5）近 3 年企业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50O 万元； 

  （6）具有固定办公场所，人均办公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7）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控制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齐全； 

  （8）员工的社会养老保险手续齐全； 

  （9）专职专业人员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年龄，人事档案关系由国家认可的人事代理机构代为管理； 

  （10）企业的出资人中造价工程师人数不低于 60％，出资额不低于注册资本总额的 60％。 

  2、乙级资质 

  （1）技术负责人已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资格，并具有工程或者经济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工程

造价专业工作 10 年以上； 

  （2）专职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人员（简称专职专业人员）不少于 12 人，其中：工程或者经济系列中

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8 人，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他人员具有从事工程造价

专业工作的经历； 

  （3）企业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 50 万元； 

  （4）在暂定期内企业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 

  （5）具有固定办公场所，人均办公面积不得少于 10 平方米； 

  （6）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齐全； 

  （7）员工的社会养老保险手续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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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专职专业人员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年龄，人事档案关系由国家认可的人事代理机构代为管理； 

  （9）企业的出资人中造价工程师人数不低于 60％，出资额不低于注册资本总额的 60％。 

  3、新设立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资质等级按照最低等级核定，并设 1 年的暂定期。 

  三、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条件 

  1、甲级资质 

  （1）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 20％，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城市规

划专业人员不少于 4 人，具有其他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4 人（建筑、道路交通、给排水专业各不少于 1

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城市规划专业人员不少于 8 人，具有其他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5 人； 

  （2）专业技术人员每人配备一台计算机，具备相关输入输出设备及软件； 

  （3）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4）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80 万元； 

  （5）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2、乙级资质 

  （1）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 15％，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城市规

划专业人员不少于 2 人，高级建筑师不少于 1 人，高级工程师不少于 1 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城市规划专业人员

不少于 5 人，具有中级职称的其他专业人员不少于 10 人； 

  （2）达到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规划局（规委）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标准； 

  （3）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4）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50 万元； 

  （5）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3、丙级资质 

  （1）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中级职称的城市规划专业人员不少于 2 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

的建筑、道路交通、园林绿化、给排水等专业的人员不少于 5 人； 

  （2）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3）达到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规划局（规委）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标准； 

  （4）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20 万元； 

  （5）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四、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条件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或者建筑垃圾运输单位申请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需具备以下条件： 

  （1）提交书面申请（包括建筑垃圾运输的时间、路线和处置地点名称、施工单位与运输单位签订的合同、

建筑垃圾消纳场的土地用途证明）； 

  （2）有消纳场的场地平面图、进场路线图、具有相应的摊铺、碾压、除尘、照明等机械和设备，有排水、

消防等设施，有健全的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3）具有建筑垃圾分类处置的方案和对废混凝土、金属、木材等回收利用的方案； 

  （4）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证； 

  （5）具有健全的运输车辆运营、安全、质量、保养、行政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6）运输车辆具备全密闭运输机械装置或密闭苫盖装置、安装行驶及装卸记录仪和相应的建筑垃圾分类

运输设备。 

  五、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条件 

  1、从事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服务审批条件 

  （1）申请人是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从事垃圾清扫、收集的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100 万元，从事

垃圾运输的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300 万元； 

  （2）机械清扫能力达到总清扫能力的 20％以上，机械清扫车辆包括洒水车和清扫保洁车辆。机械清扫车

辆应当具有自动洒水、防尘、防遗撒、安全警示功能，安装车辆行驶及清扫过程记录仪； 

  （3）垃圾收集应当采用全密闭运输工具，并应当具有分类收集功能； 

  （4）垃圾运输应当采用全密闭自动卸载车辆或船只，具有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沥液滴漏功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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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行驶及装卸记录仪； 

  （5）具有健全的技术、质量、安全和监测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6）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证； 

  （7）具有固定的办公及机械、设备、车辆、船只停放场所。 

  2、从事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服务审批条件 

  （1）申请人是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规模小于 100 吨／日的卫生填埋场和堆肥厂的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

币 500 万元，规模大于 100 吨／日的卫生填埋场和堆肥厂的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焚烧厂的注册资本

不少于人民币 1 亿元； 

  （2）卫生填埋场、堆肥厂和焚烧厂的选址符合城乡规划，并取得规划许可文件； 

  （3）有至少 5 名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其中包括环境工程、机械、环境监测等专业的技术

人员。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垃圾处理工作经历，并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4）城市生活垃圾中转及处置单位具有完善的工艺运行、设备管理、环境监测与保护、财务管理、生产

安全、计量统计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5）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配备沼气检测仪器，配备环境监测设施如渗沥液监测井、尾气取样孔，安装在线

监测系统等监测设备并与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联网； 

  （6）具有完善的生活垃圾渗沥液、沼气的利用和处理技术方案，卫生填埋场对不同垃圾进行分区填埋方

案、生活垃圾处理的渗沥液、沼气、焚烧烟气、残渣等处理残余物达标处理排放方案； 

  （7）有控制污染和突发事件预案。 

  六、城市排水许可证核发条件 

  接通和准备接通城市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排水户，申请城市排水许可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提出排水许可申请，并填写《排水许可申请表》； 

  2、污水排放口的设置符合城市排水专业规划的要求； 

  3、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的污水，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CJ3082）和地方制定的污水排入城市排水设施的有关标准和规定； 

  4、已按规定建设相应的污水处理设施； 

  5、已在排放口设置专用检测井。 

  6、排放污水可能对城市排水设施正常运行造成危害的重点排污工业企业，已在排放口安装至少能对水量、

pH，CODcr（或 TOC）进行检测的在线检测装置； 

  7、其他重点排污工业企业和重点排水户，具备至少能对水量、pH，CODcr，SS 和氨氮等进行检测的能力

和相应的水量、水质检测制度； 

  8、对各类施工作业临时排水中有沉淀物，足以造成排水设施堵塞或者损坏的，排水户已修建预沉设施，

且排水经预沉设施处理后符合第 3 条规定的标准。 

  七、燃气设施改动审批条件 

  1、有改动燃气设施的申请报告； 

  2、改动后的燃气设施符合燃气专业规划、安全等相关规定； 

  3、有安全施工的组织、设计和实施方案； 

  4、有安全防护及不影响燃气用户安全正常用气的措施。 

  八、外商投资企业城市规划服务资格证书核发条件 

  1、外方是在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从事城市规划服务的企业或者专业技术人员； 

  2、具有城市规划、建筑、道路交通、园林绿化以及相关工程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 20 人以上，其中外籍

专业技术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 25％，城市规划、建筑、道路交通、园林绿化专业的外籍专业技术

人员分别不少于 1 人； 

  3、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装备和固定的工作场所，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每人配备一台计算机，管理部门

计算机普及率不低于 6O％；数字化仪或者扫描仪；宽幅绘图仪、高分辨率彩色打印机和普通彩色、黑白打印机及

较完善的网络系统及相关软件；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九、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选址审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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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缆车、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的选址应当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核准，并

符合以下条件： 

  1、有经批准的风景名胜区规划文件及批件； 

  2、有省、自治区建设厅或直辖市园林行政主管部门的初审报告； 

  3、有建设项目专家论证报告。 

  十、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条件 

  1、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与城市绿线一致； 

  2、绿地使用功能的改变或局部使用功能的改变并未改变绿化用地使用性质； 

  3、源于城市总体规划调整、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城市重大防灾救灾项目的需要； 

  4、专家组论证、公众听证会意见一致。 

  十一、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条件 

  经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专家委员会审查，且结论为“通过。 

  十二、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条件 

  1、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3、有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4、有安全评估报告； 

  5、有事故预警和应急抢救方案； 

  6、有管线架设设计图纸； 

  7、有桥梁专家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意见。 

  十三、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核准条件 

  1、一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字样； 

  （2）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 6 年以上，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二级资质 2 年以上； 

  （3）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 120 万元以上； 

  （4）有 15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5）近两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项目总数 200 宗以上，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5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以上； 

  （6）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含 3 年）的专

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3 名以上（含 3 名）、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含 2 名）专职注册

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含 3 年）的专职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 

  （8）机构股份或者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总额不低于 60％； 

  （9）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10）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建立并公示企业信用档案； 

  （11）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2、二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 字样； 

  （2）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 4 年以上，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三级资质 2 年以上； 

  （3）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 60 万元以上； 

  （4）有 8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5）近两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项目总数 150 宗以上，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15 万平方米以上； 

  （6）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含 3 年）的专

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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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3 名以上（含 3 名）、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含 2 名）专职注册

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含 3 年）的专职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 

  （8）机构股份或者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总额不低于 60％； 

  （9）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10）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建立并公示企业信用档案； 

  （11）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3、三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 字样； 

  （2）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 30 万元以上； 

  （3）有 3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在暂定期内完成估价项目总数 100 宗以上，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3 万

平方米以上； 

  （5）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含 3 年）的专

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2 名以上（含 2 名）的股东或者合伙人为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

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含 3 年）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机构股份或者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总额不低于 60％； 

  （8）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9）估价质量管理制度、估价档案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建立并公示

企业信用档案； 

  （10）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4、新设立的房地产估价机构的资质等级按照最低等级核定，并设 1 年的暂定期。 

  十四、城市新建燃气企业审批条件 

  1、建设项目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及燃气规划要求，并竣工验收合格； 

  2、有稳定和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设有对气质进行检测或检验的装置； 

  3、燃气生产、输配、储存、充装、供应等设施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和消防安全、建设质量的要求； 

  4、从事液化石油气经营活动的企业，有运输、接卸、储存、灌装等完整生产设施，凡液化石油气含有残

液组份的，设有残液回收装置，回收残液； 

  5、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注册资本和专业技术人员、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6、有完善的经营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制度； 

  7、有经过燃气专业培训合格的操作人员； 

  8、有包括基建、生产运行、技术设备、物资、安全生产等完整的资料和档案，并设专人管理； 

  9、有健全的安全事故抢险预案，有与供气规模相适应的抢险组织，有与供气规模相适应的抢险抢修人员、

仪器、设备和交通工具； 

  10、有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并达到安全运行的要求； 

  11、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为从业人员交纳保险费。 

  十五、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核发条件 

  核发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应当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城市出租汽车

发展规划。 

  1、经营资格证 

  企业应当具备的条件： 

  （1）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达到规定标准； 

  （2）有符合规定质量、数量要求的出租车辆、配套设施、设备、标志； 

  （3）出租车辆及配套设施、设备、标志符合国家标准、建设部有关行业标准和地方有关规定； 

  （4）有符合规定的固定的停车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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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有良好的银行资信、财务状况及相应的偿债能力； 

  （6）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并经培训考试合格的驾驶员，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技术、财务和经营管理

人员； 

  （7）符合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个体工商户应当具备的条件： 

  （1）经营方式符合有关规定； 

  （2）有符合规定质量要求的客运车辆、设施和设备； 

  （3）车辆及配套设施、设备、标志符合国家、建设部有关行业标准和地方有关规定； 

  （4）有符合规定的资金； 

  （5）有符合规定的固定停车场所； 

  （6）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7）符合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车辆运营证 

  （1）已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 

  （2）有符合经营资格证要求的车辆及配套设施、设备、标志。 

  3、驾驶员客运资格证 

  （1）男性年龄在 60 周岁以下，女性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 

  （2）有当地公安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并有 3 年以上驾龄，并安全行车，无重大交通事故责任记录； 

  （3）经培训考试合格； 

  （4）被吊销客运资格的驾驶员，从吊销之日起已经满 5 年。 

 

  

 

《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20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 10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城市燃气安全管理规定>、<城市燃气管理办法>和修改<建设部关于纳入国

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的决定》已经第 77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姜伟新 

  二〇一一年九月七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城市燃气安全管理规定》、《城市燃气管理办法》和修改《建设部关于纳入国

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的决定 

  经 2011 年 8 月 11 日第 77 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常务会议审议，决定废止和修改下列部门规章，现予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一、经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同意，废止《城市燃气安全管理规定》（1991 年 3 月 30 日建

设部、劳动部、公安部令第 10 号发布）。 

  二、废止《城市燃气管理办法》（1997 年 12 月 23 日建设部令第 62 号发布）。 

  三、对《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2004 年 10 月 15 日建设部令第 135

号发布）作如下修改： 

  删除 “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认定条件”、“五、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

服务审批条件”、“六、城市排水许可证核发条件”、“七、燃气设施改动审批条件”、“十三、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核

准条件”和“十四、城市新建燃气企业审批条件”的相关内容。 

  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 

  根据《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 号）

的有关规定，现就国务院决定所列涉及建设部职能的十五项行政许可条件规定如下，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前建设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关该十五项行政许可条件的规定与本规定内容不一致的，适用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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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注册条件 

  1、初始注册登记 

  （1）在取得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证书 3 年内； 

  （2）经所在单位同意。 

  2、续期注册登记 

  （1）注册登记有效期满前 3 个月； 

  （2）具备建设部认可的城市规划继续教育证明； 

  （3）经所在单位同意。 

  3、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申请变更注册登记 

  （1）在注册登记有效期内离退休且所在单位不再聘用； 

  （2）所在单位名称发生变化； 

  （3）工作调动。 

  二、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条件 

  1、甲级资质 

  （1）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 20％，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城市规

划专业人员不少于 4 人，具有其他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4 人（建筑、道路交通、给排水专业各不少于 1

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城市规划专业人员不少于 8 人，具有其他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5 人； 

  （2）专业技术人员每人配备一台计算机，具备相关输入输出设备及软件； 

  （3）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4）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80 万元； 

  （5）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2、乙级资质 

  （1）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 15％，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城市规

划专业人员不少于 2 人，高级建筑师不少于 1 人，高级工程师不少于 1 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城市规划专业人员

不少于 5 人，具有中级职称的其他专业人员不少于 10 人； 

  （2）达到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规划局（规委）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标准； 

  （3）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4）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50 万元； 

  （5）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3、丙级资质 

  （1）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中级职称的城市规划专业人员不少于 2 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

的建筑、道路交通、园林绿化、给排水等专业的人员不少于 5 人； 

  （2）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3）达到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规划局（规委）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标准； 

  （4）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20 万元； 

  （5）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三、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条件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或者建筑垃圾运输单位申请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需具备以下条件： 

  （1）提交书面申请（包括建筑垃圾运输的时间、路线和处置地点名称、施工单位与运输单位签订的合同、

建筑垃圾消纳场的土地用途证明）； 

  （2）有消纳场的场地平面图、进场路线图、具有相应的摊铺、碾压、除尘、照明等机械和设备，有排水、

消防等设施，有健全的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3）具有建筑垃圾分类处置的方案和对废混凝土、金属、木材等回收利用的方案； 

  （4）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证； 

  （5）具有健全的运输车辆运营、安全、质量、保养、行政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6）运输车辆具备全密闭运输机械装置或密闭苫盖装置、安装行驶及装卸记录仪和相应的建筑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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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设备。 

  四、外商投资企业城市规划服务资格证书核发条件 

  1、外方是在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从事城市规划服务的企业或者专业技术人员； 

  2、具有城市规划、建筑、道路交通、园林绿化以及相关工程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 20 人以上，其中外籍

专业技术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 25％，城市规划、建筑、道路交通、园林绿化专业的外籍专业技术

人员分别不少于 1 人； 

  3、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装备和固定的工作场所，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每人配备一台计算机，管理部门

计算机普及率不低于 6O％；数字化仪或者扫描仪；宽幅绘图仪、高分辨率彩色打印机和普通彩色、黑白打印机及

较完善的网络系统及相关软件；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五、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选址审批条件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缆车、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的选址应当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核准，并

符合以下条件： 

  1、有经批准的风景名胜区规划文件及批件； 

  2、有省、自治区建设厅或直辖市园林行政主管部门的初审报告； 

  3、有建设项目专家论证报告。 

  六、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条件 

  1、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与城市绿线一致； 

  2、绿地使用功能的改变或局部使用功能的改变并未改变绿化用地使用性质； 

  3、源于城市总体规划调整、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城市重大防灾救灾项目的需要； 

  4、专家组论证、公众听证会意见一致。 

  七、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条件 

  经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专家委员会审查，且结论为“通过”。 

  八、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条件 

  1、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3、有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4、有安全评估报告； 

  5、有事故预警和应急抢救方案； 

  6、有管线架设设计图纸； 

  7、有桥梁专家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意见。 

  九、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核发条件 

  核发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应当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城市出租汽车

发展规划。 

  1、经营资格证 

  企业应当具备的条件： 

  （1）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达到规定标准； 

  （2）有符合规定质量、数量要求的出租车辆、配套设施、设备、标志； 

  （3）出租车辆及配套设施、设备、标志符合国家标准、建设部有关行业标准和地方有关规定； 

  （4）有符合规定的固定的停车场所； 

  （5）有良好的银行资信、财务状况及相应的偿债能力； 

  （6）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并经培训考试合格的驾驶员，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技术、财务和经营管理

人员； 

  （7）符合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个体工商户应当具备的条件： 

  （1）经营方式符合有关规定； 

  （2）有符合规定质量要求的客运车辆、设施和设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331 页 共 3277 页 

  （3）车辆及配套设施、设备、标志符合国家、建设部有关行业标准和地方有关规定； 

  （4）有符合规定的资金； 

  （5）有符合规定的固定停车场所； 

  （6）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7）符合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车辆运营证 

  （1）已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 

  （2）有符合经营资格证要求的车辆及配套设施、设备、标志。 

  3、驾驶员客运资格证 

  （1）男性年龄在 60 周岁以下，女性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 

  （2）有当地公安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并有 3 年以上驾龄，并安全行车，无重大交通事故责任记录； 

  （3）经培训考试合格； 

  （4）被吊销客运资格的驾驶员，从吊销之日起已经满 5 年。 

 

 

8.3.4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419 号 2004-10-01） 

http://www.gov.cn/zwgk/2005-05/23/content_243.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9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已经 2004 年 9 月 6 日国务院第 63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 200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以下简称行政监察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

织及其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适用行政监察法和本条例。 

  行政监察法第二条所称“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由国家行政

机关以委任、派遣等形式任命的人员。 

  第三条 监察机关建立举报保密制度，对举报人的有关情况予以保密,严禁泄露举报人身份或者将举报材

料、举报人情况透露给被举报单位、被举报人。 

  监察机关对控告、检举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的有功人员可以给予奖励。奖励的条件、标准，由监察机关会同

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制定。 

  第四条 监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国家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聘请特邀监察员。

聘请特邀监察员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监察机关规定。 

  第五条 监察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章 派出的监察机构和监察人员 

  第六条 监察机关派出的监察机构或者监察人员对派出它的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并由派出它的监察

机关实行统一管理。 

  在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家行政机关中，监察机关派出的监察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经派出它的监察机关批准，

可以向驻在部门的下属行政机构再派出监察机构或者监察人员。 

  第七条 派出的监察机构或者监察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检查被监察的部门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 

  (二)受理对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控告、检举； 

  (三)调查处理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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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受理被监察人员不服行政处分决定或者行政处分复核决定的申诉； 

  (五)受理被监察人员不服监察决定的申诉； 

  (六)督促被监察的部门建立廉政、勤政方面的规章制度； 

  (七)办理派出它的监察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派出的监察机构或者监察人员行使与派出它的监察机关相同的权限。但是，地方各级监察机关派

出的监察机构或者监察人员，以及在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家行政机关中派出的监察机构向驻在部门的下属行政机构再

派出的监察机构或者监察人员行使行政监察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权限，需经派出它的监察机关或者派出

它的监察机构批准。 

  第九条 派出的监察机构或者监察人员履行职责，适用与监察机关履行职责相同的程序。 

第三章 监察机关的权限 

  第十条 监察机关为履行职责，有权要求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全面、如实地提供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

资料、财务账目以及其他有关的材料。 

  第十一条 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暂予扣留、封存能够证明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文件、

资料、财务账目以及其他有关的材料。暂予扣留、封存时应当向文件、资料、财务账目等材料的持有人出具监察通

知书，对暂予扣留、封存的材料开列清单，并由各方当事人当场核对、签字。 

  对暂予扣留、封存的文件、资料、财务账目以及其他有关的材料，监察机关应当妥善保管，不得毁损或者

用于其他目的。 

  第十二条 对下列与案件有关的财物，监察机关有权责令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人员在调查期间妥善保管，

不得毁损、变卖、转移： 

  (一)可以证明案件情况的财物； 

  (二)涉嫌违反行政纪律取得的财物； 

  (三)变卖、转移给他人有可能影响案件调查处理的财物。 

  监察机关在调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察机关领导人员

批准，可以暂予扣留与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有关的财物。 

  监察机关采取前两款规定的措施，应当出具监察通知书，对有关财物开列清单，并由各方当事人当场核对、

签字。 

  第十三条 监察机关采取行政监察法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的措施，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察机关领

导人员批准。 

  经调查证明违反行政纪律的被监察人员涉嫌犯罪的，监察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 行政监察法第二十条第(四)项所称“暂停有严重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执行职务”，是指有关

机关根据监察机关的建议，暂时停止有严重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被监察人员的职务活动。 

  监察机关建议暂停执行职务的情形包括: 

  (一)有严重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被监察人员继续执行职务将造成不良影响，或者给工作造成损失的； 

  (二)有严重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被监察人员利用职权阻挠、干扰、破坏案件调查，或者威胁、利诱、打击

报复控告人、检举人、证人、办案人员的。 

  监察机关建议暂停执行职务，应当制作监察通知书，并送达有关机关。有关机关应当在 3 日内作出是否暂

停执行职务的决定。 

  对经调查核实不存在违反行政纪律事实或者不需要给予撤职以上行政处分的人员，监察机关应当在撤销案

件或者作出行政处分决定后 3 日内书面通知有关机关解除暂停执行职务的措施，并在有关范围内宣布。 

  第十五条 行政监察法第二十条第(四)项所称“有关机关”，是指依法有权决定暂停有严重违反行政纪律嫌

疑的被监察人员执行职务的机关。其中，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的人员暂停执行职务，由

国务院决定；对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人员暂停执行职务，由上级人民政府决定；对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的人员，除对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暂停执行职务由

上级人民政府决定外，对其他人员暂停执行职务由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对上述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暂停执行职务，

由其任免机关决定。 

  第十六条 监察机关采取行政监察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所规定的措施，采取措施的条件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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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后，监察机关应当及时解除措施。 

  第十七条 监察机关办理违法违纪案件，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予以协

助: 

  (一)需要向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执行刑罚的罪犯调查取证的； 

  (二)需要阻止与案件有关的人员出境的； 

  (三)需要协助收集、审查、判断或者认定证据的。 

  第十八条 监察机关办理违法违纪案件，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请审计机关予以协助: 

  (一)需要对有关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查证的； 

  (二)需要协助调查取证的。 

  第十九条 监察机关办理违法违纪案件，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请税务、海关、工商行政管理、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等机关予以协助: 

  (一)需要协助调查取证的； 

  (二)需要协助收集、审查、判断或者认定证据的。 

  第二十条 监察机关提请公安、司法行政、审计、税务、海关、工商行政管理、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等机关

予以协助，应当出具提请协助书，写明需要协助办理的事项和要求。 

  被提请协助的机关应当根据监察机关提请协助办理的事项和要求，在职权范围内予以协助。 

  第二十一条 行政监察法第二十三条第(二)项所称“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

命令、指示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政策，应当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情形，是指: 

  (一)决定、命令、指示的内容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的； 

  (二)决定、命令、指示的发布，超越法定职权或者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程序的。 

  第二十二条 行政监察法第二十三条第(三)项所称“补救措施”，是指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给

予赔偿等补救措施。 

  第二十三条 行政监察法第二十三条第(四)项所称“录用、任免、奖惩决定明显不适当，应当予以纠正的”

情形，是指: 

  (一)被录用、任命人员明显不符合所任职务的条件，或者不符合任职回避规定的； 

  (二)超越权限或者违反程序作出录用、任免、奖惩决定的； 

  (三)奖励明显不适当，或者处分畸轻畸重的。 

  第二十四条 监察机关对被监察人员作出给予行政处分的监察决定，按照下列规定进行: 

  (一)对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领导人员和下一级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人民政府领导人员，拟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的，监察机关应

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处分意见，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监察机关下达监察决定；拟给予撤职、开除处分的，

先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下一级人民政府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罢免职务，或者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

免去职务或者撤销职务后，由监察机关下达监察决定； 

  (二)对本级人民政府任命的人员，拟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的，由监察机关直接作出监察决

定，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拟给予撤职、开除处分的，监察机关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处分意见，经本级人民政

府批准后，由监察机关下达监察决定； 

  (三)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和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任命的人员，拟给予行政处分的，由监

察机关直接作出监察决定。其中，县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给予被监察人员开除处分的，应当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五条 监察机关对违反行政纪律的人员作出给予行政处分的监察决定后，由人民政府人事部门或者

有关部门按照人事管理权限执行，并办理有关行政处分手续。 

  人民政府人事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应当将监察机关作出的监察决定及其执行、办理的有关材料归入受处分人

员的档案，并在适当范围内宣布。 

  第二十六条 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结果，对违反行政纪律取得的财物，可以作出没收、追缴或者责令

退赔的监察决定，但依法应当由其他机关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有关单位和人员对监察机关依法提出的监察建议应当采纳，但认为监察建议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可以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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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据的事实不存在，或者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 

  (三)提出的程序不合法的； 

  (四)涉及事项超出被建议单位或者人员法定职责范围的。 

  对有关单位或者人员提出的异议，监察机关应当予以审查。认为异议成立的，监察机关应当收回监察建议；

认为异议不成立的，书面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人员执行原监察建议。 

第四章 监察程序 

  第二十八条 行政监察的检查事项，由监察机关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监察机关的部署和要求以及工

作需要确定。 

  行政监察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所称“重要检查事项”，是指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监察机关的部署和

要求确定的检查事项，或者监察机关认为在本行政区域内有重大影响而需要检查的事项。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行政纪律行为进行初步审查，应当经监察机关领导人员批准。初步审查后，应当向监

察机关领导人员提出报告，对存在违反行政纪律事实并且需要追究行政纪律责任的，经监察机关领导人员批准，予

以立案。 

  第三十条 行政监察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所称“重要、复杂案件”，是指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案件: 

  (一)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或者下一级人民政府违法违纪的； 

  (二)需要给予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领导人员或者下一级人民政府领导人员撤职以上处分的； 

  (三)社会影响较大的； 

  (四)涉及境外的。 

  第三十一条 监察机关决定立案调查的，应当通知被调查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或者被调查人员所在单位，

但通知后可能影响调查的，可以暂不通知。 

  监察机关已通知立案的，未经监察机关同意，被调查人员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或者所在单位不得批准

被调查人员出境、辞职、办理退休手续或者对其调动、提拔、奖励、处分。 

  第三十二条 监察机关调查取证应当由两名以上办案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单位和被调查人员出

示证件。 

  第三十三条 办理监察事项的监察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被监察人员以及与监察事项有

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是被监察人员的近亲属的； 

  (二)办理的监察事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办理的监察事项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监察事项公正处理的。 

  监察机关领导人员的回避由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人员或者上一级监察机关领导人员决定，其他监察人员的回

避由本级监察机关领导人员决定。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监察机关发现监察人员有应当回避的情形，可以直接决定该人员回避。 

  第三十四条 因主要涉案人员出境、失踪，或者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事件，致使调查工作无法进

行的，监察机关的调查可以中止。 

  中止调查应当经监察机关领导人员批准，并报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经本级人民政府备案的立案案件中止

调查的，应当再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中止调查的情形消失后，监察机关应当恢复调查。自恢复调查之日起，办案

期限连续计算。 

  第三十五条 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的案件，办案期限自立案之日起算，至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之

日终止。 

  在调查处理过程中发现被调查人员有新的违反行政纪律事实的，办案期限应当自发现新的违反行政纪律事

实之日起重新计算。 

  第三十六条 行政监察法第三十二条所称“特殊原因”，是指下列情形： 

  (一)案件发生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的； 

  (二)案件涉案人员多、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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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需要报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 

  第三十七条 行政监察法第三十四条所称“重要监察决定”和“重要监察建议”，是指监察机关办理重要

检查事项和重要、复杂案件所作出的监察决定和提出的监察建议。 

  重要监察决定和重要监察建议应当报经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同意。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

机关意见不一致的，由上一级监察机关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三十八条 监察决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需批准的，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监察决定书和监察建议书可以由监察机关直接送达有关单位和人员，也可以委托其他监察机关送达。受送

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受送达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的，送达人应当邀请受送达人所

在单位人员到场，见证现场情况，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将监察决定书和监察建议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或者所在单位，即视为送达。 

  第三十九条 对主管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决定或者行政处分的复核决定不服的，可以向该主管行政机

关同级的监察机关提出申诉。 

  第四十条 监察机关复查申诉案件，认为原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定性准确、

处理适当、程序合法的，予以维持。 

  第四十一条 监察机关复查申诉案件，认为原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直接变更或者

建议原决定机关变更；上一级监察机关认为下一级监察机关作出的监察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直接变更或者

责令下一级监察机关变更： 

  (一)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 

  (二)违法违纪行为的情节认定有误的； 

  (三)处理不适当的。 

  第四十二条 监察机关复查申诉案件，认为原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直接撤销或者

建议原决定机关撤销，决定撤销后，发回原决定机关重新作出决定；上一级监察机关认为下一级监察机关作出的监

察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直接撤销或者责令下一级监察机关撤销，决定撤销后，责令下一级监察机关重新作

出决定： 

  (一)违法违纪事实不存在,或者证据不足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三)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的。 

  第四十三条 监察机关移送案件，应当制作移送案件通知书。 

  接受移送的单位应当将处理结果按照监察机关移送案件通知书的要求，告知移送案件的监察机关。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 200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8.3.4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全国人大 1996 年 10 月 01 日主席令第 63 号，2009 年 8 月 27 日，2017

年 9 月 1 日，2021 年 1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号） 

http://www.gov.cn/banshi/2005-08/21/content_25101.htm  1996 

http://www.yueyang.gov.cn/cgj/9930/9946/content_345212.html   1996 

http://www.gdqy.gov.cn/0131/201/201603/2222157919cf47c295cea921dbe45489.shtml   2009 

http://www.bzwj.gov.cn/nanjiang/zc/201404/575.html  2009 

http://www.sc.gov.cn/10462/10778/12802/12805/2013/12/11/10287979.shtml   2009 

http://www.shsafety.gov.cn/gk/xxgk/xxgkml/zcfg/gjfl/31146.htm  2017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09/12/content_2028696.htm  2017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1/49b50d96743946bda545ef0c333830b4.shtml 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1996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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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 

自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

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 

  第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

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 

  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第四条 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第五条 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

守法。 

  第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

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第二章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 

  第八条 行政处罚的种类：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四）责令停产停业； 

  （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六）行政拘留；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九条 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第十条 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

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第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第十二条 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

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

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可以授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直属机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规定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

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前款规定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

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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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除本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以及第十三条的规定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

定行政处罚。 

第三章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第十五条 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第十六条 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

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第十七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

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

政处罚。 

  第十九条 受委托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 

  （二）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 

  （三）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 

第四章 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 

  第二十条 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对管辖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第二十二条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第二十四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二十五条 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第二十六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

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

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 

  第二十九条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第五章 行政处罚的决定 

  第三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

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

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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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简易程序 

  第三十三条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

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

八条的规定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第三十四条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

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以及行政

机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节 一般程序 

  第三十六条 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

规定，可以进行检查。 

  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

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

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

毁或者转移证据。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八条 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四）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第三十九条 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

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印章。 

  第四十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

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第四十一条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

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 

第三节 听证程序 

  第四十二条 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

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

证的费用。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 

  （一）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 

  （二）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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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 

  （四）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

请回避； 

  （五）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 

  （六）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七）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 

第六章 行政处罚的执行 

  第四十四条 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 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 

  除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当场收缴的罚款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

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银行应当收受罚款，并将罚

款直接上缴国库。 

  第四十七条 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

收缴罚款： 

  （一）依法给予二十元以下的罚款的； 

  （二）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第四十八条 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的

规定作出罚款决定后，当事人向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经当事人提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

缴罚款。 

  第四十九条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

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 

  第五十条 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自收缴罚款之日起二日内，交至行政机关；在水上当场收缴的

罚款，应当自抵岸之日起二日内交至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应当在二日内将罚款缴付指定的银行。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 

  （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经当事人申请和行政机关批准，可以

暂缓或者分期缴纳。 

  第五十三条 除依法应当予以销毁的物品外，依法没收的非法财物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公开拍卖或者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处理。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财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返还罚款、没收的违法

所得或者返还没收非法财物的拍卖款项。 

  第五十四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

督检查。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

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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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四）违反本法第十八条关于委托处罚的规定的。 

  第五十六条 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

收财物单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处罚，并有权予以检举。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对使用的非法单据予以收缴销

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七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财政部门违反本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

向行政机关返还罚款或者拍卖款项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八条 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

关部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九条 行政机关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条 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 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

代替刑罚，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纠正；拒不纠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徇私舞弊、

包庇纵容违法行为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本法第四十六条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的规定，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六十四条 本法自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

定予以修订，在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前修订完毕。 

  附：刑法有关条文 

  第一百八十八条 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

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故意颠倒黑白做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09 

2009 年 8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改，于 2009 年 8 月 27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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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一般程序 

      第三节 听证程序 

  第六章 行政处罚的执行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

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 

  第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

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 

  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第四条 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第五条 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

守法。 

  第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

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 

  第二章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 

  第八条 行政处罚的种类：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四)责令停产停业； 

  (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六)行政拘留；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九条 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第十条 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

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第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第十二条 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

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

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可以授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直属机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规定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

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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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前款规定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

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第三章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第十五条 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第十六条 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

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第十七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

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

政处罚。 

  第十九条 受委托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 

  (二)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 

  (三)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 

  第四章 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 

  第二十条 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对管辖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第二十二条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第二十四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二十五条 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第二十六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

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

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 

  第二十九条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章 行政处罚的决定 

  第三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

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

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一节 简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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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条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

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

八条的规定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第三十四条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

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以及行政

机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节 一般程序 

  第三十六条 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

规定，可以进行检查。 

  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

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

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

毁或者转移证据。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八条 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四)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第三十九条 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

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印章。 

  第四十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

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第四十一条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

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 

  第三节 听证程序 

  第四十二条 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

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

证的费用。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 

  (一)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 

  (二)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三)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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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

回避； 

  (五)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 

  (六)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七)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 

  第六章 行政处罚的执行 

  第四十四条 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 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 

  除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当场收缴的罚款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

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银行应当收受罚款，并将罚

款直接上缴国库。 

  第四十七条 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

收缴罚款： 

  (一)依法给予二十元以下的罚款的； 

  (二)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第四十八条 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的

规定作出罚款决定后，当事人向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经当事人提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

缴罚款。 

  第四十九条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

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缴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 

  第五十条 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自收缴罚款之日起二日内，交至行政机关；在水上当场收缴的

罚款，应当自抵岸之日起二日内交至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应当在二日内将罚款缴付指定的银行。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 

  (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经当事人申请和行政机关批准，可以

暂缓或者分期缴纳。 

  第五十三条 除依法应当予以销毁的物品外，依法没收的非法财物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公开拍卖或者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处理。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财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返还罚款、没收的违法

所得或者返还没收非法财物的拍卖款项。 

  第五十四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

督检查。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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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违反本法第十八条关于委托处罚的规定的。 

  第五十六条 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

收财物单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处罚，并有权予以检举。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对使用的非法单据予以收缴销

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七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财政部门违反本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

向行政机关返还罚款或者拍卖款项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八条 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

关部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九条 行政机关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条 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 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

代替刑罚，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纠正；拒不纠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徇私舞弊、

包庇纵容违法行为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三条 本法第四十六条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的规定，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六十四条 本法自 1996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

定予以修订，在 1997 年 12 月 31 日前修订完毕。 

  附： 

  刑法有关条文 

  第一百八十八条 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

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故意颠倒黑白做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17 

（1996 年 3 月 17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9 年 8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7 年 9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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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行政处罚的执行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

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 

    第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

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 

    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第四条  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第五条  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

法。 

    第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

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第二章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 

    第八条  行政处罚的种类: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四）责令停产停业； 

    （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六）行政拘留；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九条  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第十条  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

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第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第十二条  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

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

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可以授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直属机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规定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

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前款规定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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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第十四条  除本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以及第十三条的规定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

行政处罚。 

    第三章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第十五条  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第十六条  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

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第十七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

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

处罚。 

    第十九条  受委托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 

    （二）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 

    （三）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 

    第四章 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 

    第二十条  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对管辖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第二十二条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第二十四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二十五条  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

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第二十六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

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

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 

    第二十九条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第五章 行政处罚的决定 

    第三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

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

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

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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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一节 简易程序 

    第三十三条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

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

条的规定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第三十四条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

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以及行政机

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节 一般程序 

    第三十六条  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可以进行检查。 

    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

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

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

或者转移证据。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八条  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四）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在行政机关负责人作出决定之前，应当由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的人员进行审核。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

处罚决定审核的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第三十九条  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

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印章。 

    第四十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

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第四十一条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

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 

    第三节 听证程序 

    第四十二条  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

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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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费用。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 

    （一）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 

    （二）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三）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 

    （四）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

回避； 

    （五）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 

    （六）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七）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 

    第六章 行政处罚的执行 

    第四十四条  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  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 

    除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当场收缴的罚款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

不得自行收缴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银行应当收受罚款，并将罚款

直接上缴国库。 

    第四十七条  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

缴罚款: 

    （一）依法给予二十元以下的罚款的； 

    （二）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第四十八条  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的规

定作出罚款决定后，当事人向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经当事人提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

罚款。 

    第四十九条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

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 

    第五十条  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自收缴罚款之日起二日内，交至行政机关；在水上当场收缴的罚

款，应当自抵岸之日起二日内交至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应当在二日内将罚款缴付指定的银行。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 

    （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经当事人申请和行政机关批准，可以暂

缓或者分期缴纳。 

    第五十三条  除依法应当予以销毁的物品外，依法没收的非法财物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公开拍卖或者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处理。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

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财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返还罚款、没收的违法所

得或者返还没收非法财物的拍卖款项。 

    第五十四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

检查。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

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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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四）违反本法第十八条关于委托处罚的规定的。 

    第五十六条  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

财物单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处罚，并有权予以检举。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对使用的非法单据予以收缴销毁，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七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财政部门违反本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向

行政机关返还罚款或者拍卖款项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八条  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

部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九条  行政机关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条  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  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

替刑罚，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纠正；拒不纠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徇私舞弊、

包庇纵容违法行为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本法第四十六条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的规定，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六十四条  本法自 1996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

予以修订，在 1997 年 12 月 31 日前修订完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1996 年 3 月 17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9 年 8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7 年 9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21 年

1 月 22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 

第三章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第四章 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351 页 共 3277 页 

第五章 行政处罚的决定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简易程序 

第三节 普通程序 

第四节 听证程序 

第六章 行政处罚的执行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

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 

第三条 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 

第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 

第五条 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第六条 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

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第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第二章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 

第九条 行政处罚的种类： 

（一）警告、通报批评； 

（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三）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 

（四）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 

（五）行政拘留；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十条 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第十一条 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

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法律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为实施法律，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拟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

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作出书面说明。行政法规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补充

设定行政处罚的情况。 

第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为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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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作出书面说明。地方性法规

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情况。 

第十三条 国务院部门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

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国务院部门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通报批评或者一定

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四条 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地方政府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通报批评或者一定数额罚

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第十五条 国务院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定期组织评估行政处罚的实施情况和

必要性，对不适当的行政处罚事项及种类、罚款数额等，应当提出修改或者废止的建议。 

第十六条 除法律、法规、规章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 

第三章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第十七条 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第十八条 国家在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生态环境、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农业等领域推行建立综

合行政执法制度，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行使。 

第十九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书面委托符合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条

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的具体事项、权限、期限等内容。委托行政机关和受委托组织应当将委托书向社会公布。 

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第二十一条 受委托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成立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二）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并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 

（三）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 

第四章 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 

第二十二条 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行

政处罚权交由能够有效承接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并定期组织评估。决定应当公布。 

承接行政处罚权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按照规定范围、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处罚。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加强组织协调、业务指导、执法监督，建立健全行政处罚协调配合机制，完善

评议、考核制度。 

第二十五条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管辖。 

对管辖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也可以直接由共同的

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第二十六条 行政机关因实施行政处罚的需要，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协助请求。协助事项属于被请求机关职权

范围内的，应当依法予以协助。 

第二十七条 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依法不需

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有关行政机关。 

行政处罚实施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健全案件移送制度，加强证据材料移交、接收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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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案件处理信息通报机制。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

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条 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第三十一条 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

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尚未完全丧失

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向

社会公布。 

第三十五条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

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行政机关尚

未给予当事人罚款的，不再给予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

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第三十七条 实施行政处罚，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但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

法律、法规、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新的规定。 

第三十八条 行政处罚没有依据或者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处罚无效。 

违反法定程序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处罚无效。 

第五章 行政处罚的决定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九条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立案依据、实施程序和救济渠道等信息应当公示。 

第四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

事实；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十一条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的，应当经过法制

和技术审核，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符合标准、设置合理、标志明显，设置地点应当向社会公布。 

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违法事实应当真实、清晰、完整、准确。行政机关应当审核记录内容是否符合要求；未

经审核或者经审核不符合要求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 

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并采取信息化手段或者其他措施，为当事人查询、陈述和申辩提供便

利。不得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 

第四十二条 行政处罚应当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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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执法人员应当文明执法，尊重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第四十三条 执法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应当回避。 

当事人认为执法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有权申请回避。 

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审查，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决定作出之前，不停止调查。 

第四十四条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

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

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而给予更重的处罚。 

第四十六条 证据包括： 

（一）书证； 

（二）物证； 

（三）视听资料； 

（四）电子数据； 

（五）证人证言； 

（六）当事人的陈述； 

（七）鉴定意见； 

（八）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证据必须经查证属实，方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四十七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以文字、音像等形式，对行政处罚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

行等进行全过程记录，归档保存。 

第四十八条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 

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撤销、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三日内撤回行政处罚决定

信息并公开说明理由。 

第四十九条 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为了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行政机关对

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依法快速、从重处罚。 

第五十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应当依法

予以保密。 

第二节 简易程序 

第五十一条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

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二条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拒绝签收的，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注明。 

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申

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以及行政机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第五十三条 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六十七条至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履行。 

第三节 普通程序 

第五十四条 除本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

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可以进行检查。 

符合立案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立案。 

第五十五条 执法人员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应当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当事人或者有

关人员有权要求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出示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拒绝接受调查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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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拒绝或者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

录。 

第五十六条 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

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第五十七条 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予行政处罚； 

（四）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第五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在行政机关负责人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之前，应当由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

核的人员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二）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 

（三）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 

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的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第五十九条 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

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印章。 

第六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一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当事人同意并签订确认书的，行政机关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等送达当事人。 

第六十二条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未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向

当事人告知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不得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当事人明确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 

第四节 听证程序 

第六十三条 行政机关拟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

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一）较大数额罚款； 

（二）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 

（三）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 

（四）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 

（五）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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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条 听证应当依照以下程序组织： 

（一）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五日内提出； 

（二）行政机关应当在举行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三）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依法予以保密外，听证公开举行； 

（四）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

避； 

（五）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 

（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席听证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出听证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行政机

关终止听证； 

（七）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八）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核对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拒

绝签字或者盖章的，由听证主持人在笔录中注明。 

第六十五条 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依照本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决定。 

第六章 行政处罚的执行 

第六十六条 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期限内，予以履行。 

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经当事人申请和行政机关批准，可以暂缓或者分期缴纳。 

第六十七条 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 

除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当场收缴的罚款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

得自行收缴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银行应当

收受罚款，并将罚款直接上缴国库。 

第六十八条 依照本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

款： 

（一）依法给予一百元以下罚款的； 

（二）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第六十九条 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依照本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作出罚款决定后，当事人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经当事人提出，行政机关及其执

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第七十条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国务院财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专用票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专用票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 

第七十一条 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自收缴罚款之日起二日内，交至行政机关；在水上当场收缴的罚

款，应当自抵岸之日起二日内交至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应当在二日内将罚款缴付指定的银行。 

第七十二条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 

（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依法处理或者将冻结的存款、汇款划拨抵缴罚款； 

（三）根据法律规定，采取其他行政强制执行方式； 

（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批准延期、分期缴纳罚款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自暂缓或者分期缴纳罚款期限结束之日

起计算。 

第七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机关提出

暂缓执行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情形的，应当暂缓执行。 

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加处罚款的数额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不予计算。 

第七十四条 除依法应当予以销毁的物品外，依法没收的非法财物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公开拍卖或者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处理。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357 页 共 3277 页 

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

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不得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考

核、考评直接或者变相挂钩。除依法应当退还、退赔的外，财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

关返还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 

第七十五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开展行政执法评

议、考核，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规范和保障行政处罚的实施。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接受社会监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有权申

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六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四）违反本法第二十条关于委托处罚的规定的； 

（五）执法人员未取得执法证件的。 

行政机关对符合立案标准的案件不及时立案的，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理。 

第七十七条 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

物单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并有权予以检举，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机关对使用的非法单据予以收缴销毁，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八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财政部门违反本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向行

政机关返还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拍卖款项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九条 行政机关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机关

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将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八十条 行政机关使用或者损毁查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八十一条 行政机关违法实施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二条 行政机关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由上

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三条 行政机关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八十四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适用

本法，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十五条 本法中“二日”“三日”“五日”“七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 

第八十六条 本法自 2021 年 7 月 15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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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4）《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中办发〔2009〕25 号 2009

年 6 月 30 日）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9/content_1371343.htm  

http://www.mlr.gov.cn/jgdjw/zyzt/lxyz/d/201605/t20160520_1406006.htm  

http://www.szmj.gov.cn/lzcs/zxxx/201509/t20150916_3214980.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

规定》）。 

  《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是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完善领导干部行为规范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

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和执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

的精神，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兢兢业业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依照《暂行规定》严肃

问责，充分发挥问责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2009 年 6 月 30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促进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

党内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

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第三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依靠群众、依法有

序的原则。 

  第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章 问责的情形、方式及适用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一）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二）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

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三）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

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四）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

大事件的； 

  （五）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 

  （六）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七）其他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 

  第六条 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出现问题的，按照《关

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追究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 

  第七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分为：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第八条 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五条所列情形，并且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一）干扰、阻碍问责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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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 

  （三）对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 

  （四）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 

  第九条 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五条所列情形，并且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以从轻问责： 

  （一）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损失或者挽回影响的； 

  （二）积极配合问责调查，并且主动承担责任的。 

  第十条 受到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由党

委（党组）、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后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第三章 实行问责的程序 

  第十一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按照管理权

限履行本规定中的有关职责。 

  第十二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对因检举、控告、处理重大事故事件、查办案件、审计或者其他方式发现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

的线索，纪检监察机关按照权限和程序进行调查后，对需要实行问责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问

责建议； 

  （二）对在干部监督工作中发现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线索，组织人事部门按照权限和程序进行调查

后，对需要实行问责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问责建议； 

  （三）问责决定机关可以根据纪检监察机关或者组织人事部门提出的问责建议作出问责决定； 

  （四）问责决定机关作出问责决定后，由组织人事部门办理相关事宜，或者由问责决定机关责成有关部门

办理相关事宜。 

  第十三条 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提出问责建议，应当同时向问责决定机关提供有关事实材料和情

况说明，以及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四条 作出问责决定前，应当听取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的陈述和申辩，并且记录在案；对其合理意

见，应当予以采纳。 

  第十五条 对于事实清楚、不需要进行问责调查的，问责决定机关可以直接作出问责决定。 

  第十六条 问责决定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党政领导干部作出的问责决定，应当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

定。 

  第十七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应当制作《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

由负责调查的纪检监察机关或者组织人事部门代问责决定机关草拟。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应当写明问责事实、问责依据、问责方式、批准机关、生效时间、当事人的

申诉期限及受理机关等。作出责令公开道歉决定的，还应当写明公开道歉的方式、范围等。 

  第十八条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应当送达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本人及其所在单位。 

  问责决定机关作出问责决定后，应当派专人与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谈话，做好其思想工作，督促其做好

工作交接等后续工作。 

  第十九条 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及时将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的有关问责材料归入其个人档案，并且将执行

情况报告问责决定机关，回复问责建议机关。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情况应当报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问责决定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一条 对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人员实行问责，按照有关法律规

定的程序办理。 

  第二十二条 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书面申诉。问责决定机关接到书面申诉后，应当在 30 日内作出申诉处理决定。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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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人及其所在单位。 

  第二十三条 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申诉期间，不停止问责决定的执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对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实行问责，适用本规定。 

  对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领导人员实行问责，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45）《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 2006 年 9 月 24 日, 中办发[2010]16 号 

2010 年 5 月 26 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102565/182144/10993989.html  

http://www.hbsf.gov.cn/wzlm/tjgcs/tjw/zcfg/14123.htm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39.htm  

《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2006 

  《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已经中央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规定》的颁布实施是新形势下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坚持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的方针，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推动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党组织要对

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学习贯彻《规定》的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规

定》，进一步增强接受监督的意识，自觉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要加强督促检查，及时纠正违反《规定》的行为，切

实维护党内法规的严肃性。 

  为了使党组织全面了解掌握党员领导干部需要报告的个人有关事项的基本情况，在 2007 年 1 月首次集中

报告时，所有符合《规定》报告条件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按照《规定》第三条所列事项全面如实报告一次。同时，

要继续认真执行 1995 年中央颁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规定》中有什么问题和建议，请及时报告中央。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的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党

内有关规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党员领导干部包括： 

  （一）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

级副职，下同）的党员干部； 

  （二）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副职以上的党员干部； 

  （三）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中层以上领导人员中的党员，国有中型企业领导人员中的党员，实行公司制

的大中型企业中由上级党组织、行政机关或者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单位委派、任命、招聘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以及其

他经上述单位批准执行职务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 

  副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报告下列事项： 

  （一）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 

  （二）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 

  （三）本人因私出国（境）的情况； 

  （四）子女与外国人、港澳台居民通婚的情况； 

  （五）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及有关情况； 

  （六）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指同财共居的子女，下同）私人在国（境）外经商办企业的情况； 

  （七）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担任外国公司驻华、港澳台公司驻境内分支机构主管人员的情况； 

  （八）配偶、子女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九）本人认为应当向组织报告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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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党员领导干部发生本规定第三条所列事项的，应当在事后 30 日内填写《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

项报告表》，并按照规定报告。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告的，特殊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补报，并说明原因。 

  第五条 党员领导干部应当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一年度本规定第三条所列事项，所列事项没

有发生或者没有变动的，应当予以明示。 

  第六条 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相应的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受理： 

  （一）属于本单位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向本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报告； 

  （二）不属于本单位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向上一级党委（党组）的组织（人事）部门报告，报告材料由

该党员领导干部所在党委（党组）的组织（人事）部门转交。 

  党员领导干部因发生职务变动而导致受理机构发生变化的，原受理机构应当及时将该党员领导干部的报告

材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转交新的受理机构。 

  第七条 组织（人事）部门应当于每年 3 月 1 日前将上一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汇总

后报所在党委（党组）和纪委（纪检组）. 

  党委（党组）应当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将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向上级党委（党组）和上

级纪委（纪检组）综合报告一次。 

  第八条 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不清楚、不完整的，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要求报告人

限期补充报告或者重新报告。 

  第九条 党员领导干部在执行本规定过程中，认为有需要请示的事项，可以向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

书面请示。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认真研究，及时答复报告人。报告人应当按组织答复意见办理。 

  第十条 对报告的内容，应当予以保密。组织认为应当予以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

一定范围内公开。 

  第十一条 党员领导干部必要时应当在参加民主生活会、进行述职述廉时，对发生的个人有关事项情况进行

说明。 

  第十二条 纪检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对本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根据工作需要经审批可查阅

本地区本部门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 

  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机关应当把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作为考察、考核党员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内

容。 

  第十三条 党员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单位、组织或者部门应当调查核实，并视情节轻重，采取

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等方式予以处理： 

  （一）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 

  （二）不如实报告的； 

  （三）隐瞒不报的； 

  （四）不按党组织答复意见办理的。 

  第十四条 中央军委可根据本规定，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制定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根据本规定，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提出本地区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报

告的个人有关事项，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备案。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7 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同时废止。 

  附表：《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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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2010 

新华社北京７月１１日电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党内有关规定

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领导干部包括： 

    （一）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中县处级副职

以上（含县处级副职，下同）的干部； 

    （二）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副职以上的干部； 

    （三）大型、特大型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中层以上

领导人员和中型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 

    副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和已退出现职、但尚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适用

本规定。 

    第三条 领导干部应当报告下列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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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 

    （二）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 

    （三）本人因私出国（境）的情况； 

    （四）子女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通婚的情况； 

    （五）子女与港澳以及台湾居民通婚的情况； 

    （六）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 

    （七）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包括配偶、子女在国（境）外从业的情况和职务情况； 

    （八）配偶、子女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第四条 领导干部应当报告下列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 

    （一）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等； 

    （二）本人从事讲学、写作、咨询、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 

    （三）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情况； 

    （四）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有价证券、股票（包括股权激励）、期货、基

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的情况； 

    （五）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的情况； 

    （六）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的情况。 

    第五条 领导干部应当于每年１月３１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一年度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所列事项。 

    第六条 领导干部发生本规定第三条所列事项的，应当在事后３０日内填写《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

并按照规定报告。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告的，特殊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补报，并说明原因。 

    第七条 新任领导干部应当在符合报告条件后３０ 日内按照本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领导干部辞去公职的，在提出辞职申请时，应当一并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第八条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相应的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受理： 

    （一）中央管理的领导干部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告，报告材料由该领导干部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后，交

所在党委（党组）的组织（人事）部门转交。 

    （二）属于本单位管理的领导干部，向本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报告；不属于本单位管理的领导干部，向

上一级党委（党组）的组织（人事）部门报告，报告材料由该领导干部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后，交所在党委（党

组）的组织（人事）部门转交。 

    领导干部因发生职务变动而导致受理机构发生变化的，原受理机构应当及时将该领导干部的报告材料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转交新的受理机构。 

    第九条 领导干部在执行本规定过程中，认为有需要请示的事项，可以向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请示。 

    请示事项属于具体执行中的问题，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认真研究，及时答复报告人；属于本规

定的解释问题，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

请示，并按照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的意见答复报告人。报告人应当按照组织答复意

见办理。 

    第十条 报告人未按时报告的，有关组织（人事）部门应当督促其报告。 

    第十一条 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对报告情况进行汇总综合，对存在

的普遍性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第十二条 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监督工作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本机关、本单

位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在履行职责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有关领导干

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 

    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案件涉及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的材料。 

    第十三条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组织（人事）部门接到有关举报，或者在干部考核考察、巡视等工作中群

众对领导干部涉及个人有关事项的问题反映突出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组织（人事）

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对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进行调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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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对报告人的报告材料，应当设专人妥善保管。 

    第十五条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对本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领导干部应当按照本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自觉接受监督。 

    第十七条 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

话、通报批评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免职等处理；构成违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一）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 

    （二）不如实报告的； 

    （三）隐瞒不报的； 

    （四）不按照组织答复意见办理的。 

    不按照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同时该事项构成另一违纪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合并处理。 

    第十八条 本规定第三条第（六）项所称“移居国（境）外”，是指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

者获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 

    本规定第四条所称“共同生活的子女”，是指领导干部的未成年子女和由其抚养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本规定第四条第（三）项所称“房产”，是指领导干部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为所有权人或者共有人

的房屋。 

    第十九条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可以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中央军委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制定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需要扩大报告主体范围或者细化执行程序的，可以根据本

规定，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备案。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９５年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

报的规定》、２００６年发布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同时废止。 

 

 

 

8.3.46）《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实施办法》（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97 年 9

月 3 日，中纪发【2011】19 号） 

http://news.cri.cn/gb/27824/2012/08/29/5187s3829128.htm  1997 

http://sjtfy.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1/05/id/1456515.shtml   1997 

http://www.hfbtv.com/folder2170/folder2171/2013/05/2013-05-1465202.html  2011 

http://jggw.xining.gov.cn/html/3113/214183.html  2011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实施办法》 1997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97 年 9 月 3 日印发)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以下简称《廉政准则》)，正确

处理违反《廉政准则》的行为，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廉政准则》的行为，应当主动检查纠正。能够主动检查纠正，情节较轻的，

可以不予处分或者免予处分，但应给予批评教育；情节较重的，从轻或者减轻处分。不主动检查纠正的，依照本实

施办法处理。  

第三条 《廉政准则》的适用范围，包括已到退（离）休年龄尚未办理退（离）休手续，以及已办退（离）休手

续但返聘后又担任相应领导职务的党员领导干部。  

国有小型企业的党员领导干部，参照执行《廉政准则》。  

第二章 廉洁从政行为规范  

第一节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四条 《廉政准则》第一条第一项所称“管理、服务对象”，是指行政机关的工作对象、司法机关和执

纪机关查处的案件当事人、组织(人事)部门的工作对象以及其他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和单位法定职责范围内管理和服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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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ri.cn/gb/27824/2012/08/29/5187s38291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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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对象。  

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索取管理、服务对象钱物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以下简称《纪

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对变相索要物品或者索要物品后象征性地付少量钱款的行为，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五条 《廉政准则》第一条第二项所称"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物馈赠和宴请"，是指接受管理

和服务对象及其亲属的礼物馈赠和宴请。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物馈赠的，所接受的礼物应当一律登记、交公。不登记、交公的，依照《纪律

处分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理。用公款宴请的，宴请费

用由宴请者和受请者个人负担。  

  第六条 《廉政准则》第一条第三项所称“公务活”，包括国内公务活动和对外公务活动。  

  《廉政准则》第一条第三项所称"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包括接受用公款以各种名义赠

送的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以及接受个人赠送的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  

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的，所接受的礼金、有价证券，一律登记、交公。不登记、交公的，依

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七条 《廉政准则》第一条第四项所称"其他支付凭证"包括支票、本票、汇票及各种有价识别磁卡等支

付凭证。  

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赠送的信用卡及其他支付凭证的，依

照《纪律处分条例》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处理。所接受的信用卡及其他支付凭证应当退还或者上缴，已经支付的

费用由个人负担。  

  第八条 以虚报、谎报等手段获取荣誉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处理；以虚报、

谎报等手段获取职称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处理。所获取的荣誉、职称及其他利益予以取消

或者纠正。  

  第九条 《廉政准则》第一条第六项所称"喜庆事宜"，包括本人及家庭成员职务升迁、过生日、迁新居等

喜庆事宜。  

用公款公物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和借机敛财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处理。所用公款公

物应当退赔。  

第二节 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活动  

  第十条 《廉政准则》第二条第一项所称"个人经商办企业"，是指个人独资经商办企业，与他人合资、合

股、合作、合伙经商办企业，私自以承包、租赁、受聘等方式经商办企业。  

个人经商办企业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廉政准则》第二条第二项所称"经济实体"，包括各种企业、公司、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和民办

学校、医院、文艺团体等民办非企业单位。  

  《廉政准则》第二条第二项所称"违反规定"，是指违反 1993 年 10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反腐败

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等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制定的有关规定。  

违反规定在经济实体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或者兼职取酬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并应当辞去一方职务，所领取的报酬(包括各种经济利益)应当上缴。  

党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的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

八条的规定处理。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个人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比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

条的规定处理。所收取的钱物应当上缴。  

  第十二条 《廉政准则》第二条第三项所称"违反规定"，是指违反 1993 年 10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1993 年 4 月 22 日国务院发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1993 年 4 月 3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体改委等部门〈关于立即制止发行内部职工股不规范做法意见〉的紧急

通知》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有关规定。  

党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以及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企业、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的县(处)级以上党员领

导干部买卖股票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处理。所持有的股票，依照《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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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条例》的规定处理。  

党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以及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企业的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购买企业内部

职工股的，或者《廉政准则》第十二条所列企业党员领导干部购买所在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内部职工股的，依照《纪

律处分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处理。所持有的企业内部职工股，依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体改委等部门〈关

于立即制止发行内部职工股不规范做法意见〉的紧急通知》的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个人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处理，并

责令纠正。  

擅自以个人名义用公款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构成贪污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七条的

规定处理；构成挪用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节 禁止假公济私、化公为私  

  第十四条 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其便利条件，用公款报销或者用本单位的信用卡

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由他人用公款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六

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  

除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所列行为之外，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用公款报销或者用本单位的信用卡支付应

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借用公款逾期不还，情节严重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并追

还所欠公款。  

借用公款供个人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处理。

所借用的公款应当立即归还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付息，所获利润和其他非法所得，责令上缴。  

  第十六条 公费出国(境)旅游或者变相出国(境)旅游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旅

游费用由个人负担。  

  第十七条 《廉政准则》第三条第四项所称"高消费娱乐活动"，包括营业性的歌厅、舞厅、夜总会和高尔

夫球等娱乐活动。  

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活动和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处

理。所用公款由个人负担。国有企业党员领导干部在业务招待中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活动，未违反业务招待费使

用规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 本人或者指使他人以私人名义存储公款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理。 第

四节 禁止借选拔任用干部之机谋取私利  

  第十九条 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谋取职位的，依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对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暂行条例〉行为的处理规定》(以下简称《处理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条 泄露酝酿讨论干部任免情况的，依照《处理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干部，或者在调离后干预原地区、原单位的干部选拔任

用的，依照《处理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在干部考察工作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的，依照《处理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打击报复或者营私舞弊的，依照《处理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许愿的，依照《处理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 违反《廉政准则》第四条和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所作出的干部任免决定依照《处理规定》

第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五节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  

  第二十六条 要求或者指使提拔配偶、子女、其他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的，依照《处理规定》第七条的规

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其便利条件，用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他亲

友学习、培训费用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由他人用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友学习、培训费用的，依照《纪

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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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所列行为之外，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用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友学习、

培训费用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友出国(境)旅游、探亲、留学向国(境)外个

人或者组织索取资助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 妨碍涉及配偶、子女、其他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案件调查处理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

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 为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

八条的规定处理。对其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友获取的经济利益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一条 《廉政准则》第五条第二款所称"个人经商办企业"，除包括本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

外，还包括在国(境)外注册公司回国(境)内经商。  

《廉政准则》第五条第二款所称"在外商独资企业任职"，是指受聘于外商独资企业或者外商独资企业驻国(境)

内的办事机构。  

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及管辖的业务范围个人经商办企业和

在外商独资企业任职的，领导干部应要求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限期纠正。拒不纠正的，领导干部应当辞去现任职

务或者由组织上调整其职务，并比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六节 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  

  第三十二条 在国内公务活动中接受超过规定标准接待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廉政准则》第六条第二项所称"违反规定"，是指违反 1989 年 12 月 19 日《国务院机关事

务管理局关于中央国家机关部级干部宿舍修缮标准的规定》以及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的有关规定。  

违反规定用公款装修、购买住房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理。超过规定标准的装修费用，

由个人负担。所购买的住房依照国家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擅自用公款包租或者占用客房供个人使用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所用公款由个人负担，所包租、占用的客房立即退出。  

  第三十五条 《廉政准则》第六条第四项所称"违反规定"，是指违反 1994 年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有关规定。  

违反规定配备、使用小汽车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四条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党政机关

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廉洁自律规定购买、更换小汽车行为的党纪处理办法》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 擅自用公款配备、使用通信工具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通信工

具应当上缴。  

第三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廉政准则》发布后，本实施办法发布前，违反《廉政准则》行为尚未处理的，也适用本实施办法。  

列于本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规定，已纳入《廉政准则》和本实施办法，自本实施办法施行之日起，予以废止。  

列于本实施办法附件二的规定，予以保留，继续有效。  

  附件一：下列规定已纳入《廉政准则》和本实施办法，自本实施办法施行之日起，予以废止：  

  1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条

规定"的实施意见(中纪发〔1993〕11 号)  

  2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违反廉洁自律"五条规定"行为的党纪处理办法

(中纪发〔1993〕17 号)  

  3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重申和提出的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五条规定"的实施意见(中纪发〔1994〕5 号)  

  4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补充规定的实施和处理意见(中

纪发〔199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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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下列规定予以保留，继续有效：  

  1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廉洁自律规定购买、更换小汽

车行为的党纪处理办法》(中纪发〔1996〕15 号)  

  2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四条规定"的实施和处理意见》(中纪发〔1995〕

7 号)，但其中与《廉政准则》及其《实施办法》、《纪律处分条例》有抵触的，应以《廉政准则》及其《实施办法》、

《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为准。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实施办法  2011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实施办法  

中纪发【2011】19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廉政准 

则》），正确处理违反《廉政准则》的行为，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有违反《廉政准则》行为的党员领导干部，应当主动检查纠正。能够主动检查纠正，情节较轻的，

可以不予处分或者免予处分，但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情节较重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必要时可以给予相应的

组织处理。不主动检查纠正的，依照本实施办法处理。  

   第三条 已到退休年龄尚未办理退休手续，以及已办理退休手续但返聘后又担任相应领导职务的党员领导

干部，适用《廉政准则》。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执行《国有企业领导

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中办发〔2009〕26 号）的有关规定，对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没有

具体规定的，参照《廉政准则》执行。 

第二章 廉洁从政行为规范 

第一节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四条 《廉政准则》第一条第一项所称"以借为名占用"，是指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以借用的名义占有或

者使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财物超过六个月。 

索取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以下简称《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财物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四条的

规定处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以借为名占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财物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

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五条 《廉政准则》第一条第二项所称"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是指与执行公务相关联或者与履行职责相冲

突。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条的规定处理。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六条 《廉政准则》第一条第三项所称"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包括现金和代币购物券、储蓄单、

债券、股票及其他有价证券，支票、本票、汇票及各种有价识别卡、提货凭证等支付凭证。 

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而不交公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三款的规

定处理。 

第七条 《廉政准则》第一条第四项所称以交易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包括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房屋、

汽车等物品；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以其他交易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以委托理财形式谋

取不正当利益，包括以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

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 

以交易、委托理财等形式为本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处理；为交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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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受委托方等谋取利益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八条 《廉政准则》第一条第五项所称"内幕信息"，是指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的政府或者其他公共机构没有披露

或者尚未公开的公共设施建设、商品价格调整、税率调整、银行利率调整、企业重组、签订重大交易合同、投资重

点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等各种信息，证券、期货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

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以及其他会造成重大影响的信息。 

利用内幕信息谋取利益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第九条 《廉政准则》第一条第六项所称"多占住房"，是指一户家庭违反规定占有两处及两处以上福利性质住房

或者住房面积超过规定标准。"经济适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

设，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廉租住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者实物

配租的方式，向符合条件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  

  《廉政准则》第一条第六项所称"违反规定"，是指违反《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住房〔2007〕258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保〔2010〕59 号）等有关住

房管理的规定。  

   违反规定多占住房，或者违反规定买卖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

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处理。相关房产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节 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  

    第十条 《廉政准则》第二条第一项所称"个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是指个人独资或者与他人

合资、合股经办商业或者其他企业，以个人或者他人名义入股的形式经办企业，私自以承包、租赁、受聘等方式从

事商业和其他经营活动。  

   个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廉政准则》第二条第二项所称"违反规定"，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中办发

〔2001〕10 号）等有关党员领导干部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定。  

   违反规定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所持有的股份或者证券应当在本实施办法发布后 6 个月内予以处理，不得继续持有。  

    第十二条 《廉政准则》第二条第三项所称"违反规定"，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中办发〔2001〕10 号）等有关证券投

资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定。  

   违反规定买卖股票或者违反规定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所购买的股票或者其他证券依照本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廉政准则》第二条第四项所称"个人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是指个人或者与他人合伙在国

（境）外经办商业或者其他企业、从事商业和其他经营活动等行为。"个人在国（境）外投资入股"，是指在国（境）

外以个人入股的形式经办企业、从事商业和其他经营活动等行为。  

   个人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廉政准则》第二条第五项所称"经济实体"，是指各种类型的企业（公司）、个体经济组织以

及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有偿中介活动"，是指通过为市场各类主体提供信息、介绍业务、开展咨

询等而收取钱财的活动。  

   《廉政准则》第二条第五项所称"违反规定"，是指违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

领导干 10 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中办发〔1998〕17 号），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退

出现职、接近或者达到退休年龄的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有关问题的意见》（中组发〔2008〕11 号）等有

关党员领导干部兼职或者兼职取酬、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规定。  

    违反规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者兼职取酬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七条的规

定处理。兼职的领导干部，应当辞去本职或者兼任的职务。所收取的报酬（包括各种经济利益）应当收缴。  

   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处理。所收取的报酬（包括各种经济利

益）应当收缴。  

   第十五条 《廉政准则》第二条第六项所称"离职"，是指以退休之外的方式离开公职，包括辞去公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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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退、被开除等情形。"原任职务"，是指离职或者退休前最后担（兼）任的职务。  

   在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

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节 禁止违反公共财物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假公济私、化公为私  

   第十六条 《廉政准则》第三条所称"违反公共财物管理和使用的规定"，是指违反《中央国家机关国有资产

处置管理办法》（国管财〔2004〕196 号）等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发布的关于公共财物管理

的各项规定。  

   第十七条 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以及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便利，用公款报销或者

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的，以贪污论，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由他人用公款报销或者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的，以受贿论，

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除前两款所列情形之外，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用公款报销或者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的，依

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借用公款逾期不还，情节严重的，依照《党 12 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

所欠公款予以追还。  

    违反规定借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

定处理。所借用的公款应当退还，并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付息，所获利润或者非法所得予以追缴。  

   违反规定将公款借给他人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理。  

   违反规定借用公物或者将公物借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三

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私存私放公款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七条和《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

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纪发〔2009〕20 号）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条 用公款旅游或者变相用公款旅游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八条和《用公款出国（境）

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纪发〔2010〕27 号）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活动、健身活动和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的，依照《党纪处

分条例》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廉政准则》第三条第六项所称"违反规定"，是指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 年 4 月

3 日国务院令第 262 号颁布，2002 年 3 月 24 日国务院令第 350 号修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人事部、审计署关于严肃纪律、加强公务员工资管理的通知〉的通知》（厅

字〔2005〕10 号）等有关财务管理的规定。  

   违反规定用公款购买商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

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廉政准则》第三条第七项所称"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是指以支付明显低于市场价格

的钱款等方式。  

  非法占有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依照《党纪处分

条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的，以贪污论，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三条的规

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 《廉政准则》第三条第八项所称"社会保障基金"，是指政府部门管理的和社会团体受政府部门

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资金。  

   挪用或者拆借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等公共资金或者其他财政资金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九十

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四节 禁止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  

   第二十五条 《廉政准则》第四条所称"违反规定"，是指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发〔2002〕

7 号）、《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办发〔2010〕9 号）（以下简称《追究办法》）等规

定以及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关于选拔任用干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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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条 《廉政准则》第四条第一项所称"不正当手段"，是指利用亲属、同乡、同学、同事、朋友、

战友等各种关系采用请客送礼、行贿受贿、弄虚作假、打招呼等手段。  

  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职位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六十四条和《追究办法》第六条、

第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不按照规定程序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免干部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六十四

条和《追究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私自泄露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干部等有关情况的，依照《党纪处分

条例》第六十四条和《追究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 在干部考察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六十四条和《追究办法》第

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 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选举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

六十四条和《追究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 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地区、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依照《党纪处分条

例》第六十四条和《追究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 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六十四条和《追

究 16 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许愿、任人唯亲、营私舞弊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六十四

条和《追究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五节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  

    第三十四条 要求或者指使提拔任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的，依照《党纪处

分条例》第六十四条和《追究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用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的学习、培训、旅游等费用，属于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用非本人经手、管理的公款支付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处理；属于利用本人主管、管

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其便利条件用公款支付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将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的学习、培训、旅游等费用，由下属单

位或者其他单位支付、报销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便利，将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应当由个人支付的出国（境）留学费用，

由他人支付、报销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出国（境）定居、留学、探亲等向个人

或者机构索取资助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 妨碍涉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案件调查处理的，依照《党纪处

分条例》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七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

请托人财物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知道或者授意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

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八条 默许、纵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以党员领导干部本人名

义谋取私利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九条 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和优

惠条件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四十条 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

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

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的，责令该领导干部予以纠正；拒不纠正的，责令其本人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

织予以调整职务；不辞去现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务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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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条 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异地工商注册登记后，到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和业

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依照本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六节 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  

   第四十二条 在公务活动中提供或者接受超过规定标准的接待，或者超过规定标准报销招待费、差旅费等

相关费用，情节严重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三条 《廉政准则》第六条第二项所称"违反规定"，是指违反《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计投

资〔1999〕2250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

通知》（中办发〔2007〕11 号)，中共中央纪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审计署

《关于做好清理整改工作、建立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长效机制的通知》（发改投资〔2008〕490 号）

等有关楼堂馆所建设、配备使用办公用房和办公用品的规定。  

   违反规定决定或者批准兴建、装修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楼堂馆所，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和办公用

品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四条 擅自用公款包租、占用客房归个人使用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五条 《廉政准则》第六条第四项所称"违反规定"，是指违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中办发〔1994〕14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党政

机关汽车配备使用标准的通知》（厅字〔1999〕5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

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省部级干部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配备、购买、更换、装饰或者使用小汽车的

规定。  

  违反规定配备、购买、更换、装饰或者使用小汽车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六条 《廉政准则》第六条第五项所称"违反规定"，是指违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

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发〔1997〕1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举办城市周年庆典活动的

通知》（国办发〔2003〕91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办发

〔2009〕11 号）等有关规定。  

  违反规定决定或者批准用公款举办各类庆典活动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处理。所浪

费的公款应当从该地区或单位年度财政预算中逐年扣除。  

  向企事业单位、下属单位或者群众摊派、变相摊派举办庆典活动费用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三

十五条的规定处理。摊派的费用应当退还。  

  第七节 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  

  第四十七条 《廉政准则》第七条所称"违反规定"，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党员领导干

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纪发〔2010〕23 号）

等规范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定。  

  第四十八条 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未谋取私利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七条、

第一百三十九条和《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中纪发〔2010〕23 号）等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九条 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本人从中收受、变相收受财物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

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理；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收受财物的，依照《党纪处分

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查实本人知道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理；授

意其他第三人从中收受财物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扰、妨碍有关部门对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

让、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进行正常监管和案件查处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

处理。  

  第八节 禁止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  

  第五十一条 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的，依照《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

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中办发〔2005〕30 号）的规定，给予诫勉谈话，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

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二条 虚报工作业绩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373 页 共 3277 页 

  第五十三条 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借机敛财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一条的规

定处理。  

  第五十四条 在社会保障、政策扶持、救灾救济款物分配等事项中优亲厚友、显失公平的，依照《党纪处分

条例》第八十二条和《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中纪发〔2008〕15 号）等规定处理；收受

或者索取他人财物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五条 《廉政准则》第八条第五项所称"不正当手段"，是指做假账、谎报业绩，报喜不报忧、掩盖工

作中的错误和失误，以及编造虚假事迹、假学历、假资历、假学术成果、假评选条件等手段。  

  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荣誉、职称、学历、学位等利益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六条 从事有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活动的，《党纪处分条例》有条文明确规定的，依照

该规定处理；没有条文明确规定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八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7 年 9 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试行）〉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8.3.47）《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中发[1997]9 号 中共中央 1997 年 3 月 28 日，

2010 年 1 月 18 日  中发〔2010〕3 号）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2/71384/4857737.html   1997 

http://www.gzcom.gov.cn/xxgk/xxgkml/zdgk/zcwj3/201702/t20170214_1902865.html  2010 

http://qinfeng.gov.cn/info/1844/61307.htm  2010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 1997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 

(中共中央 1997 年 3 月 28 日印发)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是新时期从严治党、端正党风的重要前提，是贯彻落

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保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

政，要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筑起思想道德防线。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发挥表率作用，自重、

自省、自警、自励；必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必须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为进一步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结合近几年中央作出的领导干部廉洁自

律的若干规定，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 

  第一章 廉洁从政行为规范 

  第一条 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有下

列行为： 

  (一)索取管理、服务对象的钱物； 

  (二)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物馈赠和宴请； 

  (三)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 

  (四)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赠送的信用卡及其他支付凭证； 

  (五)以虚报、谎报等手段获取荣誉、职称及其他利益； 

  (六)用公款公物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和借机敛财。 

  第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要严防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禁止私自从事营利

活动。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个人经商、办企业； 

  (二)违反规定在经济实体中兼职或者兼职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 

  (三)违反规定买卖股票； 

  (四)个人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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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党员领导干部要遵守公共财物管理和使用的规定。禁止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用公款报销或者用本单位的信用卡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二)借用公款逾期不还； 

  (三)公费出国(境)旅游或者变相出国(境)旅游； 

  (四)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活动和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 

  (五)以个人名义存储公款。 

  第四条 党员领导干部要遵守组织人事纪律，严格按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制度办事。禁止借选拔任用干

部之机谋取私利。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谋取职位； 

  (二)泄露酝酿讨论干部任免的情况； 

  (三)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干部，或者在调离后干预原地区、原单位的干部选拔任用； 

  (四)在干部考察工作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 

  (五)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许愿，打击报复，营私舞弊。 

  第五条 党员领导干部对涉及与配偶、子女、其他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有利害关系的事项，应当奉公守法。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要求或者指使提拔配偶、子女、其他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 

  (二)用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友学习、培训的费用； 

  (三)为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友出国(境)旅游、探亲、留学向国(境)外个人或者组织索取资助； 

  (四)妨碍涉及配偶、子女、其他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案件的调查处理； 

  (五)为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

配偶，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及管辖的业务范围个人经商办企业和在外商独资企业任职。 

  第六条 党员领导干部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不准有下列

行为： 

  (一)在国内公务活动中接受超过规定标准的接待； 

  (二)违反规定用公款装修、购买住房； 

  (三)擅自用公款包租或者占用客房供个人使用； 

  (四)违反规定配备、使用小汽车； 

  (五)擅自用公款配备、使用通信工具。 

  第二章 实施与监督 

  第七条 各级党委(党组)负责本准则的贯彻实施。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本准则，同时抓好

主管地区、部门和单位的贯彻实施。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协助同级党委(党组)抓好本准则的落实，并负责对实施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 贯彻实施本准则，要发挥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第九条 党员领导干部参加民主生活会，要对照本准则进行检查，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十条 党员领导干部组织实施和执行本准则的情况，应列入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结果作为对其任

免、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十一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本准则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县(处)级以

上党员领导干部；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中层以上党员

领导干部，国有中型企业党员领导干部，实行公司制的大中型企业中由国有股权代表出任或者由国有投资主体委派

(包括招聘)的党员领导干部、选举产生并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党员领导干部、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干部。 

  县(市)直属机关的科级党员领导干部，乡(镇)党员领导干部，基层站所的党员负责人参照执行本准则。 

  第十三条 本准则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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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010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通知 

（中发〔2010〕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单位党委，各人

民团体党组：  

    现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廉政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1997 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对于促进党员领导干

部廉洁从政，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新时期党的建设特别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不断深入，已

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实需要，中央决定予以修订。  

    《廉政准则》是规范党员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对于保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形

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

作和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水平和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级党组织要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贯彻实施《廉政准则》的重要性，结合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认真组织实施。要采取多种形式做好宣传

教育工作，为贯彻实施《廉政准则》创造良好氛围和条件；要依据《廉政准则》，认真分析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

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要严格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切实做

到预防为先、关口前移；要加强对贯彻执行《廉政准则》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并严肃处理违反《廉政准则》

的行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理解和认真贯彻执行《廉政准则》的各项要求，严于律已，洁身自好，自觉

接受监督，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坚决杜绝违反《廉政准则》行为的发生。  

    在执行《廉政准则》过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  

2010 年 1 月 18 日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全文)   

为进一步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结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实际，制定

本准则。  

总则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党员领导干

部廉洁从政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的重要保障；是新时期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 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正确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重要基础。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发挥表率作用，自重、自省、自警、

自励；必须模范遵守党纪国法，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正确行使权力，始终保持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必须弘扬党的

优良作风，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按照建立健全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加强教育，健全制度，强化监督，深化改革，严肃纪律，坚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  

第一章廉洁从政行为规范  

第一条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索取、接受或者以借为名占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二）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三）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四）以交易、委托理财等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  

（五）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内幕信息谋取利益；  

（六）违反规定多占住房，或者违反规定买卖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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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个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  

（二）违反规定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  

（三）违反规定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  

（四）个人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  

（五）违反规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者兼职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  

（六）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

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第三条 禁止违反公共财物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用公款报销或者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二）违反规定借用公款、公物或者将公款、公物借给他人；  

（三）私存私放公款；  

（四）用公款旅游或者变相用公款旅游；  

（五）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和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  

（六）违反规定用公款购买商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  

（七）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八）挪用或者拆借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等公共资金或者其他财政资金。  

第四条 禁止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职位；  

（二）不按照规定程序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免干部；  

（三）私自泄露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干部等有关情况；  

（四）在干部考察工作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  

（五）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选举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  

（六）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地区、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七）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八）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许愿，任人唯亲，营私舞弊。  

第五条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要求或者指使提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  

（二）用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学习、培训、旅游等费用，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

他亲属出国（境）定居、留学、探亲等向个人或者机构索取资助；  

（三）妨碍涉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案件的调查处理；  

（四）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  

（五）默许、纵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  

（六）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利用职权相互

为对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  

（七）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

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担任由外

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  

（八）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异地工商注册登记后，到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

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第六条 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在公务活动中提供或者接受超过规定标准的接待，或者超过规定标准报销招待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  

（二）违反规定决定或者批准兴建、装修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楼堂馆所，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和办公用

品；  

（三）擅自用公款包租、占用客房供个人使用；  

（四）违反规定配备、购买、更换、装饰或者使用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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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违反规定决定或者批准用公款或者通过摊派方式举办各类庆典活动。  

第七条 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中介机构服务等市场经济活动；  

（二）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兼并、破产、产权交易、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转让、重大项目投

资以及其他重大经营活动等事项；  

（三）干预和插手批办各类行政许可和资金借贷等事项；  

（四）干预和插手经济纠纷；  

（五）干预和插手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的使用、分配、承包、租赁等事项。  

第八条 禁止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  

（二）虚报工作业绩；  

（三）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借机敛财；  

（四）在社会保障、政策扶持、救灾救济款物分配等事项中优亲厚友、显失公平；  

（五）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荣誉、职称、学历学位等利益；  

（六）从事有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活动。  

            第二章 实施与监督  

第九条 各级党委（党组）负责本准则的贯彻实施。主要负责同志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本准则，同时抓好本地

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贯彻实施。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协助同级党委（党组）抓好本准则的落实，并负责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条 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的教育，将本准则列为党员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

重要内容。  

第十一条 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通过贯彻实施民主生活会、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

巡视、谈话和诫勉、述职述廉、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以及考察考核等监督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执行本准则情况

的监督检查。  

党员领导干部参加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要对照本准则进行检查，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自觉接受监督。  

第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组织实施和执行本准则的情况，应列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考

核结果作为对其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本准则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涉嫌违法犯罪

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贯彻实施本准则，要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发挥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群众和新闻舆

论的监督作用。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准则适用于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县（处）级以上党

员领导干部；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县（市、区、旗）直属

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科级党员负责人，乡镇（街道）党员负责人，基层站所的党员负责人参照执行本准则。  

第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党委，可以依据本准则，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规定，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备案。  

中央军委可以根据本准则，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规定。  

第十七条 本准则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９７年３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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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8）《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共中央 中发[2009]7 号 2009 年 7 月 2 日, 2017 年 7 月 1 日） 

http://special.yunnan.cn/feature2/html/2009-09/22/content_918519.htm   2009 

http://zqb.cyol.com/html/2015-08/14/nw.D110000zgqnb_20150814_1-02.htm   2015 

http://jxjy.hbue.edu.cn/17/27/c1223a136999/page.htm  2015 

http://www.jcrb.com/xztpd/dkf/201605/lxyzxxjy/xdzdg/201605/t20160503_1611296.html  2015 

http://www.chinasafety.gov.cn/xw/ztzl/2018/cyzd/lxyz/201707/t20170701_204520.shtml   2017 

http://news.gmw.cn/2017-07/15/content_25086157.htm  2017 

http://qinfeng.gov.cn/info/1845/61287.htm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 2009 

新华社北京７月１２日电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 

《巡视工作条例（试行）》是贯彻落实党章关于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的规定，

完善党内监督制度的一部重要党内法规。它的颁布实施，对于完善巡视制度，规范巡视工作，坚持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的方针，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级党组织要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出发，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学习宣传《巡视工作条例（试行）》，

切实增强党员领导干部接受监督的意识。各级党组织以及巡视工作机构要严格执行《巡视工作条例（试行）》，认真

履行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要自觉接受巡视监督，积极配合巡视工作，坚决纠

正不符合中央要求的各种行为。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党内监督，完善巡视制度，规范巡视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建立专门巡视机构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进行巡视监督。 

第三条 巡视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的方针，维护党的纪律，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 

第四条 巡视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分级负责，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发扬民主、依靠群众的原则。 

第二章 机构设置 

第五条 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成立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向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

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六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其日常办事机构。办公室设在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七条 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设立巡视组，承担巡视任务，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并报告

工作。 

第八条 巡视组设组长、副组长、巡视专员和其他工作职位。 

巡视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副组长协助组长工作。 

第九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是： 

（一）贯彻党的中央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有关巡视工作的决议、决定； 

（二）研究决定巡视工作年度和阶段计划、方案； 

（三）听取巡视工作汇报； 

（四）研究巡视成果的运用，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五）向同级党组织报告巡视工作情况； 

（六）对巡视组进行管理和监督； 

（七）研究处理巡视工作中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条 中央巡视组负责对下列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同级政府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政协委员会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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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要求巡视的其他单位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巡视组负责对下列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 

（一）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委和同级政府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二）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人大常委会、政协委员会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求巡视的其他单位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第十二条 巡视组对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所列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下列情况进行监督： 

（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决定的情况，特别是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情况； 

（二）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 

（三）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自身廉政勤政的情况； 

（四）开展作风建设的情况； 

（五）选拔任用干部的情况； 

（六）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要求了解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是： 

（一）承担综合协调、政策研究、制度建设等工作； 

（二）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巡视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向巡视组传达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作出的决策和部署； 

（三）配合有关部门对巡视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考核、调配、任免、监督和管理； 

（四）配合巡视组对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进行督办； 

（五）办理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工作程序 

第十四条 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市（地、州、盟）党委和同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委员会党组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巡视，在每届任期内开展１至２次。 

对县（市、区、旗）党委和同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委员会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巡视，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党委确定。 

第十五条 巡视组开展巡视前，应当向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审计、信访等部门了解被巡视地区、

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有关情况。 

第十六条 巡视组应当根据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情况制定巡视工作方案，并报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第十七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当提前１０个工作日将巡视工作安排书面通知被巡视地区、单位，并协

调安排巡视组进驻有关事宜。 

第十八条 巡视组进驻被巡视地区、单位后，应当向被巡视地区、单位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通报开展巡

视工作的计划安排和要求，说明巡视目的和任务。 

第十九条 巡视工作应当依靠被巡视地区、单位的党组织开展。被巡视地区应当通过当地主要新闻媒体公布巡

视工作的监督范围、时间安排以及巡视组的联系方式等有关情况。 

被巡视单位应当通过内部通报等方式公布上述情况。 

第二十条 巡视组的主要工作方式为： 

（一）听取被巡视地区、单位党委（党组）的工作汇报和有关部门的专题汇报； 

（二）根据工作需要列席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有关会议，列席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

会； 

（三）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等； 

（四）召开听取意见座谈会； 

（五）与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干部群众个别谈话； 

（六）调阅、复制有关文件、档案、会议记录等资料； 

（七）对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民主测评、问卷调查； 

（八）以适当方式对被巡视地区、单位的下属单位或者部门进行走访调研； 

（九）对专业性较强或者特别重要问题的了解，可以商请有关职能部门或者专业机构予以协助。 

巡视组对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重要问题，可以进行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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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组不干预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正常工作，不查办案件。 

第二十一条 巡视期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巡视组应当及时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一）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以及中央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理的其他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

问题； 

（二）被巡视地区、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严重影响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问题； 

（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大事项； 

（四）巡视组认为应当及时报告的其他事项。 

特殊情况下，巡视组可以直接向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主要领导同志汇报以上巡视情况。 

第二十二条 巡视期间，发现被巡视地区、单位存在群众反映强烈、明显违反规定并且能够及时解决的问题，

巡视组报经派出它的党组织同意后，应当及时向被巡视党组织或者其主要负责人提出处理意见。 

第二十三条 巡视了解工作结束后，巡视组应当写出巡视报告，将巡视情况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并且针

对了解、掌握的重要情况和问题提出处理建议。 

第二十四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巡视组的建议，研究提出处理意见，报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决定。 

对巡视中了解到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或者涉及重大政策调整、体制机制改革方面

的问题，应当形成专题报告，报送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 

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可以直接听取巡视组有关巡视工作情况的汇报。 

第二十五条 巡视报告经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巡视组应当在１５个工作日内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党组织

领导班子反馈巡视期间了解的情况和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 

第二十六条 被巡视地区、单位应当自收到巡视组反馈意见之日起６０个工作日内将整改方案通过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并且自整改方案报送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报送整改情况报告。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当将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整改情况及时通报有关职能部门。 

除特殊情况外，被巡视地区、单位应当将整改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第二十七条 对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决定的事项，依据干部管理权限和归口管理、各司其职的原则，按照以下

途径移送交办： 

（一）对涉及被巡视党组织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处理改革发

展稳定等方面的问题，移交被巡视党组织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处理； 

（二）对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涉嫌违纪的问题，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三）对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在执行民主集中制、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巡

视组提出的关于领导班子建设的建议，移交组织人事部门处理。 

第二十八条 有关党组织、机关、部门收到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移交的办理事项后，应当按照规定时限办

理并将办理情况和结果书面反馈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二十九条 受派出巡视组党组织的纪检机关或者组织部门的委托，巡视组组长、副组长可以按照规定与被巡

视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进行诫勉谈话。 

第三十条 巡视组应当通过回访等方式了解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整改情况并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也可以直接听取被巡视地区、单位有关整改情况的汇报。 

第三十一条 纪检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应当把巡视结果和巡视整改情况作为干部考核评价、选拔任用、奖励惩

处和对干部进行调整、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的重要依据。 

第四章 人员管理 

第三十二条 巡视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政治坚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政治理论水平； 

（二）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实事求是，公道正派，联系群众，清正廉洁，组织纪律性强，严守党的秘密； 

（三）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思想敏锐，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熟悉党务政务和政策法规； 

（四）有较强的调查研究和文字综合能力； 

（五）身体健康，能胜任工作要求。 

第三十三条 巡视工作人员可以采取组织选调、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单位推荐等方式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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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工作人员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轮岗交流。 

对不适合从事巡视工作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调整。 

第三十四条 巡视工作人员实行公务回避、任职回避和地域回避。 

第三十五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巡视组建立党组织，对所属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严格

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三十六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巡视组应当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健全日常管理制度，严格规范工作程

序，组织开展学习培训，不断提高巡视工作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 

第三十七条 巡视工作人员在巡视工作中成绩突出、为维护党和国家利益作出重要贡献的，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五章 纪律与责任 

第三十八条 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应当加强对巡视工作的领导，及时解决巡视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第三十九条 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应当自觉接受巡视监督，积极配合巡视组开展工作。 

党员有义务向巡视组如实反映情况。 

第四十条 巡视组应当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对巡视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 

第四十一条 巡视组对被巡视地区、单位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属于巡视工作职责范围内的重要问题，疏于职守，

应当了解而没有了解，应当报告而没有报告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人的纪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巡视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或者调整、免职、降职等组织处

理；构成违纪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利用巡视工作的便利谋取私利或者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二）隐瞒或者歪曲、捏造事实的； 

（三）泄露、扩散巡视工作秘密的； 

（四）有违反巡视工作纪律的其他行为的。 

第四十三条 被巡视地区、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该地区、单位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或者调整、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构成违纪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

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隐瞒不报或者故意向巡视组提供虚假情况的； 

（二）拒绝或者不按照要求向巡视组提供相关文件材料的； 

（三）无正当理由拒不纠正存在的问题或者不按照要求整改的； 

（四）暗示、指使、强令有关单位或者人员干扰、阻挠巡视工作的； 

（五）有其他干扰巡视工作行为的。 

第四十四条 被巡视地区、单位的干部群众发现巡视工作人员有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所列行为的，有权向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或者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反映，也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直接向有关部门、组织反映。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或者单项规定。 

第四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实施规定，报中央纪委、中央

组织部备案。 

第四十七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党组织开展巡视工作的规定，由中央军委参照本条例

制定。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委商中央组织部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2015 

 新华社北京 8 月 13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巡视工作条例》），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2009 年 7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对推动巡视工作制度化、规范

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实践深入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原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需要，党中

央决定予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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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视工作条例》是规范巡视工作、强化党内监督的重要基础性法规，对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要

求，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推动党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切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巡视工作条例》。派

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及巡视机构要严格依照《巡视工作条例》开展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被

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要自觉接受巡视监督，积极配合巡视工作，认真抓好整改落实。有关机关和职能部门

要按照《巡视工作条例》规定，积极为巡视组开展工作提供信息、人员、专业等支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理解《巡

视工作条例》精神，切实提高党章意识，严格遵守党规党纪，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要抓

好《巡视工作条例》的贯彻落实，适时对《巡视工作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确保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 

    通知要求，有关中央部委和国家机关部委党组（党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的巡视工作，参照《巡视工

作条例》执行。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党内监督，规范巡视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建立专职巡视机构，对所管理的地方、部门、

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进行巡视监督，实现巡视全覆盖、全国一盘棋。 

    开展巡视工作的党组织承担巡视工作的主体责任。 

    第三条  巡视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落实中央巡视工作方针，聚焦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第四条  巡视工作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坚持群众路线、发扬民主。 

    第二章 机构和人员 

    第五条  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成立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向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党委负责并报告工作。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担任，副组长一般由同级党委组织部部长担任。巡视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组织实施巡视工作的主要责任人。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应当加强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巡视工作的领导。 

    第六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是： 

    （一）贯彻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同级党的委员会有关决议、决定； 

    （二）研究提出巡视工作规划、年度计划和阶段任务安排； 

    （三）听取巡视工作汇报； 

    （四）研究巡视成果的运用，分类处置，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五）向同级党组织报告巡视工作情况； 

    （六）对巡视组进行管理和监督； 

    （七）研究处理巡视工作中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其日常办事机构。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为党委工作部门，设在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八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是： 

    （一）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情况，传达贯彻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决策和部署； 

    （二）统筹、协调、指导巡视组开展工作； 

    （三）承担政策研究、制度建设等工作； 

    （四）对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进行督办； 

    （五）配合有关部门对巡视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考核、监督和管理； 

    （六）办理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设立巡视组，承担巡视任务。巡视组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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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条  巡视组设组长、副组长、巡视专员和其他职位。巡视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副组长协助组长开展工作。 

    巡视组组长根据每次巡视任务确定并授权。 

    第十一条  巡视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理想信念坚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坚持原则，敢于担当，依法办事，公道正派，清正廉洁； 

    （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 

    （四）熟悉党务工作和相关政策法规，具有较强的发现问题、沟通协调、文字综合等能力； 

    （五）身体健康，能胜任工作要求。 

    第十二条  选配巡视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标准条件，对不适合从事巡视工作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调整。 

    巡视工作人员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轮岗交流。 

    巡视工作人员实行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公务回避。 

    第三章 巡视范围和内容 

    第十三条  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对象和范围是：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省、自治区、直辖市高

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党组主要负责人，副省级城市党委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主要负责人； 

    （二）中央部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中央国家机关部委、人民团体党组（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三）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金融企业、事业单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四）中央要求巡视的其他单位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巡视组的巡视对象和范围是： 

    （一）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委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市（地、

州、盟）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县（市、区、旗）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党组主要负责人；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政府部门、人民团体党组（党委、党工委）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求巡视的其他单位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第十五条  巡视组对巡视对象执行《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遵守党的纪律，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等情况进行监督，着力发现以下问题： 

    （一）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存在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拉

帮结派等问题； 

    （二）违反廉洁纪律，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问题； 

    （三）违反组织纪律，违规用人、拉票贿选、买官卖官，以及独断专行、软弱涣散、严重不团结等问题； 

    （四）违反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 

    （五）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要求了解的其他问题。 

    第十六条  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针对所辖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的重点人、重点事、

重点问题或者巡视整改情况，开展机动灵活的专项巡视。 

    第四章 工作方式和权限 

    第十七条  巡视组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开展工作： 

    （一）听取被巡视党组织的工作汇报和有关部门的专题汇报； 

    （二）与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干部群众进行个别谈话； 

    （三）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问题的来信、来电、来

访等； 

    （四）抽查核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 

    （五）向有关知情人询问情况； 

    （六）调阅、复制有关文件、档案、会议记录等资料； 

    （七）召开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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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列席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有关会议； 

    （九）进行民主测评、问卷调查； 

    （十）以适当方式到被巡视地区（单位）的下属地方、单位或者部门了解情况； 

    （十一）开展专项检查； 

    （十二）提请有关单位予以协助； 

    （十三）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批准的其他方式。 

    第十八条  巡视组依靠被巡视党组织开展工作，不干预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正常工作，不履行执纪审查的

职责。 

    第十九条  巡视组应当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对巡视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及时向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请示报告。 

    特殊情况下，中央巡视组可以直接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报告，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巡视组可以

直接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报告。 

    第二十条  巡视期间，经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巡视组可以将被巡视党组织管理的干部涉嫌违纪违法的具

体问题线索，移交有关纪律检查机关或者政法机关处理；对群众反映强烈、明显违反规定并且能够及时解决的问题，

向被巡视党组织提出处理建议。 

    第五章 工作程序 

    第二十一条  巡视组开展巡视前，应当向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政法机关和组织、审计、信访等部门和单位了

解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有关情况。 

    第二十二条  巡视组进驻被巡视地区（单位）后，应当向被巡视党组织通报巡视任务，按照规定的工作方式

和权限，开展巡视了解工作。 

    巡视组对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重要问题和线索，可以进行深入了解。 

    第二十三条  巡视了解工作结束后，巡视组应当形成巡视报告，如实报告了解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并提出处

理建议。 

    对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应当形成专题报告，分析原因，提出建

议。 

    第二十四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应当及时听取巡视组的巡视情况汇报，研究提出处理意见，报派出巡视组的

党组织决定。 

    第二十五条  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应当及时听取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并决定巡视成果的运

用。 

    第二十六条  经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同意后，巡视组应当及时向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人分别

反馈相关巡视情况，指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 

    根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巡视组将巡视的有关情况通报同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领导及其职能部门。 

    第二十七条  被巡视党组织收到巡视组反馈意见后，应当认真整改落实，并于 2 个月内将整改情况报告和主

要负责人组织落实情况报告，报送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为落实整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第二十八条  对巡视发现的问题和线索，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作出分类处置的决定后，依据干部管理权限和

职责分工，按照以下途径进行移交： 

    （一）对领导干部涉嫌违纪的线索和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移交有关纪律检查机关； 

    （二）对执行民主集中制、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移交有关组织部门； 

    （三）其他问题移交相关单位。 

    第二十九条  有关纪律检查机关、组织部门收到巡视移交的问题或者线索后，应当及时研究提出谈话函询、

初核、立案或者组织处理等意见，并于 3 个月内将办理情况反馈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三十条  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及其组织部门应当把巡视结果作为干部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一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当会同巡视组采取适当方式，了解和督促被巡视地区（单位）整改

落实工作并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可以直接听取被巡视党组织有关整改情况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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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条  巡视进驻、反馈、整改等情况，应当以适当方式公开，接受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监督。 

    第六章 纪律与责任 

    第三十三条  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和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应当加强对巡视工作的领导。对领导巡视工作不力，

发生严重问题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  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政法机关和组织、信访等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应当支持配合巡视

工作。对违反规定不支持配合巡视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  巡视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巡视工作纪律。巡视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给

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对应当发现的重要问题没有发现的； 

    （二）不如实报告巡视情况，隐瞒、歪曲、捏造事实的； 

    （三）泄露巡视工作秘密的； 

    （四）工作中超越权限，造成不良后果的； 

    （五）利用巡视工作的便利谋取私利或者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六）有违反巡视工作纪律的其他行为的。 

    第三十六条  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应当自觉接受巡视监督，积极配合巡视组开展工作。 

    党员有义务向巡视组如实反映情况。 

    第三十七条  被巡视地区（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对该地区（单位）领导班

子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有关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一）隐瞒不报或者故意向巡视组提供虚假情况的； 

    （二）拒绝或者不按照要求向巡视组提供相关文件材料的； 

    （三）指使、强令有关单位或者人员干扰、阻挠巡视工作，或者诬告、陷害他人的； 

    （四）无正当理由拒不纠正存在的问题或者不按照要求整改的； 

    （五）对反映问题的干部群众进行打击、报复、陷害的； 

    （六）其他干扰巡视工作的情形。 

    第三十八条  被巡视地区（单位）的干部群众发现巡视工作人员有本条例第三十五条所列行为的，可以向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或者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也可以依照规定直接向有关部门、组织反映。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党组织实行巡视制度的规定，由中央军委参照本条例

制定。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委会同中央组织部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15 年 8 月 3 日起施行。2009 年 7 月 2 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试行）》同时废止。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2017 

（2017 年 7 月 1 日修改）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加强党内监督，规范巡视工

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建立专职巡视机构，在一届任期内对所管

理的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 

  中央有关部委、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可以实行巡视制度，设立巡视机构，对所管理的党组织进

行巡视监督。 

  党的市（地、州、盟）和县（市、区、旗）委员会建立巡察制度，设立巡察机构，对所管理的党组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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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监督。 

  开展巡视巡察工作的党组织承担巡视巡察工作的主体责任。 

  第三条 巡视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尊崇党章，依规治党，落实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深化政治巡视，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

设、全面从严治党，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

导核心。 

  第四条 巡视工作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坚持群众路线、发扬民主。 

  第二章 机构和人员 

  第五条 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成立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向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党委负责并报告工作。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担任，副组长一般由同级党委组织部部长担任。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组织实施巡视工作的主要责任人。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应当加强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委，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

委）巡视工作的领导。 

  第六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是： 

  （一）贯彻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同级党的委员会有关决议、决定； 

  （二）研究提出巡视工作规划、年度计划和阶段任务安排； 

  （三）听取巡视工作汇报； 

  （四）研究巡视成果的运用，分类处置，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五）向同级党组织报告巡视工作情况； 

  （六）对巡视组进行管理和监督； 

  （七）研究处理巡视工作中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其日常办事机构。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为党委工作部门，设在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八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是： 

  （一）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情况，传达贯彻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决策和部署； 

  （二）统筹、协调、指导巡视组开展工作； 

  （三）承担政策研究、制度建设等工作； 

  （四）对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进行督办； 

  （五）配合有关部门对巡视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考核、监督和管理； 

  （六）办理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设立巡视组，承担巡视任务。巡视组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条 巡视组设组长、副组长、巡视专员和其他职位。巡视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副组长协助组长开展工

作。 

  巡视组组长根据每次巡视任务确定并授权。 

  第十一条 巡视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坚持原则，敢于担当，依法办事，公道正派，清正廉洁； 

  （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 

  （四）熟悉党务工作和相关政策法规，具有较强的发现问题、沟通协调、文字综合等能力； 

  （五）身体健康，能胜任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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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选配巡视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标准条件，对不适合从事巡视工作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调整。 

  巡视工作人员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轮岗交流。 

  巡视工作人员实行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公务回避。 

  第三章 巡视范围和内容 

  第十三条 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对象和范围是：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省、自治区、直辖市

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党组主要负责人，副省级城市党委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主要负责人； 

  （二）中央部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中央国家机关部委、人民团体党组（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三）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金融企业、事业单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四）中央要求巡视的其他单位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巡视组的巡视对象和范围是： 

  （一）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委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市

（地、州、盟）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县（市、区、旗）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党组主要负责人；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政府部门、人民团体党组（党委、党工委）

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求巡视的其他单位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第十五条 巡视组对巡视对象执行《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遵守党的纪律，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等情况进行监督，着力发现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

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 

  （一）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存在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

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以及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到位等问题； 

  （二）违反廉洁纪律，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问题； 

  （三）违反组织纪律，违规用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以及独断专行、软弱涣散、

严重不团结等问题； 

  （四）违反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

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 

  （五）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要求了解的其他问题。 

  第十六条 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针对所辖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的重点人、重点事、

重点问题或者巡视整改情况，开展机动灵活的专项巡视。 

  第四章 工作方式和权限 

  第十七条 巡视组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开展工作： 

  （一）听取被巡视党组织的工作汇报和有关部门的专题汇报； 

  （二）与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干部群众进行个别谈话； 

  （三）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问题的来信、来电、

来访等； 

  （四）抽查核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 

  （五）向有关知情人询问情况； 

  （六）调阅、复制有关文件、档案、会议记录等资料； 

  （七）召开座谈会； 

  （八）列席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有关会议； 

  （九）进行民主测评、问卷调查； 

  （十）以适当方式到被巡视地区（单位）的下属地方、单位或者部门了解情况； 

  （十一）开展专项检查； 

  （十二）提请有关单位予以协助； 

  （十三）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批准的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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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 巡视组依靠被巡视党组织开展工作，不干预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正常工作，不履行执纪审查

的职责。 

  第十九条 巡视组应当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对巡视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及时向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请示报告。 

  特殊情况下，中央巡视组可以直接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报告，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巡视组可

以直接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报告。 

  第二十条 巡视期间，经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巡视组可以将被巡视党组织管理的干部涉嫌违纪违法的

具体问题线索，移交有关纪律检查机关或者政法机关处理；对群众反映强烈、明显违反规定并且能够及时解决的问

题，向被巡视党组织提出处理建议。 

  第五章 工作程序 

  第二十一条 巡视组开展巡视前，应当向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政法机关和组织、审计、信访等部门和单位

了解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有关情况。 

  第二十二条 巡视组进驻被巡视地区（单位）后，应当向被巡视党组织通报巡视任务，按照规定的工作方

式和权限，开展巡视了解工作。 

  巡视组对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重要问题和线索，可以进行深入了解。 

  第二十三条 巡视了解工作结束后，巡视组应当形成巡视报告，如实报告了解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并提出

处理建议。 

  对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应当形成专题报告，分析原因，提出

建议。 

  第二十四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应当及时听取巡视组的巡视情况汇报，研究提出处理意见，报派出巡视组

的党组织决定。 

  第二十五条 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应当及时听取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并决定巡视成果的

运用。 

  第二十六条 经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同意后，巡视组应当及时向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人分

别反馈相关巡视情况，指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 

  根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巡视组将巡视的有关情况通报同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领导及其职能部门。 

  第二十七条 被巡视党组织收到巡视组反馈意见后，应当认真整改落实，并于 2 个月内将整改情况报告和

主要负责人组织落实情况报告，报送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为落实整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第二十八条 对巡视发现的问题和线索，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作出分类处置的决定后，依据干部管理权限

和职责分工，按照以下途径进行移交： 

  （一）对领导干部涉嫌违纪的线索和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移交有关纪律检查机关； 

  （二）对执行民主集中制、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移交有关组织部门； 

  （三）其他问题移交相关单位。 

  第二十九条 有关纪律检查机关、组织部门收到巡视移交的问题或者线索后，应当及时研究提出谈话函询、

初核、立案或者组织处理等意见，并于 3 个月内将办理情况反馈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三十条 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及其组织部门应当把巡视结果作为干部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一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当会同巡视组采取适当方式，了解和督促被巡视地区（单位）整

改落实工作并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可以直接听取被巡视党组织有关整改情况的汇报。 

  第三十二条 巡视进驻、反馈、整改等情况，应当以适当方式公开，接受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监督。 

  第六章 纪律与责任 

  第三十三条 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和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应当加强对巡视工作的领导。对领导巡视工作不力，

发生严重问题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 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政法机关和组织、信访等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应当支持配合巡

视工作。对违反规定不支持配合巡视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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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条 巡视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巡视工作纪律。巡视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

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对应当发现的重要问题没有发现的； 

  （二）不如实报告巡视情况，隐瞒、歪曲、捏造事实的； 

  （三）泄露巡视工作秘密的； 

  （四）工作中超越权限，造成不良后果的； 

  （五）利用巡视工作的便利谋取私利或者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六）有违反巡视工作纪律的其他行为的。 

  第三十六条 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应当自觉接受巡视监督，积极配合巡视组开展工作。 

  党员有义务向巡视组如实反映情况。 

  第三十七条 被巡视地区（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对该地区（单位）领导

班子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有关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一）隐瞒不报或者故意向巡视组提供虚假情况的； 

  （二）拒绝或者不按照要求向巡视组提供相关文件材料的； 

  （三）指使、强令有关单位或者人员干扰、阻挠巡视工作，或者诬告、陷害他人的； 

  （四）无正当理由拒不纠正存在的问题或者不按照要求整改的； 

  （五）对反映问题的干部群众进行打击、报复、陷害的； 

  （六）其他干扰巡视工作的情形。 

  第三十八条 被巡视地区（单位）的干部群众发现巡视工作人员有本条例第三十五条所列行为的，可以向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或者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也可以依照规定直接向有关部门、组织反映。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党组织实行巡视制度的规定，由中央军委参照本条

例制定。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委会同中央组织部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15 年 8 月 3 日起施行。2009 年 7 月 2 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

条例（试行）》同时废止。 

 

 

 

 

8.3.49）《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中发[2003]17 号 2003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gov.cn/test/2005-06/27/content_9940.htm   2003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4/02/17/000734507.shtml   2003 

http://china.huanqiu.com/politics/2016-10/9588298.html  2003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16-11/02/c_1119838488.htm  2016 

http://mzw.lsz.gov.cn/zmzw/zcwj35/5481951/index.shtml  2016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2003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党内监督，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

和抵御风险能力，坚持党的先进性，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内监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 

    第三条 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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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党内监督的重点内容是： 

    （一）遵守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维护中央权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决议、

决定及工作部署的情况； 

    （二）遵守宪法、法律，坚持依法执政的情况； 

    （三）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 

    （四）保障党员权利的情况； 

    （五）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执行党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情况； 

    （六）密切联系群众，实现、维护、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情况； 

    （七）廉洁自律和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 

    第五条 党内监督要与党外监督相结合。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自觉接受并正确对待党和人民群

众的监督。 

第二章 监督职责 

    第六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在党内监督方面履行下列职责： 

    （一）领导党内监督工作，明确同级纪委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

（党委）在党内监督方面的任务和要求； 

    （二）制定贯彻上级党组织和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关于加强党内监督工作决议、决定的措施，研究解决党内监

督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三）对党委常委、委员，同级纪委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

委）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 

    （四）对下一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进行监督； 

    （五）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基层委员会监督上级党委、纪委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派出的工作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定对所属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督。 

    第七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在党内监督方面的责任： 

    （一）对所在委员会、同级纪委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

的工作进行监督； 

    （二）对所在委员会、同级纪委的常委、委员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

党组（党委）的负责人进行监督； 

    （三）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基层委员会委员，对本条第（一）、（二）项所列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

问题和意见，署真实姓名以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向党委常委会、同级纪委常委会提出或向上一级党委、纪委反映； 

    （四）中央委员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意见，署真实姓名以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或

中央纪委常委会反映。 

    对委员署真实姓名反映的问题、意见和建议，有关部门或人员应当及时转达，不得扣压；有关党组织应当及

时研究、处理并以适当方式答复。 

    第八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中央纪委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党的地方各级纪委

和基层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领导下，在党内监督方面履行下列职责： 

    （一）协助同级党的委员会组织协调党内监督工作，组织开展对党内监督工作的督促检查； 

    （二）对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情况进行监督； 

    （三）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 

    （四）向同级党委和上一级纪委报告党内监督工作情况，提出建议，依照权限组织起草、制定有关规定和制

度，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 

    （五）受理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行为的检举和党员的控告、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的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监督职

责。 

    纪委对派驻纪检组实行统一管理。派驻纪检组按照有关规定对驻在部门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督。 

    党的地方和部门纪委、党组纪检组可以直接向上级纪委报告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 

    第九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在党内监督方面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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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所在委员会及其派驻机构、派出的巡视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 

    （二）对所在委员会常委、委员和派驻机构、派出的巡视机构的负责人进行监督； 

    （三）党的地方各级纪委委员和基层纪委委员，对本条第（一）、（二）项所列纪检机关（机构）和党员领导

干部的问题和意见，署真实姓名以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向纪委常委会、同级党委提出或反映，对所在委员会委员、

常委的意见还可以向上一级党委和纪委反映； 

    （四）中央纪委委员对中央纪委常委的意见，署真实姓名以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向中央纪委常委会或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反映。 

    对委员署真实姓名反映的问题、意见和建议，有关部门、机构或人员应当及时转达，不得扣压；有关党组织

应当及时研究、处理并以适当方式答复。 

    第十条 党员在党内监督方面的责任和权利： 

    （一）及时向党组织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二）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或向党的组织提出保留，

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反映，但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 

    （三）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四）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纪违法的事实，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五）参加党组织开展的评议党员领导干部活动，发表意见。 

    第十一条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除履行党员的监督责任和享有党员的监督权利外，按

照有关规定对其选举产生的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进行监督，反映所在选举单位党员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章 监督制度 

第一节 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  

    第十二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

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

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党的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要关心全局工作，

积极参与集体领导。 

    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应当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支持领导班子成员在职责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开展工

作。领导班子成员要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维护和增强领导班子的团结。 

    第十三条 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应当制定、完善并严格执行议事规则，保证决策科学、民主。 

    按照议事规则应当由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必须列入会议议程。 

    党的各级领导班子讨论决定事项，应当充分发表意见，对于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应当认真考虑。各种意见和

主要理由应当如实记录。讨论干部任免事项，还应当如实记录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的情况。领导班子成员

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并署名。 

    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决定重要事项，应当进行表决。表决采用口头、举手、无记名或记名投票等方式。表决结

果和表决方式应当记录在案。 

    第十四条 对于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而未经集体讨论，也未征求其他成员意见，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

的，除遇紧急情况外，应当区别情况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 

    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不遵守、不执行集体的决定，或未能按照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履行自己的职责，给工作

造成损失的，应当追究责任。 

第二节 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  

    第十五条 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决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根据需要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通报或向

全党通报。 

    地方各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的决议、决定，一般应当向下属党组织和党员通报，根据实际情况，以适

当方式向社会公开。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会议的内容和本地区的重要情况，根据需要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通报或

向本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通报。 

    第十六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需要将有关决策、重要情况

向本次党的代表大会代表通报。 

    第十七条 党组织对于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事关全局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情况以及重大问题，应当按照规定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392 页 共 3277 页 

时限和程序向上级党组织报告或请示。同时，地方各级党委应当在职权范围内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支

持政府和有关方面独立负责地处理好有关问题。 

    对隐瞒不报、不如实报告、干扰和阻挠如实报告或不按时报告、请示的，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对下级请示不及时答复、批复或对下级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在职责范围内不及时处置，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

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八条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自觉接受监督。个人重大事项的具体内

容，另行规定。 

第三节 述职述廉  

    第十九条 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 

    中央纪委常委会向中央纪委全体会议报告工作。 

    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纪委常委会分别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报告工作一次。 

    设常委会的基层党组织的党委常委会、纪委常委会分别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报告工作一次。 

    第二十条 中央各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地方各级党委、纪委和党

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的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在届中和换届前一年

在规定范围述职述廉一次。 

    基层党委、纪委，党总支、党支部负责人，每年在规定范围述职述廉一次。述职述廉时可以邀请群众代表参

加会议。 

    在届中和换届前的述职述廉后，上一级党组织应当结合当年的年度考核组织民主评议或民主测评。 

第四节 民主生活会  

    第二十一条 党组织应当坚持和健全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按照规定开好民主生活会。通过民主生活

会，统一思想，改进作风，加强监督，增进团结，提高依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和矛盾的能力。 

    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规定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 

    第二十二条 领导班子召开民主生活会要切实保证质量。民主生活会的主题应当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针对

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确定。 

    领导班子成员在民主生活会上，应当针对自身存在的廉洁自律方面的问题以及党员、群众、领导班子其他成

员和下级党组织提出的意见，负责任地作出检查或说明，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对开好民主生活会负责，并承担制定和落实领导班子整改措施的领导责任。 

    第二十三条 党员、群众和下级党组织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意见、民主生活会情况和整改措施，应当按照规

定如实上报，并将民主生活会情况和整改措施及时在一定范围通报。 

    党员有权了解本人所提意见和建议的处理结果。 

    第二十四条 上级党组织应当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指导和监督。发现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主题不符合要求，应当提出明确意见，必要时可以直接确定；认为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不符合规定要求，可以

责令重新召开。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领导班子成员，除参加所在领导班子民主生

活会外，每人每年应当参加一个以上省部级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了解情况。 

    地方各级党委、纪委和党委组织部门领导班子成员，除参加所在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外，每人每年应当参加

一个以上下一级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了解情况。 

第五节 信访处理  

    第二十五条 各级党委、纪委通过信访处理，对下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实施监督，及时研究来信来访中提出的

重要问题。对重要信访事项的办理，应当督促检查，直至妥善处理。 

    第二十六条 凡向党组织检举党员或下级党组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以及党员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权益行为的，

党组织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调查处理。党员署真实姓名检举的，应当视情况将处理结果告知该党员，听取其意见。 

第六节 巡视  

    第二十七条 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建立巡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

行监督。 

    第二十八条 巡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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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了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和工作部署的情况，

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政勤政的情况，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情况，处理改革发展稳

定的情况，中央要求巡视的其他事项； 

    （二）向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报告巡视工作中了解到的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九条 巡视组可以根据巡视工作需要列席所巡视地方的党组织的有关会议，查阅有关文件、资料，召开

座谈会，与有关人员谈话，了解和研究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的有关领导干部的重要问题。 

    巡视组不处理所巡视地方的具体问题。 

第七节 谈话和诫勉  

    第三十条 各级党委、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和党委组织部门负责人，应当不定期与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

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和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谈话，主要了解该地区、该系统、该

单位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实施党内监督的情况和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廉政勤政的情况，提出建议和要求。 

    第三十一条 党委（党组）或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任职谈话，应当把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廉政

勤政方面的要求和存在的问题作为重要内容。 

    第三十二条 发现领导干部在政治思想、履行职责、工作作风、道德品质、廉政勤政等方面的苗头性问题，党

委（党组）、纪委和党委组织部门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时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对该领导干部提出的诫勉要求和

该领导干部的说明及表态，应当作书面记录，经本人核实后，由组织（人事）部门或纪律检查机关留存。 

第八节 舆论监督  

    第三十三条 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通过内部反映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

用。 

    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听取意见，推动和改进工作。 

    第三十四条 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原则，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

督的社会效果。 

第九节 询问和质询  

    第三十五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有权对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询问或

质询。 

    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有权对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询问

或质询。 

    第三十六条 询问可口头提出，也可以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提出。有关部门应当作出说明。 

    第三十七条 询问人在对有关部门所作的说明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以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对同一问题提出质

询。有关部门应当作出书面解释或答复。 

    对质询中发现的问题，有关党组织应当及时研究处理。质询人利用质询故意刁难、无理纠缠的，给予批评教

育；情节严重的，追究责任。 

第十节 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  

    第三十八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有权向上级党组织提出要求罢免或撤换所在委员会和同级纪委中不

称职的委员、常委。 

    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有权向上级党组织提出要求罢免或撤换所在委员会不称职的委员、常委。 

    受理罢免或撤换要求的党组织应当认真研究处理。 

    第三十九条 罢免或撤换要求应当以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提出，并有根据地陈述理由。 

    提出罢免或撤换要求应当严肃慎重。对于没有列举具体事例，不负责任地提出罢免或撤换要求的，给予批评

教育；对于捏造事实陷害他人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第四章 监督保障 

    第四十条 各级党委、纪委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发挥监督作用。 

    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正确履行职责，自觉接受监督。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党内监督职责、不遵守党内监督制度的，视情节追究责任，严肃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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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条 各级党组织应当认真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健全工作制度，有效防范各

种违纪行为的发生。对党组织和党员反映的问题，应当认真处理。 

    第四十二条 鼓励、支持、保护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党员、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在党内监督中发挥积极作用。

对署真实姓名反映问题或检举、控告违纪违法行为的，党组织和有关人员应当为其保密；对泄露的要追究责任。对

检举、控告党员或党组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经查证属实的，给予表扬或奖励。对打击报复监督者的，对以监督为名

侮辱、诽谤、诬陷他人的，以及在监督中有其他违纪违法行为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第四十三条 党组织发现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或接到检举、控告，认为需要查明事实、纠正错误、追究责任的，

按照职责和权限，及时调查处理。 

    经过调查，需要追究党组织责任的，责令其纠正错误或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需要

追究党员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党纪处分；没有发现被调查的党组织或党员有违反规定

行为的，应当作出书面结论，消除影响。 

    第四十四条 党员、党组织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处理决定的党组织申诉。有关党组织应当认真复

议、复查，并作出结论。如仍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申诉。 

    申诉期间，不影响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党组织实施党内监督的规定，由中央军委参照本条

例制定。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委商中央组织部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2016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2016 年 10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内监督，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根

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内监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尊崇党章，依规治党，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增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三条 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各级党组织应当把信任激励同严格监督结合

起来，促使党的领导干部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 

  第四条 党内监督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依规依纪进行，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

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第五条 党内监督的任务是确保党章党规党纪在全党有效执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重点解决党的领导弱

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保证党的组

织充分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保证全体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党的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 

  党内监督的主要内容是： 

  （一）遵守党章党规，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模范遵守宪法法律情况； 

  （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贯彻落实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全党令行禁止情况；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贯彻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

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原则情况； 

  （四）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情况； 

  （五）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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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坚持党的干部标准，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情况； 

  （七）廉洁自律、秉公用权情况； 

  （八）完成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部署的任务情况。 

  第六条 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 

  第七条 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

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

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第八条 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强化自我约束，经常对照党章检查自己的言行，自觉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廉洁自律准则，加强党性修养，陶冶道德情操，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第九条 建立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

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 

  第二章 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 

  第十条 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面领导党内监督工作。中央委员会全体

会议每年听取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监督中央政治局工作，部署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任务。 

  第十一条 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定期研究部署在全党开展学习教育，以整风精神查找问题、

纠正偏差；听取和审议全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汇报，加强作风建设情况监督检查；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汇报；听取中央巡视情况汇报，在一届任期内实现中央巡视全覆盖。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

活会，进行对照检查和党性分析，研究加强自身建设措施。 

  第十二条 中央委员会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现其他成员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的

纪律、危害党的团结统一的行为应当坚决抵制，并及时向党中央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署真实姓名以书

面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向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或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反映。 

  第十三条 中央政治局委员应当加强对直接分管部门、地方、领域党组织和领导班子成员的监督，定期同

有关地方和部门主要负责人就其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廉洁自律等情况进行谈话。 

  第十四条 中央政治局委员应当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自觉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如实向党中央报告个人

重要事项。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违规

经商办企业，不得违规任职、兼职取酬。 

  第三章 党委（党组）的监督 

  第十五条 党委（党组）在党内监督中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委常委会委员（党组成员）和

党委委员在职责范围内履行监督职责。党委（党组）履行以下监督职责： 

  （一）领导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内监督工作，组织实施各项监督制度，抓好督促检查； 

  （二）加强对同级纪委和所辖范围内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检查其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情况； 

  （三）对党委常委会委员（党组成员）、党委委员，同级纪委、党的工作部门和直接领导的党组织领导班

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 

  （四）对上级党委、纪委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开展监督。 

  第十六条 党的工作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各项监督制度，加强职责范围内党内监督工作，既加强对本部门本

单位的内部监督，又强化对本系统的日常监督。 

  第十七条 党内监督必须加强对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监督，重点监督其政治立场、加

强党的建设、从严治党，执行党的决议，公道正派选人用人，责任担当、廉洁自律，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 

  上级党组织特别是其主要负责人，对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应当平时多过问、多提醒，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领导班子成员发现班子主要负责人存在问题，应当及时向其提出，必要时可以直接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个人有关事项应当在党内一定范围公开，主动接受监督。 

  第十八条 党委（党组）应当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掌握其思想、工作、作风、生活状况。党

的领导干部应当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正视、深刻剖析、主动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对同志的缺点错误应

当敢于指出，帮助改进。 

  第十九条 巡视是党内监督的重要方式。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一届任期内，对所管理的地方、

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巡视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尊崇党章、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党的路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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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实情况，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执行党的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以及

选人用人情况。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发挥从严治党利剑作用。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应当加强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委，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

委）巡视工作的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应当推动党的市（地、州、盟）和县（市、区、旗）委员会建立巡

察制度，使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第二十条 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民主生活会应当经常化，遇到重要或者普遍性问题应当及时召开。民

主生活会重在解决突出问题，领导干部应当在会上把群众反映、巡视反馈、组织约谈函询的问题说清楚、谈透彻，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整改措施，接受组织监督。上级党组织应当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指导和监

督，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 

  第二十一条 坚持党内谈话制度，认真开展提醒谈话、诫勉谈话。发现领导干部有思想、作风、纪律等方

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有关党组织负责人应当及时对其提醒谈话；发现轻微违纪问题的，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应

当对其诫勉谈话，并由本人作出说明或者检讨，经所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报上级纪委和组织部门。 

  第二十二条 严格执行干部考察考核制度，全面考察德、能、勤、绩、廉表现，既重政绩又重政德，重点

考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的表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立场，对待人民群众

的态度，完成急难险重任务的情况。考察考核中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应当对班子成员实事求是作出评价。考核评语在

同本人见面后载入干部档案。落实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在干部选任、考察、决策等各个环节的责任，对失察失责的应

当严肃追究责任。 

  第二十三条 党的领导干部应当每年在党委常委会（或党组）扩大会议上述责述廉，接受评议。述责述廉

重点是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以及执行廉洁纪律情况。述

责述廉报告应当载入廉洁档案，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第二十四条 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领导干部应当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及时报告个人及家庭重大情况，事先请示报告离开岗位或者工作所在地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抽查核实。对故意虚

报瞒报个人重大事项、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的，一律严肃查处。 

  第二十五条 建立健全党的领导干部插手干预重大事项记录制度，发现利用职务便利违规干预干部选拔任

用、工程建设、执纪执法、司法活动等问题，应当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第四章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 

  第二十六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加强对所辖范围

内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遵守党章党规党纪、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的监督检查，承担下列具体任务： 

  （一）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委员、党的工作部门和直接领导的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履行职责、

行使权力情况的监督； 

  （二）落实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执纪审查工作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执纪审查情况在

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三）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纪委发现同级党委主要领导干部的问题，可以直接向上级纪委报

告；下级纪委至少每半年向上级纪委报告 1 次工作，每年向上级纪委进行述职。 

  第二十七条 纪律检查机关必须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坚决纠正和查处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欺骗组织、对抗组织等行为。 

  第二十八条 纪委派驻纪检组对派出机关负责，加强对被监督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其他领导干部的监

督，发现问题应当及时向派出机关和被监督单位党组织报告，认真负责调查处置，对需要问责的提出建议。 

  派出机关应当加强对派驻纪检组工作的领导，定期约谈被监督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派驻纪检组组长，

督促其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派驻纪检组应当带着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定期向派出机关汇报工作，至少每半年会同被监督单位党组织

专题研究 1 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对能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是失职，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是渎职，都

必须严肃问责。 

  第二十九条 认真处理信访举报，做好问题线索分类处置，早发现早报告，对社会反映突出、群众评价较

差的领导干部情况及时报告，对重要检举事项应当集体研究。定期分析研判信访举报情况，对信访反映的典型性、

普遍性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处置意见，督促信访举报比较集中的地方和部门查找分析原因并认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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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条 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党风廉洁意见回复”关，综合日常工作中掌握的情况，加强分析研判，实

事求是评价干部廉洁情况，防止“带病提拔”、“带病上岗”。 

  第三十一条 接到对干部一般性违纪问题的反映，应当及时找本人核实，谈话提醒、约谈函询，让干部把

问题讲清楚。约谈被反映人，可以与其所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一同进行；被反映人对函询问题的说明，应当由其所

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报上级纪委。谈话记录和函询回复应当认真核实，存档备查。没有发现问题的应当了结

澄清，对不如实说明情况的给予严肃处理。 

  第三十二条 依规依纪进行执纪审查，重点审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

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三类情况同时具备的是重中之重。执纪审查应当查清违纪事实，让审查

对象从学习党章入手，从理想信念宗旨、党性原则、作风纪律等方面检查剖析自己，审理报告应当事实清楚、定性

准确，反映审查对象思想认识情况。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开除党籍的，严重失职失责被问责的，以

及发生在群众身边、影响恶劣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应当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第三十四条 加强对纪律检查机关的监督。发现纪律检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违反纪律问题的，必须严肃

处理。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健全内控机制，自觉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确保权力

受到严格约束。 

  第五章 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第三十五条 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履行下列监督职责： 

  （一）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保障党员权利不受侵犯； 

  （二）了解党员、群众对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批评和意见，定期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提出意见

和建议； 

  （三）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发现党员、干部违反纪律问题及时教育或者处理，问题严重的应当向上级党

组织报告。 

  第三十六条 党员应当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行使党员权利，履行下列监督义务： 

  （一）加强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民主监督，及时向党组织反映群众意见和诉求； 

  （二）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揭露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 

  （三）参加党组织开展的评议领导干部活动，勇于触及矛盾问题、指出缺点错误，对错误言行敢于较真、

敢于斗争； 

  （四）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纪违法的事实，坚决反对一切派别活动和小集团

活动，同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 

  第六章 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 

  第三十七条 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

法进行监督，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监督。有关国家机关发现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

规党纪、需要党组织处理的，应当及时向有关党组织报告。审计机关发现党的领导干部涉嫌违纪的问题线索，应当

向同级党组织报告，必要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并按照规定将问题线索移送相关纪律检查机关处理。 

  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当先作出党纪处分决定，再移送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处理。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立案查处涉及党的领导干部案件，应当向同级党委、纪委通报；该干部所

在党组织应当根据有关规定，中止其相关党员权利；依法受到刑事责任追究，或者虽不构成犯罪但涉嫌违纪的，应

当移送纪委依纪处理。 

  第三十八条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各级党组织应当支持

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完善知情、沟通、反馈、落实等机

制。 

  第三十九条 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对待、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

段，推动党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虚心接受群众批评。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正确导向，

加强舆论监督，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发挥警示作用。 

  第七章 整改和保障 

  第四十条 党组织应当如实记录、集中管理党内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和线索，及时了解核实，作出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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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本级办理范围的应当移送有权限的党组织处理。 

  第四十一条 党组织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做到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整改结果应当及时报告上级

党组织，必要时可以向下级党组织和党员通报，并向社会公开。 

  对于上级党组织交办以及巡视等移交的违纪问题线索，应当及时处理，并在 3 个月内反馈办理情况。 

  第四十二条 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应当加强对履行党内监督责任和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监督检

查，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党内监督职责，以及纠错、整改不力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

产党问责条例》等规定处理。 

  第四十三条 党组织应当保障党员知情权和监督权，鼓励和支持党员在党内监督中发挥积极作用。提倡署

真实姓名反映违纪事实，党组织应当为检举控告者严格保密，并以适当方式向其反馈办理情况。对干扰妨碍监督、

打击报复监督者的，依纪严肃处理。 

  第四十四条 党组织应当保障监督对象的申辩权、申诉权等相关权利。经调查，监督对象没有不当行为的，

应当予以澄清和正名。对以监督为名侮辱、诽谤、诬陷他人的，依纪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监

督对象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党章规定提出申诉。有关党组织应当认真复议复查，并作出结论。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关规定。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50）《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发[2003]18 号 2003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 月 1 日） 

http://www.qstheory.cn/2016-04/19/c_1118667048.htm  2003 

http://www.legaldaily.com.cn/zt/content/2016-04/11/content_6580715.htm  2015 

http://qinfeng.gov.cn/zxxx1/djfgk/dnfgzd/tl.htm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18_08_26_469697.shtml  2018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18_08_27_469711.shtml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08/id/3472053.shtml 

http://www.ccdi.gov.cn/toutiao/201808/t20180826_178478.html  

http://qinfeng.gov.cn/info/1845/61288.htm  2016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3）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指导思想、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依据党章和宪法、法律，结合党的建设的实践制定。 

  第二条 本条例的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保障党员民主

权利，教育党员遵纪守法，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 

  第三条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应当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对于违犯

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处理。 

  第四条 坚持党员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纪律约束的党组织和党员。凡是违

犯党纪的行为，都必须受到追究；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必须给予相应的处分。 

  第五条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其他党内

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准确地认定违纪性质，区别不同情况，恰当地予以处理。 

  第六条 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施党纪处分，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任何

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和批准。上级党组织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作出的处理决定，下级党组织必须执行。 

  第七条 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处理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应当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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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宽严相济。 

  第八条 本条例适用于违犯党纪应当受到党纪追究的党组织和党员。 

  第二章 违纪与纪律处分 

  第九条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

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党和国家政策、社会主义道德，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依照规定应当给

予党纪处分的，都必须受到追究。 

  第十条 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种类： 

  （一）警告； 

  （二）严重警告； 

  （三）撤销党内职务； 

  （四）留党察看； 

  （五）开除党籍。 

  第十一条 对严重违犯党纪的党组织的纪律处理措施： 

  （一）改组； 

  （二）解散。 

  第十二条 党员受到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

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第十三条 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是指撤销受处分党员由党内选举或者组织任命的党内各种职务。对于在党

内担任两个以上职务的，党组织在作处分决定时，应当明确是撤销其一切职务还是某个职务。如果决定撤销其某个

职务，则必须从其担任的最高职务开始依次撤销。对于在党外组织担任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依照规定作相应

处理。 

  对于应当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但是本人没有担任党内职务的，应当给予其严重警告处分。其中，在党

外组织担任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职务。 

  党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

原任职务的职务。 

  第十四条 留党察看处分，分为留党察看一年、留党察看二年。对于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一年的党员，期满

后仍不符合恢复党员权利条件的，再延长一年留党察看期限。留党察看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留党察看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期满后恢

复其党员权利；坚持不改或者又发现其他应受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的，应当开除党籍。 

  党员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其党内职务自然撤销。对于担任党外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职务。

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恢复党员权利后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

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 

  第十五条 党员受到开除党籍处分，五年内不得重新入党。另有规定不准重新入党的，依照规定。 

  第十六条 对于严重违犯党纪、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党组织领导机构，应当予以改组。受到改组处理的党组

织领导机构成员，除应当受到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含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外，均自然免职。 

  第十七条 对于全体或者多数党员严重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应当予以解散。对于受到解散处理的党组织中

的党员，应当逐个审查。其中，符合党员条件的，应当重新登记，并参加新的组织过党的生活；不符合党员条件的，

宣布除名；有违纪行为的，依照规定予以追究。 

  第三章 纪律处分运用规则 

  第十八条 故意违纪受处分后又因故意违纪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应当从重处分。 

  第十九条 从轻、从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分则中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内，给予较轻或

者较重的处分。 

  第二十条 减轻、加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分则中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外，减轻或者加

重一档给予处分。 

  本条例规定的只有开除党籍处分一个档次的违纪行为，不适用前款减轻处分的规则。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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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 

  （二）主动检举同案人或者其他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经查证属实的； 

  （三）主动挽回损失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 

  （四）主动退出违纪违法所得的； 

  （五）有其他立功表现的； 

  （六）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二条 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由中央纪委决定或者经省（部）级纪委（不含副省级市纪委）决定并

呈报中央纪委批准，对违纪党员也可以在本条例规定的量纪幅度以外减轻处分。 

  第二十三条 对于党员违犯党纪应当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具有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或者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可以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组织处理，免予党纪处分。对违纪党员免予处分，应当

作出书面结论。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一）强迫、唆使他人违纪违法的； 

  （二）串供或者伪造、销毁、隐匿证据的； 

  （三）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 

  （四）包庇同案人员或者打击报复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的； 

  （五）有其他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的； 

  （六）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五条 一人有本条例分则中规定的两种以上（含两种）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应当合并处

理，按其数种违纪行为中应当受到的最高处分加重一档给予处分；如果其中一种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

即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二十六条 基于一个违纪故意或者过失，其行为触犯本条例分则中两个以上（含两个）条款，依照处分

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 

  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全部包含在另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中，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

的，适用特别规定。 

  第二十七条 二人以上（含二人）共同故意违纪的，对为首者，除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外，从重处分；

对其他成员，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分别给予党纪处分。 

  对于经济方面共同违纪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所起作用，分别处分。对违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

团违纪的总数额处分；对其他共同违纪的为首者，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违纪的总数额处分。 

  教唆他人违纪违法的，应当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追究党纪责任。 

  第二十八条 党组织领导机构集体作出违犯党纪的决定或者实施其他违犯党纪的行为，对具有共同故意的

成员，按共同违纪处理；对过失违纪的成员，按照各自在集体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分别处分。 

  第二十九条 对于本条例没有规定但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确需追究党纪责任的违纪行为，比照分则

中最相类似的条款处理。需要比照处理的案件，按照处分党员批准权限的规定，应当由省（部）级党委、纪委批准

处理的案件，报请中央纪委批准；应当由省（部）级以下党委、纪委批准处理的案件，由省（部）级纪委（不含副

省级市纪委）批准并报中央纪委备案。 

  第四章 对违法犯罪党员的纪律处分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主刑（含宣告缓刑）的； 

  （二）单处或者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三）因过失犯罪，被依法判处三年以上（不含三年）有期徒刑的。 

  因过失犯罪被判处三年以下（含三年）有期徒刑或者被判处管制、拘役的，一般应当开除党籍。对于个别

可以不开除党籍的，应当对照处分党员批准权限的规定，报请再上一级党组织批准。 

  第三十一条 依法被劳动教养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但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委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党员受到党纪追究，需要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其他纪律处分的，作出或者批准作出处理决定的

党组织应当向有关机关或者组织提出建议；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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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条 党员依法受到刑事追究的，党组织应当根据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裁定和决定及其认定的事

实、性质和情节，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党员依法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党组织可以根据生效的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

定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经核实后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受到其他纪律处分，应当追究党纪责

任的，党组织在对有关方面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进行核实后，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党的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党的工作人员，是指党的各级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和党的基层组织中专职、兼职从事党内事

务的党员。 

  对国家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的认定，依照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

以及司法解释执行。 

  本条例所称非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企业（公司）或者其他单位中除国家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

员之外的人员。 

  第三十五条 预备党员违犯党纪，情节较轻，尚可保留预备党员资格的，应当对其批评教育或者延长预备

期；情节较重的，应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 

  第三十六条 对违纪后下落不明的党员，应当区别情况作出处理： 

  （一）对有严重违纪行为，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党组织应当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 

  （二）除前项规定的情况外，下落不明时间超过六个月的，党组织应当按照党章规定对其予以除名。 

  第三十七条 违纪党员在党组织作出处分决定前死亡，或者在死亡之后发现其曾有严重违纪行为，对于应

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开除其党籍；对于应当给予留党察看以下（含留党察看）处分的，作出书面结论，不再给

予党纪处分。 

  第三十八条 失职、渎职行为有关责任人员的区分： 

  （一）直接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起

决定性作用的党员或者党员领导干部。 

  （二）主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

损失或者后果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三）重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

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次要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主动交代，是指涉嫌违纪的党员在组织初核前向有关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或者

在初核和立案调查其问题期间交代组织未掌握的问题。 

  在案件的初核、立案调查过程中，涉嫌违纪的党员能够配合调查工作，如实坦白组织已掌握的其本人主要

违纪事实的，可以从轻处分。 

  第四十条 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与违纪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而造成财产损毁的实际价值。计算经济损失主

要计算直接经济损失。 

  第四十一条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收缴或者责令退赔。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职务、职称、学历、学位、奖励、资格等其他利益，应当由承办案件的纪检机关或

者由其上级纪检机关建议有关组织、部门、单位按规定予以纠正。 

  对于依照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处理的党员，经调查确属其实施违纪行为获得的利益，依照

本条规定处理。 

  第四十二条 党纪处分决定作出后，应当在一个月内向受处分党员所在党的基层组织中的全体党员及其本

人宣布，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组织关系将处分决定材料归入受处分者档案；对于受到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含撤销

党内职务）处分的，还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职务、工资等相应变更手续；涉及撤销或者调整其党外职务的，应当建

议党外组织及时撤销或者调整其党外职务。特殊情况下，经作出或者批准作出处分决定的组织批准，可以适当延长

办理期限。 

  第四十三条 执行党纪处分决定的机关或者受处分党员所在单位，应当在六个月内将处分决定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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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作出或者批准处分决定的机关报告。 

  不按照规定落实党纪处分决定和其他相关处理手续的，应当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其中情节较重应当给予党纪处分的，依照本条例规定处理。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总则适用于有党纪处分规定的其他党内法规，但是中共中央发布或者批准发布的其他

党内法规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第二编 分 则 

  第六章 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第四十五条 组织、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的集会、

游行、示威等活动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或者以提供信息、资料、财物、场地等方式支持上述活动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第四十六条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演说、

宣言、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改革开放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

予批评教育；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

处分。 

  违反党和国家有关规定，播出、刊登、出版第一款、第二款所列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对主要责

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七条 从国（境）外携带反动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等入境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较重的，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八条 组织、领导旨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敌视政府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的非法组织

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九条 组织、领导会道门或者邪教组织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的参加人员，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第五十条 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定，或者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

重大工作部署、决定相违背决定的，对直接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一条 在党内以组织秘密集团等方式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参加秘密集团或者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二条 参加国（境）外情报组织或者向国（境）外机构、组织、人员非法提供情报的，给予开除党籍

处分。 

  第五十三条 投敌叛变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向敌人自首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四条 在国（境）外、外国驻华使（领）馆申请政治避难，或者违纪违法后逃往国（境）外、外国驻

华使（领）馆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在国（境）外公开发表反对党和政府的言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故意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五条 挑拨民族关系制造事端或者参加民族分裂活动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403 页 共 3277 页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有其他违反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六条 组织、利用宗教活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煽动骚乱闹事，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有其他违反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七条 组织、利用宗族势力对抗党和政府，妨碍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或者制造宗族矛盾破坏社会稳定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情节较重的，给予开除党籍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情节较轻，能够认真检讨并有悔改表现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第五十八条 编造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传播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处分。 

  第五十九条 在涉外活动中，其行为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的，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七章 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 

  第六十条 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规定，采取弄虚作假或者其他手段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发展为党

员，或者为非党员出具党员身份证明的，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处分。 

  违反有关规定程序发展党员的，对主要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六十一条 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或者违反议事规则，

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六十二条 下级党组织拒不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的，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六十三条 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

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六十四条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

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在选举中，进行违反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有关章程活动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 

  第六十五条 拒不执行组织的分配、调动、交流决定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六十六条 在干部、职工的录用、考核、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和征兵、安置复转军人等工作中，隐瞒、歪

曲事实真相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规定为本人或者其他人谋取利益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六十七条 在考试、录取工作中，有泄露试题、考场舞弊、涂改考卷等违反有关规定行为的，给予警告

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六十八条 以不正当方式谋求本人或者其他人用公款出国（境），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六十九条 临时出国（境）团（组）或者人员中的党员，擅自延长在国（境）外期限，或者擅自变更路

线，造成不良影响或者经济损失的，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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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 

  第七十条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境）团（组）中的党员擅自脱离组织，或者从事外事、机要、军事等工

作的党员违反有关规定同国（境）外机构、人员联系和交往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七十一条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境）团（组）中的党员，脱离组织出走时间不满六个月又自动回归

的，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脱离组织出走时间超过六个月的，按照自行脱党处理，党内

予以除名。 

  故意为他人脱离组织出走提供方便条件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较轻并认真

检讨的，可以免予处分。 

  第八章 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 

  第七十二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非本人经管的国家、集体和个人财物，或者以购买物品时象征

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非法占有国家、集体和个人财物，或者无偿、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情节较

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

籍处分。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人或者亲属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或者其他单位支付、报销的，依

照前款规定处理。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应当由个人支付的出国（境）留学费用，由他人支付、报销的，

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 

  第七十三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占用公物归个人使用，时间超过六个月，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

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占用公物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

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七十四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不登

记交公，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前款所列人员接受其他礼品，按照规定应当登记交公而不登记交公，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品，按照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的，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三条规定处

理。 

  第七十五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父母、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收受对方财物的，应当追究该人员的责任，情节较重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其他第三人从中收受财物的，依照前款规定从

重或者加重处分。 

  有第一款规定情形，查实本人知道的，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第七十六条 党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有关规定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

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或者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

业、中外合资企业中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的，该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规定予以纠正；拒不纠正的，

其本人应当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予以调整职务；不辞去现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务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处分。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经商办企业的； 

  （二）个人违反规定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 

  （三）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 

  （四）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的； 

  （五）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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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亲友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违反有关规定兼职或者兼职取酬的，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 

  第七十八条 挥霍浪费公共财产，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用公款旅游或者以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等名义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 

  （二）违反规定参与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的； 

  （三）购买、更换超过规定标准的小轿车或者对所乘坐的小轿车进行豪华装修的； 

  （四）有其他挥霍浪费公共财产行为的。 

  第七十九条 在分配、购买住房中侵犯国家、集体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用公款购买住房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三条规定处理。 

  第八十条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八十一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

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八十二条 有其他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九章 贪污贿赂行为 

  第八十三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

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贪污党费、社保基金和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款物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

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八十四条 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有关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

产集体私分给个人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

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执纪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违反有关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

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八十五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

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

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因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八十六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有关规定收受财物或者各种

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第八十七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其他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变相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依照

本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第八十八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退（离）休后，利用本人原有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在职党

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依照本

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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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九条 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

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前款所列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账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对主要责任者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因索取财物未遂而对下属单位、客户刁难报复，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 

  将索取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的财物合伙私分的，以受贿论，根据个人所得数额和所起作用，依照

本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第九十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情节较轻的，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有关规定，给予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或者各种名义的回扣、

手续费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因行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依照本条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九十一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财物，或

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有关规定给予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单位有前款所列行为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九十二条 向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介绍贿赂，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九十三条 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有关规定给予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

的人员以财物或者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重的，给予警

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行贿取得的违纪违法所得

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条例第九十条规定处理。 

  第九十四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

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挪用党费、社保基金和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款物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

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时间不足三个月，但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条规定处理。 

  第九十五条 农村党组织、社区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中的党员从事下列公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

取利益的，分别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一）党费、社保基金和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款物的管理； 

  （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的管理； 

  （五）代征、代缴税款； 

  （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 

  （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八）依照党内法规从事党的纪检、组织（人事）、宣传等工作。 

  第九十六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较大

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

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有关规定隐瞒境外存款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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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 

  第九十七条 进行走私，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

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走私的，从重处分。 

  单位走私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九十八条 企业（公司）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

为己有，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九十九条 企业（公司）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

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超过三个月未还，或者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

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挪用本单位资金不退还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时间不足三个月，但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条规定处理。 

  第一百条 国家机关、国家拨给经费的团体和事业单位，挪用财政资金或者科研、教育、卫生、军工等专

项资金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挪用党费、社保基金和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款物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

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企业（公司）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

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前款所列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有关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规定

处理。 

  第一百零二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企业（公司）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单位有前款所列行为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零三条 国有企业（公司）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

企业（公司）同类的业务，谋取非法利益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

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前款所列人员以他人名义登记注册企业（公司），实则本人经营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零四条 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公司）中的党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有

下列行为之一，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

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其亲友经营的； 

  （二）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其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商品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其亲友经营

管理的单位销售商品的； 

  （三）向其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不合格商品的。 

  第一百零五条 党和国家机关违反有关规定经商办企业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零六条 金融从业人员违反金融法律、法规，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强迫金融企业或者国家金融监管机构违纪违法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由于党和国家机关非法干预致使金融从业人员违反金融法律、法规的，对金融从业人员可以依照第一款规

定从轻或者减轻处分。其中，金融从业人员进行了抵制的，不予处分。 

  第一百零七条 不履行法定纳税义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单位不履行法定纳税义务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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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零八条 虚开、伪造、非法出售、非法购买、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者可用于骗税、抵扣税款的其他票据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单位有前款所列行为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零九条 非法占用、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单位有前款所列行为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一十条 从事资产评估、验资（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工作的社会中介组织，出具虚假评估、

虚假资信证明、虚假鉴证等文件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

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一条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

开除党籍处分： 

  （一）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 

  （二）知悉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进行证券、期货交易的； 

  （三）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或者对商品和服务作虚假宣传的； 

  （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者商业秘密的； 

  （五）利用行政垄断或者行业垄断地位，实施或者变相实施妨碍公平竞争行为的； 

  （六）限制外地商品和服务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限制本地商品和服务流向外地市场的。 

  第一百一十二条 有其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十一章 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第一百一十三条 隐瞒、截留、坐支应当上交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

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将隐瞒、截留款合伙私分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

开除党籍。 

  第一百一十四条 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国家

财政拨款、退税款或者补贴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将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的钱款合伙私分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

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一十五条 不按照预算或者用款计划核拨国家财政经费、资金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

处分。 

  擅自动用国库款项或者财政专户资金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一十六条 个人借用公款超过六个月不还的，追还所欠公款，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但确因生活困难到期无力归还的除外。 

  个人借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个人借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违反有关规定将公款借给他人，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处分。 

  第一百一十七条 以个人名义存储公款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

予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一十八条 党和国家机关违反有关规定，在对内对外活动中接受礼品应当上交而不上交的，追究主

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处分。 

  将接受的礼品集体私分的，以私分国有资产论，根据个人所得数额和所起作用，依照本条例第八十四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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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处理。 

  第一百一十九条 违反有关规定擅自开设银行账户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条 擅自使用、调换、变卖或者损毁被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收缴的财物，或者擅自处理应

当委托拍卖的物品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

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一条 违反有关规定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

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

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二条 违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三条 违反“收支两条线”规定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将应当纳入法定账簿的资产未纳入法定

账簿或者转为账外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

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政府采购和招投标法律、

法规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五条 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财务管理活动中违反会计法

律、法规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者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

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第一百二十六条 在财经方面有其他违纪违法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十二章 失职、渎职行为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给

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本条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前款所列人员，在工作中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

给予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在工作中徇私舞弊的，从

重或者加重处分。本条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一百二十八条 党组织负责人在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党、国家和人

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

直接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

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一）不传达贯彻、不检查督促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或者作出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错误决策的； 

  （二）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和本单位发生公开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或

者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行为的； 

  （三）不制止、不查处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和本单位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 

  （四）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以及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行为的。 

  有上述情形之一，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有关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加重处分。 

  第一百二十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三十条 国有企业（公司）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公司）工作人员，在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中有下

列情形之一，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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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

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 

  （一）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的； 

  （二）对本单位、下属单位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和其他危害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产

品发现后不采取措施处理或者措施不力，或者因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购进假冒伪劣商品的； 

  （三）对本单位、下属单位发生的破坏国家自然资源的行为，发现后不采取措施处理或者措施不力的； 

  （四）对本单位、下属单位违反财政、金融、工商管理、海关、会计、统计等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长期

失察或者发现后不予纠正的； 

  （五）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公共财物被贪污、挪用、盗窃、诈骗或者物资丢失、损坏、变质的。 

  有上述情形之一，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有关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加重处分。 

  第一百三十一条 在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

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

责任者，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一）在决定基本建设项目的立项、设计、施工、投产等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的； 

  （二）在文教卫生、邮电通信、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发生严重事故的； 

  （三）在灾害、事故面前未采取必要和可能的措施，贻误时机，使本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的损失未能避免或

者减少的； 

  （四）对突发事件、重大事故和其他重要情况瞒报、谎报、缓报、漏报的； 

  （五）对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能解决而不解决的。 

  有上述情形之一，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有关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加重处分。 

  第一百三十二条 在管辖范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

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

党察看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

重警告处分： 

  （一）对发生的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的集会、游行等活动放任不管，致使本单位多数党员、群众参加集会、

游行等活动的； 

  （二）对存在的问题不认真解决，致使矛盾激化，造成闹事、罢工、罢课或者其他重大事件，严重影响生

产、工作、教学和社会正常秩序的； 

  （三）对发生的明令禁止的不正之风不制止、不查处的； 

  （四）对发生的重大事件不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的。 

  有上述情形之一，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有关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加重处分。 

  第一百三十三条 在安全工作方面，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较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严重警

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负有主要领导

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一）不认真执行劳动保护、安全生产和消防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发生爆炸、火灾、交通安全、建筑质

量安全、矿山安全以及其他事故的； 

  （二）在组织群众性活动时，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未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发生责任事故的； 

  （三）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学校、幼儿园或者公共场所发生人身伤亡事故的； 

  （四）生产、销售假劣药品、有害食品，发生危害人身健康的事故的。 

  有上述情形之一，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有关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加重处分。 

  第一百三十四条 在执纪、行政执法和司法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

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负

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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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中，瞒案不报、压案不办的； 

  （二）对他人要求保护合法权益的申请，无正当理由不予答复和办理的； 

  （三）违法采取保全措施或者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的； 

  （四）对依照规定应当移交其他机关或者组织的案件不移交的； 

  （五）在办案工作中因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导致有关人员伤亡等事件的。 

  在行政裁决或者案件侦查、起诉、审理、审判活动中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的，或者刑讯逼供、暴力取证

的，或者经查证确属冤假错案而不予纠正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负有主要

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负

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三十五条 违反有关规定，强令他人履行非法定义务，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以各种方式乱收费、乱摊派的； 

  （二）擅自向他人征收、征用财物的； 

  （三）有其他强令他人履行非法定义务情形的。 

  第一百三十六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强令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违反有关规定行使

职权，情节较重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强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违反法律规定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三十七条 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所属人员叛逃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所属人员出走，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

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三十八条 丢失秘密文件资料或者泄露党和国家秘密，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在保密工作方面不负责任，致使发生重大失密泄密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较大损失的，对负有主要领导

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处分。 

  第一百三十九条 对因工作失职、渎职，所造成的后果虽不够较大损失的标准，但给本地区、本单位造成

严重不良影响的直接责任者，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虽不够重大损失的标准，但给本地区、本单位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主要领导责任者，根据损失的数额及影响程度，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十三章 侵犯党员权利、公民权利的行为 

  第一百四十条 对批评、检举、控告进行阻挠、压制，或者将批评、检举、控告、申诉材料私自扣押、销

毁，或者故意将其泄露给被批评人、被检举人、被控告人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打击报复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第一百四十一条 对党员或者公民的申辩、辩护、申诉、作证等，进行压制，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警告

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四十二条 侵犯党员或者公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表决权，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伪造选举文件、篡改选举结果或者以威胁、贿赂、欺骗等手段，妨害选民或者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被选

举权和表决权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四十三条 侵犯他人人身权利，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侮辱、诽谤他人的； 

  （二）对他人进行殴打、体罚、非法拘禁、非法搜查的； 

  （三）非法侵入或者非法搜查他人住宅的； 

  （四）有其他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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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四十四条 违反劳动管理法律、法规侵犯他人权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四十五条 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邮件、信件，侵犯他人通信自由，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

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犯他人通信自由的，依照前款规定加重处分。 

  第一百四十六条 干涉他人婚姻自由，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四十七条 诬告陷害他人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

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四十八条 有其他侵犯党员权利、公民权利的行为，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十四章 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 

  第一百四十九条 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五十条 与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与现役军人的配偶通奸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重婚或者包养情妇（夫）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五十一条 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给予撤销党

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五十二条 拒不承担抚养教育义务或者赡养义务，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虐待家庭成员情节较重或者遗弃家庭成员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五十三条 遇到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

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五十四条 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十五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进行色情活动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

者开除党籍处分。本条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一百五十六条 嫖娼、卖淫，或者组织、强迫、介绍、教唆、引诱、容留他人嫖娼、卖淫，或者故意为嫖

娼、卖淫提供方便条件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五十七条 制作、复制、出售、出租、传播淫秽影视书画或者其他淫秽物品，情节较轻的，给予严

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五十八条 观看淫秽影视书画，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处分。 

  观看淫秽表演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组织进行淫秽表演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五十九条 进行淫乱活动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

者开除党籍处分。 

  猥亵、侮辱妇女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六十条 违反有关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精神药品或者其他违禁品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以牟利为目的，违反有关规定种植毒品原植物或者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精神药品和其他违禁品的，给

予开除党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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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有前款所列行为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六十一条 侵犯公私财产，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盗窃公私财物的； 

  （二）诈骗公私财物的； 

  （三）抢夺公私财物的； 

  （四）破坏或者哄抢公私财物的； 

  （五）有其他侵犯公私财产行为的。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情节较轻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六十二条 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参加赌博屡教屡犯，或者赌资较大，或者在工作时间赌博，或者在国（境）外赌博的，给予警告、严重警

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党员领导干部参加赌博的，从重或者加

重处分。 

  故意为赌博活动提供场所或者其他方便条件，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六十三条 妨碍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依纪依法执行公务，情节较轻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六十四条 扰乱和破坏生产、交通、工作等公共秩序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搞封建迷信活动，扰乱生产、工作、社会生活秩序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第一百六十五条 伪造、变造或者买卖、使用伪造的党和国家机关、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

公文、证件、印章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

开除党籍处分。 

  抢夺党和国家机关、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公文、证件、印章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

重处分。 

  伪造、变造或者买卖、使用伪造的学历、文凭的，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六十六条 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超计划生育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破坏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实施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

籍处分。 

  第一百六十七条 违反国家关于保护环境、自然资源和文物古迹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情节较轻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单位有前款所列行为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六十八条 编造、散播虚假信息或者其他对社会有害的信息，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六十九条 违反有关规定，侵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七十条 包庇犯罪分子，情节较轻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留

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包庇恐怖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主要成员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包庇有严重违纪行为应受纪律处分人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处分。 

  第一百七十一条 被犯罪分子蒙骗而为其犯罪活动提供方便条件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七十二条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境）团（组）中的党员，触犯驻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法令或者

不尊重驻在国家、地区的宗教习俗，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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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七十三条 违反国（边）境管理法律、法规，偷越国（边）境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七十四条 有其他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三编 附 则 

  第一百七十五条 本条例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一百七十六条 中央军委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情况，

制定补充规定或者单项规定。 

  第一百七十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其他

实行垂直管理部门的党委（党组），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单项实施规定，报中共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备案。 

  第一百七十八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本条例发布前，已结案的案件如需进行复查复议，适用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尚未结案的案件，如果行为

发生时的规定或者政策不认为是违纪，而本条例认为是违纪的，依照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处理；如果行为发生时的

规定或者政策认为是违纪的，依照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处理，但是如果本条例不认为是违纪或者处理较轻的，依照

本条例规定处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5）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单位党委，

各人民团体党组： 

  200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

纪律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形势发展，该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实践需要，党

中央决定予以修订。现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条例》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围绕党纪戒尺

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是对党章规定的具体化，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对于贯彻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切实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权威性、严肃性，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决议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级党委（党组）要担当和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以对党的事业和党员、干部高度负责的精神，

切实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使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要把严守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远排在首要位置，通过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动其他纪律严起来。各级纪委（纪检组）要认

真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加大查处违反《条例》行为的力度，进一步探索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

制。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敢于担当、敢于较真、敢于斗争，确保把党章党规党

纪落实到位。广大党员要牢固树立党章党规党纪意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守住纪律“底线”，自觉做守纪律、

讲规矩的模范。 

  各级党委（党组）和纪委（纪检组）要适时对《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确保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过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指导思想、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 为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教育党员遵纪

守法，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制定本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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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条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 

第三条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

为规则。党组织和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章，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模范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 

第四条 党的纪律处分工作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注重抓

早抓小。 

（二）党纪面前一律平等。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公正执行纪律，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纪律

约束的党组织和党员。 

（三）实事求是。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

规为准绳，准确认定违纪性质，区别不同情况，恰当予以处理。 

（四）民主集中制。实施党纪处分，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擅

自决定和批准。上级党组织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作出的处理决定，下级党组织必须执行。 

（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处理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应当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 

第五条 本条例适用于违犯党纪应当受到党纪追究的党组织和党员。 

第二章 违纪与纪律处分 

第六条 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党和国家政策，违反社会主义道德，

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依照规定应当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的，都必须受到追究。 

第七条 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种类： 

（一）警告； 

（二）严重警告； 

（三）撤销党内职务； 

（四）留党察看； 

（五）开除党籍。 

第八条 对严重违犯党纪的党组织的纪律处理措施： 

（一）改组； 

（二）解散。 

第九条 党员受到警告处分一年内、 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半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

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第十条 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是指撤销受处分党员由党内选举或者组织任命的党内职务。对于在党内担任两个

以上职务的，党组织在作处分决定时，应当明确是撤销其一切职务还是某个职务。如果决定撤销其某个职务，必须

撤销其担任的最高职务。如果决定撤销其两个以上职务，则必须从其担任的最高职务开始依次撤销。对于在党外组

织担任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依照规定作出相应处理。 

对于应当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但是本人没有担任党内职务的，应当给予其严重警告处分。其中，在党外组

织担任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职务。 

党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或者依照前款规定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的，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

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 

第十一条 留党察看处分，分为留党察看一年、留党察看二年。对于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一年的党员，期满后仍

不符合恢复党员权利条件的，应当延长一年留党察看期限。留党察看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留党察看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期满后恢复其

党员权利；坚持不改或者又发现其他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的，应当开除党籍。 

党员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其党内职务自然撤销。对于担任党外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职务。受

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恢复党员权利后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

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 

第十二条 党员受到开除党籍处分，五年内不得重新入党。另有规定不准重新入党的，依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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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留党察看以上（含留党察看）处分的，党组织应当终止其代表资格。 

第十四条 对于严重违犯党纪、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党组织领导机构，应当予以改组。受到改组处理的党组织领

导机构成员，除应当受到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含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外，均自然免职。 

第十五条 对于全体或者多数党员严重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应当予以解散。对于受到解散处理的党组织中的党

员，应当逐个审查。其中，符合党员条件的，应当重新登记，并参加新的组织过党的生活；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应

当对其进行教育、限期改正，经教育仍无转变的，予以劝退或者除名；有违纪行为的，依照规定予以追究。 

第三章 纪律处分运用规则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一）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 

（二）检举同案人或者其他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或者法律追究的问题，经查证属实的； 

（三）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 

（四）主动上交违纪所得的； 

（五）有其他立功表现的。 

第十七条 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由中央纪委决定或者经省（部）级纪委（不含副省级市纪委）决定并呈报中

央纪委批准，对违纪党员也可以在本条例规定的处分幅度以外减轻处分。 

第十八条 对于党员违犯党纪应当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具有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

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可以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组织处理，免予党纪处分。对违纪党员免予处分，应当作出书面

结论。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一）在纪律集中整饬过程中，不收敛、不收手的；  

（二）强迫、唆使他人违纪的； 

（三）本条例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条 故意违纪受处分后又因故意违纪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应当从重处分。 

党员违纪受到党纪处分后，又被发现其受处分前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应当从重处分。 

第二十一条 从轻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内，给予较轻的处分。 

从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内，给予较重的处分。 

第二十二条 减轻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外，减轻一档给予处分。 

加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外，加重一档给予处分。 

本条例规定的只有开除党籍处分一个档次的违纪行为，不适用第一款减轻处分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一人有本条例规定的两种以上（含两种）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应当合并处理，按其数

种违纪行为中应当受到的最高处分加重一档给予处分；其中一种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应当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 

第二十四条 一个违纪行为同时触犯本条例两个以上（含两个）条款的，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 

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全部包含在另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中，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

适用特别规定。 

第二十五条 二人以上（含二人）共同故意违纪的，对为首者，从重处分，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其他成

员，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分别给予处分。 

对于经济方面共同违纪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所起作用，分别给予处分。对违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

团违纪的总数额处分；对其他共同违纪的为首者，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违纪的总数额处分。 

教唆他人违纪的，应当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追究党纪责任。 

第二十六条 党组织领导机构集体作出违犯党纪的决定或者实施其他违犯党纪的行为，对具有共同故意的成员，

按共同违纪处理；对过失违纪的成员，按照各自在集体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分别给予处分。 

第四章 对违法犯罪党员的纪律处分 

第二十七条 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刑法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二十八条 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刑法规定的行为，虽不涉及犯罪但须追究党纪责任的，应当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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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第二十九条 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其他违法行为，影响党的形象，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

当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处分。 

对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三十条 党员受到党纪追究，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需要给予行政处分或

者其他纪律处分的，应当向有关机关或者组织提出建议。 

第三十一条 党员被依法逮捕的，党组织应当按照管理权限中止其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党员权利。根

据司法机关处理结果，可以恢复其党员权利的，应当及时予以恢复。 

第三十二条 党员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或者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并免予

刑事处罚的，应当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党员犯罪，被单处罚金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党员犯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处刑法规定的主刑（含宣告缓刑）的； 

（二）被单处或者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三）因过失犯罪，被依法判处三年以上（不含三年）有期徒刑的。 

因过失犯罪被判处三年以下（含三年）有期徒刑或者被判处管制、拘役的，一般应当开除党籍。对于个别可以

不开除党籍的，应当对照处分党员批准权限的规定，报请再上一级党组织批准。 

第三十四条 党员依法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的，党组织应当根据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裁定、决定及其认定的事

实、性质和情节，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党员依法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党组织可以根据生效的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认

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经核实后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受到其他纪律处分，应当追究党纪责任

的，党组织在对有关方面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进行核实后，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党组织作出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决定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等依法改变原生效判决、裁定、决定等，对原

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决定产生影响的，党组织应当根据改变后的生效判决、裁定、决定等重新作出相应处理。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三十五条 预备党员违犯党纪，情节较轻，可以保留预备党员资格的，党组织应当对其批评教育或者延长预

备期；情节较重的，应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 

第三十六条 对违纪后下落不明的党员，应当区别情况作出处理： 

（一）对有严重违纪行为，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党组织应当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 

（二）除前项规定的情况外，下落不明时间超过六个月的，党组织应当按照党章规定对其予以除名。 

第三十七条 违纪党员在党组织作出处分决定前死亡，或者在死亡之后发现其曾有严重违纪行为，对于应当给

予开除党籍处分的，开除其党籍；对于应当给予留党察看以下（含留党察看）处分的，作出书面结论，不再给予党

纪处分。 

第三十八条 违纪行为有关责任人员的区分： 

（一）直接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起决定

性作用的党员或者党员领导干部。 

（二）主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

或者后果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三）重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

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次要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本条例所称领导责任者，包括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主动交代，是指涉嫌违纪的党员在组织初核前向有关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或者在初

核和立案调查其问题期间交代组织未掌握的问题。 

在初核、立案调查过程中，涉嫌违纪的党员能够配合调查工作，如实坦白组织已掌握的其本人主要违纪事实的，

可以从轻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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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计算经济损失主要计算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与违纪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而造成财产

损毁的实际价值。 

第四十一条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收缴或者责令退赔。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职务、职称、学历、学位、奖励、资格等其他利益，应当由承办案件的纪检机关或者由

其上级纪检机关建议有关组织、部门、单位按照规定予以纠正。 

对于依照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处理的党员，经调查确属其实施违纪行为获得的利益，依照本条

规定处理。 

第四十二条 党纪处分决定作出后，应当在一个月内向受处分党员所在党的基层组织中的全体党员及其本人宣

布，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组织关系将处分决定材料归入受处分者档案；对于受到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含撤销党内

职务）处分的，还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职务、工资等相应变更手续；涉及撤销或者调整其党外职务的，应当建议党

外组织及时撤销或者调整其党外职务。特殊情况下，经作出或者批准作出处分决定的组织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

期限。办理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四十三条 执行党纪处分决定的机关或者受处分党员所在单位，应当在六个月内将处分决定的执行情况向作

出或者批准处分决定的机关报告。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总则适用于有党纪处分规定的其他党内法规，但是中共中央发布或者批准发布的其他党内

法规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第二编 分  则 

第六章 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四十五条 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公开发表坚持

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党籍

处分。 

发布、播出、刊登、出版前款所列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对直接责任者

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六条 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有下列行为之

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

宣言、声明等的； 

（二）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 

（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歪曲党史、军史的。 

发布、播出、刊登、出版前款所列内容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

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七条 制作、贩卖、传播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所列内容之一的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网络音

视频资料等，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私自携带、寄递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所列内容之一的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等入出境，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八条 组织、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的

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的，或者以组织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或者重大方针政策，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或者以提供信息、资料、财物、场地等方式支持上述活动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

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未经组织批准参加其他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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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 组织、参加旨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或者敌视政府等组织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

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条 组织、参加会道门或者邪教组织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的参加人员，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第五十一条 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或者组织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参加秘密集团或者参加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二条 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

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

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一）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 

（二）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相违背的决定的； 

（三）擅自对应当由中央决定的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的。 

第五十四条 挑拨民族关系制造事端或者参加民族分裂活动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

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有其他违反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五条 组织、利用宗教活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破坏民族团结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

骨干分子，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有其他违反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六条 组织、利用宗族势力对抗党和政府，妨碍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实施，或者破坏党

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第五十七条 对抗组织审查，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 

（二）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 

（三）包庇同案人员的； 

（四）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 

（五）有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 

第五十八条 组织迷信活动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参加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420 页 共 3277 页 

对不明真相的参加人员，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第五十九条 在国（境）外、外国驻华使（领）馆申请政治避难，或者违纪后逃往国（境）外、外国驻华使（领）

馆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在国（境）外公开发表反对党和政府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故意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六十条 在涉外活动中，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

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六十一条 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造成

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六十二条 违反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党的规矩，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七章 对违反组织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六十三条 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或者违反议事规则，个人

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六十四条 下级党组织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上级党组织决定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六十五条 拒不执行党组织的分配、调动、交流等决定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在特殊时期或者紧急状况下，拒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六十六条 不按照有关规定或者工作要求，向组织请示报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不按要求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个人去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第六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一）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不报告、不如实报告的； 

（二）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的； 

（三）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的。 

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的，一般应当予以除名；对入党后表现尚好的，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 

第六十八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

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六十九条 诬告陷害他人意在使他人受纪律追究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

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七十条 侵犯党员的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以强迫、威胁、欺骗、拉拢等手段，妨害党员自主行使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

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七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对批评、检举、控告进行阻挠、压制，或者将批评、检举、控告材料私自扣压、销毁，或者故意将其泄

露给他人的； 

（二）对党员的申辩、辩护、作证等进行压制，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压制党员申诉，造成不良后果的，或者不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党员申诉的； 

（四）有其他侵犯党员权利行为，造成不良后果的。 

对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打击报复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党组织有上述行为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 

第七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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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党内选举中搞拉票、助选等非组织活动的； 

（二）在法律规定的投票、选举活动中违背组织原则搞非组织活动，组织、怂恿、诱使他人投票、表决的； 

（三）在选举中进行其他违反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有关章程活动的。 

第七十三条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七十四条 在干部、职工的录用、考核、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和征兵、安置复转军人等工作中，隐瞒、歪曲

事实真相，或者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反有关规定为本人或者其他人谋取利益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弄虚作假，骗取职务、职级、职称、待遇、资格、学历、学位、荣誉或者其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七十五条 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规定，采取弄虚作假或者其他手段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发展为党员，

或者为非党员出具党员身份证明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违反有关规定程序发展党员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七十六条 违反有关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国（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的，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有关规定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前往港澳通行证，或者未经批准出入国（边）境，情节

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第七十八条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境）团（组）中的党员擅自脱离组织，或者从事外事、机要、军事等工

作的党员违反有关规定同国（境）外机构、人员联系和交往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七十九条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境）团（组）中的党员，脱离组织出走时间不满六个月又自动回归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脱离组织出走时间超过六个月的，按照自行脱党处理，党内予以除名。 

故意为他人脱离组织出走提供方便条件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八章 对违反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八十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

收受对方财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

籍处分。 

第八十一条 相互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

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搞权权交易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八十二条 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党员干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谋取私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

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党员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实际工作而获取薪酬或者虽实际工作但领取明显超出同职级标准薪酬，党员

干部知情未予纠正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八十三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八十四条 向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

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 

第八十五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

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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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六条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八十七条 违反有关规定取得、持有、实际使用运动健身卡、会所和俱乐部会员卡、高尔夫球卡等各种消费

卡，或者违反有关规定出入私人会所，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八十八条 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经商办企业的； 

（二）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的； 

（三）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 

（四）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 

（五）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的； 

（六）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的。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的，依

照前款规定处理。 

违反有关规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者经批准兼职但获取薪酬、奖金、津贴等额外利益的，

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 

第八十九条 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

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等职务，

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第九十条 党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有关规定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

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或者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中

外合资企业中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的，该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规定予以纠正；拒不纠正的，其本人

应当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予以调整职务；不辞去现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务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九十一条 党和国家机关违反有关规定经商办企业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九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工作、生活保障制度，在交通、医疗、警卫等方面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求特殊待遇，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九十三条 在分配、购买住房中侵犯国家、集体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九十四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私财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

公私财物，或者无偿、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将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其他

单位或者他人支付、报销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九十五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反有关规定占用公物归个人使用，时间超过六个月，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占用公物进行营利活动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将公物借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九十六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发

放礼品，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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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条 违反有关规定自定薪酬或者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九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用公款旅游、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或者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的； 

（二）以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等名义变相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 

第九十九条 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违反有关规定配备、购买、更换、装饰、使用公务用车或者有其他违反公务用车管理规定的行为，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

察看处分。 

第一百零一条 违反会议活动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一）到禁止召开会议的风景名胜区开会的； 

（二）决定或者批准举办各类节会、庆典活动的。 

擅自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或者借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取费用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零二条 违反办公用房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一）决定或者批准兴建、装修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楼堂馆所，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的； 

（二）用公款包租、占用客房或者其他场所供个人使用的。 

第一百零三条 搞权色交易或者给予财物搞钱色交易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零四条 有其他违反廉洁纪律规定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第九章 对违反群众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一百零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

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超标准、超范围向群众筹资筹劳、摊派费用，加重群众负担的； 

（二）违反有关规定扣留、收缴群众款物或者处罚群众的； 

（三）克扣群众财物，或者违反有关规定拖欠群众钱款的； 

（四）在管理、服务活动中违反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的； 

（五）在办理涉及群众事务时刁难群众、吃拿卡要的； 

（六）有其他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 

第一百零六条 干涉群众生产经营自主权，致使群众财产遭受较大损失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零七条 在社会保障、政策扶持、救灾救济款物分配等事项中优亲厚友、明显有失公平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零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一）对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照政策或者有关规定能解决而不及时解决，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对符合政策的群众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 

（三）对待群众态度恶劣、简单粗暴，造成不良影响的； 

（四）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损害群众利益的。 

第一百零九条 不顾群众意愿，盲目铺摊子、上项目，致使国家、集体或者群众财产和利益遭受较大损失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条 遇到国家财产和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

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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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一条 不按照规定公开党务、政务、厂务、村（居）务等，侵犯群众知情权，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二条 有其他违反群众纪律规定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第十章 对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党组织负责人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

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一）不传达贯彻、不检查督促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或者作出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以及

决策部署的错误决策的； 

（二）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和本单位发生公开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

要求或者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行为的。 

第一百一十四条 党组织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造成严重损害或

者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

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五条 党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一）党员被依法判处刑罚后，不按照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给予党纪处

分而不处分的； 

（二）党纪处分决定或者申诉复查决定作出后，不按照规定落实决定中关于被处分人党籍、职务、职级、待遇

等事项的； 

（三）党员受到党纪处分后，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组织关系对受处分党员开展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工作的。 

第一百一十六条 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所管理的人员叛逃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

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所管理的人员出走，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一十七条 在上级单位检查、视察工作或者向上级单位汇报、报告工作时对应当报告的事项不报告或者

不如实报告，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八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中介机构服务等活动的； 

（二）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兼并、破产、产权交易、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转让、重大项目投

资以及其他重大经营活动等事项的； 

（三）干预和插手批办各类行政许可和资金借贷等事项的； 

（四）干预和插手经济纠纷的； 

（五）干预和插手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的使用、分配、承包、租赁等事项的。 

第一百一十九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执纪执法活动，向有关地方或者部门打招

呼、说情，或者以其他方式对司法活动、执纪执法活动施加影响，情节较轻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公共财政资金分配、项目立项评审、政府奖励表彰等活动，造成重大损

失或者不良影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二十条 泄露、扩散或者窃取党组织关于干部选拔任用、纪律审查等尚未公开事项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

内容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 

私自留存涉及党组织关于干部选拔任用、纪律审查等方面资料，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425 页 共 3277 页 

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二十一条 在考试、录取工作中，有泄露试题、考场舞弊、涂改考卷、违规录取等违反有关规定行为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二条 以不正当方式谋求本人或者其他人用公款出国（境），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临时出国（境）团（组）或者人员中的党员，擅自延长在国（境）外期限，或者擅自变更路

线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二十四条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境）团（组）中的党员，触犯驻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法令或者不

尊重驻在国家、地区的宗教习俗，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

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五条 在党的纪律检查、组织、宣传、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机关工作等其他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

确履行职责，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第十一章 对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一百二十六条 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二十七条 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分。 

第一百二十八条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九条 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第三编 附  则 

第一百三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单项实施规定。 

第一百三十一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情况，

制定补充规定或者单项规定。 

第一百三十二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一百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条例施行前，已结案的案件如需进行复查复议，适用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尚未结案的案件，如果行为发生

时的规定或者政策不认为是违纪，而本条例认为是违纪的，依照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处理；如果行为发生时的规定

或者政策认为是违纪的，依照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处理，但是如果本条例不认为是违纪或者处理较轻的，依照本条

例规定处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8）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指导思想、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 为了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教育党员遵

纪守法，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根据《中国共产党章

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的纪律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战

略部署，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第三条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

的行为规则。党组织和党员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遵守党章，严格执行和

维护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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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党的纪律处分工作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把纪律挺在

前面，注重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二）党纪面前一律平等。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公正执行纪律，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

纪律约束的党组织和党员。 

  （三）实事求是。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

律法规为准绳，准确认定违纪性质，区别不同情况，恰当予以处理。 

  （四）民主集中制。实施党纪处分，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少数

人擅自决定和批准。上级党组织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作出的处理决定，下级党组织必须执行。 

  （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处理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应当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 

  第五条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

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

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第六条 本条例适用于违犯党纪应当受到党纪责任追究的党组织和党员。 

  第二章 违纪与纪律处分 

  第七条 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党和国家政策，违反社会主义

道德，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依照规定应当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的，都必须受到追究。 

  重点查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

的腐败案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 

  第八条 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种类： 

  （一）警告； 

  （二）严重警告； 

  （三）撤销党内职务； 

  （四）留党察看； 

  （五）开除党籍。 

  第九条 对于违犯党的纪律的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应当责令其作出检查或者进行通报批评。对于严重违犯

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党组织，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在查明核实后，根据情节严重的程度，可以予以： 

  （一）改组； 

  （二）解散。 

  第十条 党员受到警告处分一年内、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半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

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第十一条 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是指撤销受处分党员由党内选举或者组织任命的党内职务。对于在党内担

任两个以上职务的，党组织在作处分决定时，应当明确是撤销其一切职务还是一个或者几个职务。如果决定撤销其

一个职务，必须撤销其担任的最高职务。如果决定撤销其两个以上职务，则必须从其担任的最高职务开始依次撤销。

对于在党外组织担任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依照规定作出相应处理。 

  对于应当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但是本人没有担任党内职务的，应当给予其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在党

外组织担任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职务。 

  党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或者依照前款规定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的，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

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 

  第十二条 留党察看处分，分为留党察看一年、留党察看二年。对于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一年的党员，期满

后仍不符合恢复党员权利条件的，应当延长一年留党察看期限。留党察看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留党察看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期满后恢

复其党员权利；坚持不改或者又发现其他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的，应当开除党籍。 

  党员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其党内职务自然撤销。对于担任党外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职务。

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恢复党员权利后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

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427 页 共 3277 页 

  第十三条 党员受到开除党籍处分，五年内不得重新入党，也不得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

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另有规定不准重新入党的，依照规定。 

  第十四条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留党察看以上（含留党察看）处分的，党组织应当终止其代表资

格。 

  第十五条 对于受到改组处理的党组织领导机构成员，除应当受到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含撤销党内职务）

处分的外，均自然免职。 

  第十六条 对于受到解散处理的党组织中的党员，应当逐个审查。其中，符合党员条件的，应当重新登记，

并参加新的组织过党的生活；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应当对其进行教育、限期改正，经教育仍无转变的，予以劝退或

者除名；有违纪行为的，依照规定予以追究。 

  第三章 纪律处分运用规则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一）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 

  （二）在组织核实、立案审查过程中，能够配合核实审查工作，如实说明本人违纪违法事实的； 

  （三）检举同案人或者其他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或者法律追究的问题，经查证属实的； 

  （四）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 

  （五）主动上交违纪所得的； 

  （六）有其他立功表现的。 

  第十八条 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由中央纪委决定或者经省（部）级纪委（不含副省级市纪委）决定并呈

报中央纪委批准，对违纪党员也可以在本条例规定的处分幅度以外减轻处分。 

  第十九条 对于党员违犯党纪应当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具有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或者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可以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或者组织处理，免予党纪处分。对违纪党员免

予处分，应当作出书面结论。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一）强迫、唆使他人违纪的； 

  （二）拒不上交或者退赔违纪所得的； 

  （三）违纪受处分后又因故意违纪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 

  （四）违纪受到党纪处分后，又被发现其受处分前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 

  （五）本条例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一条 从轻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内，给予较轻的处分。 

  从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内，给予较重的处分。 

  第二十二条 减轻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外，减轻一档给予处分。 

  加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外，加重一档给予处分。 

  本条例规定的只有开除党籍处分一个档次的违纪行为，不适用第一款减轻处分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一人有本条例规定的两种以上（含两种）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应当合并处理，按

其数种违纪行为中应当受到的最高处分加重一档给予处分；其中一种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应当给予

开除党籍处分。 

  第二十四条 一个违纪行为同时触犯本条例两个以上（含两个）条款的，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 

  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全部包含在另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中，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

的，适用特别规定。 

  第二十五条 二人以上（含二人）共同故意违纪的，对为首者，从重处分，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其

他成员，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分别给予处分。 

  对于经济方面共同违纪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所起作用，分别给予处分。对违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

照集团违纪的总数额处分；对其他共同违纪的为首者，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违纪的总数额处分。 

  教唆他人违纪的，应当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追究党纪责任。 

  第二十六条 党组织领导机构集体作出违犯党纪的决定或者实施其他违犯党纪的行为，对具有共同故意的

成员，按共同违纪处理；对过失违纪的成员，按照各自在集体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分别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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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对违法犯罪党员的纪律处分 

  第二十七条 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

私舞弊、浪费国家资财等违反法律涉嫌犯罪行为的，应当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二十八条 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刑法规定的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但须追究党纪责任的，或者

有其他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第二十九条 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的，原则上先作出党纪处分决定，并按

照规定给予政务处分后，再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条 党员被依法留置、逮捕的，党组织应当按照管理权限中止其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党员

权利。根据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处理结果，可以恢复其党员权利的，应当及时予以恢复。 

  第三十一条 党员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或者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并

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党员犯罪，被单处罚金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 党员犯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处刑法规定的主刑（含宣告缓刑）的； 

  （二）被单处或者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三）因过失犯罪，被依法判处三年以上（不含三年）有期徒刑的。 

  因过失犯罪被判处三年以下（含三年）有期徒刑或者被判处管制、拘役的，一般应当开除党籍。对于个别

可以不开除党籍的，应当对照处分党员批准权限的规定，报请再上一级党组织批准。 

  第三十三条 党员依法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的，党组织应当根据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裁定、决定及其认定

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是公职人员的由监察机关给予相应政务处分。 

  党员依法受到政务处分、行政处罚，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党组织可以根据生效的政务处分、行政处罚决

定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经核实后依照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受到其他纪律处分，应当追究党纪

责任的，党组织在对有关方面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进行核实后，依照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党组织作出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决定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等依法改变原生效判决、裁定、决定等，

对原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决定产生影响的，党组织应当根据改变后的生效判决、裁定、决定等重新作出相应处理。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三十四条 预备党员违犯党纪，情节较轻，可以保留预备党员资格的，党组织应当对其批评教育或者延

长预备期；情节较重的，应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 

  第三十五条 对违纪后下落不明的党员，应当区别情况作出处理： 

  （一）对有严重违纪行为，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党组织应当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 

  （二）除前项规定的情况外，下落不明时间超过六个月的，党组织应当按照党章规定对其予以除名。 

  第三十六条 违纪党员在党组织作出处分决定前死亡，或者在死亡之后发现其曾有严重违纪行为，对于应

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开除其党籍；对于应当给予留党察看以下（含留党察看）处分的，作出违犯党纪的书面结

论和相应处理。 

  第三十七条 违纪行为有关责任人员的区分： 

  （一）直接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起

决定性作用的党员或者党员领导干部。 

  （二）主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

损失或者后果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三）重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

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次要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本条例所称领导责任者，包括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主动交代，是指涉嫌违纪的党员在组织初核前向有关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或者

在初核和立案审查其问题期间交代组织未掌握的问题。 

  第三十九条 计算经济损失主要计算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与违纪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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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财产损失的实际价值。 

  第四十条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收缴或者责令退赔。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职务、职称、学历、学位、奖励、资格等其他利益，应当由承办案件的纪检机关或

者由其上级纪检机关建议有关组织、部门、单位按照规定予以纠正。 

  对于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处理的党员，经调查确属其实施违纪行为获得的利益，依照

本条规定处理。 

  第四十一条 党纪处分决定作出后，应当在一个月内向受处分党员所在党的基层组织中的全体党员及其本

人宣布，是领导班子成员的还应当向所在党组织领导班子宣布，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组织关系将处分决定材料归

入受处分者档案；对于受到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含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还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职务、工资、工

作及其他有关待遇等相应变更手续；涉及撤销或者调整其党外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及时撤销或者调整其党外

职务。特殊情况下，经作出或者批准作出处分决定的组织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办理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

个月。 

  第四十二条 执行党纪处分决定的机关或者受处分党员所在单位，应当在六个月内将处分决定的执行情况

向作出或者批准处分决定的机关报告。 

  党员对所受党纪处分不服的，可以依照党章及有关规定提出申诉。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总则适用于有党纪处分规定的其他党内法规，但是中共中央发布或者批准发布的其他

党内法规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第二编 分则 

  第六章 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四十四条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且有实际言论、行为或者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警告

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五条 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传单、书籍等，或者利用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

式，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

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发布、播出、刊登、出版前款所列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对直接责

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六条 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传单、书籍等，或者利用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

式，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

说、宣言、声明等的； 

  （二）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 

  （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

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 

  发布、播出、刊登、出版前款所列内容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

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七条 制作、贩卖、传播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所列内容之一的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网

络音视频资料等，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私自携带、寄递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所列内容之一的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等入出境，情节较重

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八条 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或者组织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参加秘密集团或者参加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九条 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或者通过搞利益交

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导致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

政治生态恶化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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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条 党员领导干部在本人主政的地方或者分管的部门自行其是，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中央确定

的大政方针，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

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一条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二条 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政治品行恶劣，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言，造成损害或者不良影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五十三条 擅自对应当由党中央决定的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对外发表主张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四条 不按照有关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重大事项，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五十五条 干扰巡视巡察工作或者不落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六条 对抗组织审查，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

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 

  （二）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 

  （三）包庇同案人员的； 

  （四）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 

  （五）有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 

  第五十七条 组织、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的集会、游行、示威

等活动的，或者以组织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或者重大方

针政策，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或者以提供信息、资料、财物、场地等方式支持上述活动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未经组织批准参加其他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八条 组织、参加旨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或者敌视政府等组织的，对策划者、组织

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九条 组织、参加会道门或者邪教组织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的参加人员，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第六十条 从事、参与挑拨破坏民族关系制造事端或者参加民族分裂活动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

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有其他违反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六十一条 组织、利用宗教活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破坏民族团结的，对策划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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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有其他违反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六十二条 对信仰宗教的党员，应当加强思想教育，经党组织帮助教育仍没有转变的，应当劝其退党；

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参与利用宗教搞煽动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六十三条 组织迷信活动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参加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

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的参加人员，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第六十四条 组织、利用宗族势力对抗党和政府，妨碍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实施，或者破

坏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第六十五条 在国（境）外、外国驻华使（领）馆申请政治避难，或者违纪后逃往国（境）外、外国驻华

使（领）馆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在国（境）外公开发表反对党和政府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故意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六十六条 在涉外活动中，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的，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六十七条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不力，

给党组织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六十八条 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不报告、不抵制、不斗争，放任

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

党察看处分。 

  第六十九条 违反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党的规矩，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七章 对违反组织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七十条 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一）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的； 

  （二）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 

  （三）故意规避集体决策，决定重大事项、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的； 

  （四）借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的。 

  第七十一条 下级党组织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上级党组织决定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七十二条 拒不执行党组织的分配、调动、交流等决定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在特殊时期或者紧急状况下，拒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七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一）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隐瞒不报的； 

  （二）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的； 

  （三）不按要求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个人去向的； 

  （四）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的。 

  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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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的，一般应当予以除名；对入党后表现尚好的，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

党察看处分。 

  第七十四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

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七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

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党内选举中搞拉票、助选等非组织活动的； 

  （二）在法律规定的投票、选举活动中违背组织原则搞非组织活动，组织、怂恿、诱使他人投票、表决的； 

  （三）在选举中进行其他违反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有关章程活动的。 

  搞有组织的拉票贿选，或者用公款拉票贿选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第七十六条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封官许愿、说情干预、跑官要官、突击提

拔或者调整干部等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行为，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七十七条 在干部、职工的录用、考核、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和征兵、安置复转军人等工作中，隐瞒、

歪曲事实真相，或者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反有关规定为本人或者其他人谋取利益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弄虚作假，骗取职务、职级、职称、待遇、资格、学历、学位、荣誉或者其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七十八条 侵犯党员的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以强迫、威胁、欺骗、拉拢等手段，妨害党员自主行使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七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

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对批评、检举、控告进行阻挠、压制，或者将批评、检举、控告材料私自扣压、销毁，或者故意将

其泄露给他人的； 

  （二）对党员的申辩、辩护、作证等进行压制，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压制党员申诉，造成不良后果的，或者不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党员申诉的； 

  （四）有其他侵犯党员权利行为，造成不良后果的。 

  对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打击报复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党组织有上述行为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 

  第八十条 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规定，采取弄虚作假或者其他手段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发展为党

员，或者为非党员出具党员身份证明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违反有关规定程序发展党员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八十一条 违反有关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国（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八十二条 违反有关规定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前往港澳通行证，或者未经批准出入国（边）境，

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第八十三条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境）团（组）中的党员擅自脱离组织，或者从事外事、机要、军事

等工作的党员违反有关规定同国（境）外机构、人员联系和交往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八十四条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境）团（组）中的党员，脱离组织出走时间不满六个月又自动回归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脱离组织出走时间超过六个月的，按照自行脱党处理，党内予以除名。 

  故意为他人脱离组织出走提供方便条件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八章 对违反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八十五条 党员干部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清正廉洁，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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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

方财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八十六条 相互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

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搞权权交易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八十七条 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利用党员干部本人

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

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党员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而获取薪酬或者虽实际工作但领取明

显超出同职级标准薪酬，党员干部知情未予纠正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八十八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

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

开除党籍处分。 

  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财物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八十九条 向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

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九十条 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钱款、住房、车辆等，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通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九十一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

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

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九十二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九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取得、持有、实际使用运动健身卡、会所和俱乐部会员卡、高尔夫球卡等各种

消费卡，或者违反有关规定出入私人会所，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九十四条 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经商办企业的； 

  （二）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的； 

  （三）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 

  （四）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 

  （五）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的； 

  （六）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的。 

  利用参与企业重组改制、定向增发、兼并投资、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决策、审批过程中掌握的信息买卖股票，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通过购买信托产品、基金等方式非正常获利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违反有关规定在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中兼职，或者经批准兼职但获取薪酬、奖金、津贴等额外利益

的，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 

  第九十五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在审批监管、

资源开发、金融信贷、大宗采购、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招投标以及公共财政支出等方面谋取利益，

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

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吸收存款、推销金融产品等

提供帮助谋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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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六条 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

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等职

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

处分。 

  第九十七条 党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有关规定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

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或者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中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或者违规任职、兼职取酬的，该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规定予以

纠正；拒不纠正的，其本人应当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予以调整职务；不辞去现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务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九十八条 党和国家机关违反有关规定经商办企业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

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九十九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工作、生活保障制度，在交通、医疗、警卫等方面为本人、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求特殊待遇，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条 在分配、购买住房中侵犯国家、集体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零一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私财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

式侵占公私财物，或者无偿、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将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

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报销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零二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反有关规定占用公物归个人使用，时间超过六个月，情节

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占用公物进行营利活动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将公物借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零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

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零四条 违反有关规定自定薪酬或者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

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 

  第一百零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公款旅游或者以学习培训、考察调研、职工疗养等为名变相公款旅游的； 

  （二）改变公务行程，借机旅游的； 

  （三）参加所管理企业、下属单位组织的考察活动，借机旅游的。 

  以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等名义变相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零六条 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

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零七条 违反有关规定配备、购买、更换、装饰、使用公务交通工具或者有其他违反公务交通工具

管理规定的行为，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会议活动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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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一）到禁止召开会议的风景名胜区开会的； 

  （二）决定或者批准举办各类节会、庆典活动的。 

  擅自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或者借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取费用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零九条 违反办公用房管理等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一）决定或者批准兴建、装修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楼堂馆所的； 

  （二）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的； 

  （三）用公款包租、占用客房或者其他场所供个人使用的。 

  第一百一十条 搞权色交易或者给予财物搞钱色交易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一条 有其他违反廉洁纪律规定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第九章 对违反群众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一百一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超标准、超范围向群众筹资筹劳、摊派费用，加重群众负担的； 

  （二）违反有关规定扣留、收缴群众款物或者处罚群众的； 

  （三）克扣群众财物，或者违反有关规定拖欠群众钱款的； 

  （四）在管理、服务活动中违反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的； 

  （五）在办理涉及群众事务时刁难群众、吃拿卡要的； 

  （六）有其他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 

  在扶贫领域有上述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干涉生产经营自主权，致使群众财产遭受较大损失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四条 在社会保障、政策扶持、扶贫脱贫、救灾救济款物分配等事项中优亲厚友、明显有失公

平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

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五条 利用宗族或者黑恶势力等欺压群众，或者纵容涉黑涉恶活动、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一）对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照政策或者有关规定能解决而不及时解决，庸懒无为、

效率低下，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对符合政策的群众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 

  （三）对待群众态度恶劣、简单粗暴，造成不良影响的； 

  （四）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损害群众利益的； 

  （五）有其他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 

  第一百一十七条 盲目举债、铺摊子、上项目，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致使国家、集

体或者群众财产和利益遭受较大损失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八条 遇到国家财产和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

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九条 不按照规定公开党务、政务、厂务、村（居）务等，侵犯群众知情权，对直接责任者和

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二十条 有其他违反群众纪律规定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第十章 对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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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二十一条 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贯彻执行、检查督促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力，给党、国

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

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力，对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失察失责，造成较大损失或者

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第一百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的； 

  （二）热衷于搞舆论造势、浮在表面的； 

  （三）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实际工作中不见诸行动的； 

  （四）工作中有其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的。 

  第一百二十三条 党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

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一）党员被依法判处刑罚后，不按照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给予党

纪处分而不处分的； 

  （二）党纪处分决定或者申诉复查决定作出后，不按照规定落实决定中关于被处分人党籍、职务、职级、

待遇等事项的； 

  （三）党员受到党纪处分后，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组织关系对受处分党员开展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工

作的。 

  第一百二十四条 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所管理的人员叛逃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所管理的人员出走，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二十五条 在上级检查、视察工作或者向上级汇报、报告工作时对应当报告的事项不报告或者不如

实报告，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在上级检查、视察工作或者向上级汇报、报告工作时纵容、唆使、暗示、强迫下级说假话、报假情的，从

重或者加重处分。 

  第一百二十六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影响

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

处分： 

  （一）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活动的； 

  （二）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兼并、破产、产权交易、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转让、重大项

目投资以及其他重大经营活动等事项的； 

  （三）干预和插手批办各类行政许可和资金借贷等事项的； 

  （四）干预和插手经济纠纷的； 

  （五）干预和插手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的使用、分配、承包、租赁等事项的。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执纪执法活动，向有关地方或者部门

打听案情、打招呼、说情，或者以其他方式对司法活动、执纪执法活动施加影响，情节较轻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公共财政资金分配、项目立项评审、政府奖励表彰等活动，造成重

大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二十八条 泄露、扩散或者打探、窃取党组织关于干部选拔任用、纪律审查、巡视巡察等尚未公开

事项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内容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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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自留存涉及党组织关于干部选拔任用、纪律审查、巡视巡察等方面资料，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

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二十九条 在考试、录取工作中，有泄露试题、考场舞弊、涂改考卷、违规录取等违反有关规定行

为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

籍处分。 

  第一百三十条 以不正当方式谋求本人或者其他人用公款出国（境），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处分；情节

较重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三十一条 临时出国（境）团（组）或者人员中的党员，擅自延长在国（境）外期限，或者擅自变

更路线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三十二条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境）团（组）中的党员，触犯驻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法令或

者不尊重驻在国家、地区的宗教习俗，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三十三条 在党的纪律检查、组织、宣传、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机关工作等其他工作中，不履行或者

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第十一章 对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一百三十四条 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三十五条 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从重处分。 

  第一百三十六条 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

重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三十七条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三十八条 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

分。 

  第三编 附则 

  第一百三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单项实施

规定。 

  第一百四十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情

况，制定补充规定或者单项规定。 

  第一百四十一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一百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本条例施行前，已结案的案件如需进行复查复议，适用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尚未结案的案件，如果行为

发生时的规定或者政策不认为是违纪，而本条例认为是违纪的，依照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处理；如果行为发生时的

规定或者政策认为是违纪的，依照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处理，但是如果本条例不认为是违纪或者处理较轻的，依照

本条例规定处理。 

 

 

第九条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党和国家政策、社会主义道德，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依照规定应当给予党

纪处分的，都必须受到追究。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一）强迫、唆使他人违纪违法的；  

    （二）串供或者伪造、销毁、隐匿证据的；  

    （三）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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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包庇同案人员或者打击报复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的；  

    （五）有其他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的；  

    （六）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七条 二人以上（含二人）共同故意违纪的，对为首者，除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外，从重处分；对

其他成员，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分别给予党纪处分。 

    对于经济方面共同违纪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所起作用，分别处分。对违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

团违纪的总数额处分；对其他共同违纪的为首者，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违纪的总数额处分。  

    教唆他人违纪违法的，应当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追究党纪责任。 

第三十八条 失职、渎职行为有关责任人员的区分： 

    （一）直接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起

决定性作用的党员或者党员领导干部。 

    （二）主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

损失或者后果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三）重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

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次要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第五十条 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定，或者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重

大工作部署、决定相违背决定的，对直接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

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八十三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

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贪污党费、社保基金和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款物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

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八十四条 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有关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

产集体私分给个人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

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执纪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违反有关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

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八十五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

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

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因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八十六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有关规定收受财物或者各种

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第八十七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其他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变相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依照

本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第八十八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退（离）休后，利用本人原有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在职党

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依照本

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第八十九条 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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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前款所列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账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对主要责任者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因索取财物未遂而对下属单位、客户刁难报复，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 

    将索取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的财物合伙私分的，以受贿论，根据个人所得数额和所起作用，依照

本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第九十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情节较轻的，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有关规定，给予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或者各种名义的回扣、

手续费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因行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依照本条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九十一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财物，或

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有关规定给予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单位有前款所列行为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九十二条 向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介绍贿赂，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九十三条 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有关规定给予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

的人员以财物或者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重的，给予警

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行贿取得的违纪违法所得

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条例第九十条规定处理。 

    第九十四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

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挪用党费、社保基金和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款物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

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时间不足三个月，但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条规定处理。 

    第九十五条 农村党组织、社区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中的党员从事下列公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

取利益的，分别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一）党费、社保基金和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款物的管理； 

    （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的管理； 

    （五）代征、代缴税款； 

    （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 

    （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八）依照党内法规从事党的纪检、组织（人事）、宣传等工作。 

    第九十六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较大

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

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有关规定隐瞒境外存款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给党、

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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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本条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前款所列人员，在工作中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

给予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在工作中徇私舞弊的，从

重或者加重处分。本条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一百二十八条 党组织负责人在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党、国家和人民

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

接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一）不传达贯彻、不检查督促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或者作出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错误决策的； 

  （二）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和本单位发生公开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或

者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行为的； 

  （三）不制止、不查处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和本单位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 

  （四）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以及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行为的。 

  有上述情形之一，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有关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加重处分。 

第一百二十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三十条 国有企业（公司）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公司）工作人员，在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中有下列情

形之一，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

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一）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的； 

（二）对本单位、下属单位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和其他危害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产品发现后

不采取措施处理或者措施不力，或者因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购进假冒伪劣商品的； 

（三）对本单位、下属单位发生的破坏国家自然资源的行为，发现后不采取措施处理或者措施不力的； 

（四）对本单位、下属单位违反财政、金融、工商管理、海关、会计、统计等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长期失察或者

发现后不予纠正的； 

（五）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公共财物被贪污、挪用、盗窃、诈骗或者物资丢失、损坏、变质的。 

    有上述情形之一，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有关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加重处分。 

 第一百三十一条 在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

成较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

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负有重

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一）在决定基本建设项目的立项、设计、施工、投产等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的； 

    （二）在文教卫生、邮电通信、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发生严重事故的； 

    （三）在灾害、事故面前未采取必要和可能的措施，贻误时机，使本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的损失未能避免或

者减少的； 

    （四）对突发事件、重大事故和其他重要情况瞒报、谎报、缓报、漏报的； 

    （五）对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能解决而不解决的。 

    有上述情形之一，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有关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加重处分。 

第一百三十四条 在执纪、行政执法和司法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有直

接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负有主

要领导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一）在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中，瞒案不报、压案不办的； 

  （二）对他人要求保护合法权益的申请，无正当理由不予答复和办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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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违法采取保全措施或者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的； 

  （四）对依照规定应当移交其他机关或者组织的案件不移交的； 

  （五）在办案工作中因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导致有关人员伤亡等事件的。 

  在行政裁决或者案件侦查、起诉、审理、审判活动中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的，或者刑讯逼供、暴力取证

的，或者经查证确属冤假错案而不予纠正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负有主要

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负

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四十九条 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

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8.3.51）《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旁站监理管理办法》（建市[2002]189 号 2003 年 1 月 1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8602.html  

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旁站监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建市[2002]189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解放军总后营房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管

理的有关总公司： 

  现将《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旁站监理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认真

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告我部建筑市场管理司。 

  附件：旁站监理记录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二年七月十七日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旁站监理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旁站监理的管理，保证工程质量，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

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旁站监理（以下简称旁站监理），是指监理人员在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阶段监理中，对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施工质量实施全过程现场跟班的监督活动。 

  本办法所规定的房屋建筑工程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在基础工程方面包括：土方回填，混凝土灌注桩浇

筑，地下连续墙、土钉墙、后浇带及其他结构混凝土、防水混凝土浇筑，卷材防水层细部构造处理，钢结构安装；

在主体结构工程方面包括：梁柱节点钢筋隐蔽过程，混凝土浇筑，预应力张拉，装配式结构安装，钢结构安装，网

架结构安装，索膜安装。 

  第三条 监理企业在编制监理规划时，应当制定旁站监理方案，明确旁站监理的范围、内容、程序和旁站

监理人员职责等。旁站监理方案应当送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各一份，并抄送工程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

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四条 施工企业根据监理企业制定的旁站监理方案，在需要实施旁站监理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进行施

工前 24 小时，应当书面通知监理企业派驻工地的项目监理机构。项目监理机构应当安排旁站监理人员按照旁站监

理方案实施旁站监理。 

  第五条 旁站监理在总监理工程师的指导下，由现场监理人员负责具体实施。 

  第六条 旁站监理人员的主要职责是： 

  （一）检查施工企业现场质检人员到岗、特殊工种人员持证上岗以及施工机械、建筑材料准备情况； 

  （二）在现场跟班监督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施工执行施工方案以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 

  （三）核查进场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的质量检验报告等，并可在现场监督施工企业

进行检验或者委托具有资格的第三方进行复验； 

  （四）做好旁站监理记录和监理日记，保存旁站监理原始资料。  

  第七条 旁站监理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对需要实施旁站监理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在施工现场跟班监

督，及时发现和处理旁站监理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如实准确地做好旁站监理记录。凡旁站监理人员和施工企业

现场质检人员未在旁站监理记录（见附件）上签字的，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 

  第八条 旁站监理人员实施旁站监理时，发现施工企业有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行为的，有权责令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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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立即整改；发现其施工活动已经或者可能危及工程质量的，应当及时向监理工程师或者总监理工程师报告，由

总监理工程师下达局部暂停施工指令或者采取其他应急措施。 

  第九条 旁站监理记录是监理工程师或者总监理工程师依法行使有关签字权的重要依据。对于需要旁站监

理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施工，凡没有实施旁站监理或者没有旁站监理记录的，监理工程师或者总监理工程师不得

在相应文件上签字。在工程竣工验收后，监理企业应当将旁站监理记录存档备查。 

  第十条 对于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实施旁站监理的，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

监理取费标准执行；对于超出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建设单位要求监理企业实施旁站监理的，建设单位应当另行支付

监理费用，具体费用标准由建设单位与监理企业在合同中约定。 

  第十一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旁站监理的监督检查，对于不按照本办法实施旁站监理的监理企

业和有关监理人员要进行通报，责令整改，并作为不良记录载入该企业和有关人员的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在资

质年检时应定为不合格，并按照下一个资质等级重新核定其资质等级；对于不按照本办法实施旁站监理而发生工程

质量事故的，除依法对有关责任单位进行处罚外，还要依法追究监理企业和有关监理人员的相应责任。 

  第十二条 其他工程的施工旁站监理，可以参照本办法实施。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旁站监理记录表 

  附件： 

旁站监理记录表 

工程名称：               编号： 

日期及气候： 工程地点： 

旁站监理的部位或工序： 

旁站监理开始时间： 旁站监理结束时间： 

施工情况：  

  

监理情况：  

  

发现问题：  

  

处理意见：  

  

备注：  

  

施工企业：   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经理部：_____________________ 

质检员（签字）：_________________ 

监理企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监理机构：___________________ 

旁站监理人员（签字）：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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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8.3.52）《房屋接管验收标准》（建标[1991]69 号 1991-07-01） 

http://www.chinalawedu.com/falvfagui/fg22598/28157.shtml 

 

http://www.chinalawedu.com/falvfagui/fg22598/28157.shtml 

发文单位：建设部 

发布日期：1991-2-4 

执行日期：1991-7-1 

生效日期：190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房屋接管验收标准 

  ZBP 30001—90 

  1.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为确保房屋住用的安全和正常的使用功能。明确在房屋接管验收中交接双方应遵守的事项，特制定本

标准。 

  1.2 凡按规定交房管部门接管的房屋，应按本标准执行；依法代管。依约托管和单位自有房屋的接管，可

参照本标准执行。 

  1.3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一般民用建筑的接管验收。工业建筑、大型公共建筑、文物保护建筑及某些有特殊

设备和使用要求的建筑的接管验收可参照使用。 

  2.引用标准 

  GBJ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J10 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J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J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J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J45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J206 木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207 屋面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23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242 采暖与卫生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13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3.术语和定义 

  3.1 接管验收 

  地方政府设置的房屋管理部门（以下简称“房管部门”）接管建设单位移交的新建房屋和实行产权转移的

原有房屋进行的验收。 

  3.2 按规定交房管部门接管的房屋 

  指中央或地方政府投资建造并决定由房管部门直接管理的房屋。市、县政府用收取的住宅建设配套费建造

的房屋、征（拨）地拆迁安置中按规定把产权划归政府的房屋，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没收并通知接管的房屋，以及其

它应由政府接收并决定交房管部门接管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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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新建房屋 

  建成后未经确认产权的房屋。 

  3.4 原有房屋 

  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并已投入使用的房屋。 

  4.新建房屋的接管验收 

  4.1 新建房屋的接管验收，是在竣工验收合格的基础上，以主体结构安全和满足使用功能为主要内容的再

检验。 

  4.2 接管验收应具备的条件： 

  a.建设工程全部施工完毕，并业经竣工验收合格； 

  b.供电、采暖、给水排水、卫生、道路等设备和设施能正常使用； 

  c.房屋幢、户编号业经有关部门确认。 

  4.3 接管验收应检索提交的资料 

  4.3.1 产权资料： 

  a.项目批准文件； 

  b.用地批准文件； 

  c.建筑执照； 

  d.拆迁安置资料。 

  4.3.2 技术资料： 

  a.竣工图——包括总平面、建筑、结构、设备、附属工程及隐蔽管线的全套图纸； 

  b.地质勘察报告； 

  c.工程合同及开、竣工报告； 

  d.工程预决算； 

  e.图纸会审记录； 

  f.工程设计变更通知及技术核定单（包括质量事故处理记录）； 

  g.隐蔽工程验收签证； 

  h.沉降观察记录； 

  i.竣工验收证明书； 

  j.钢材、水泥等主要材料的质量保证书； 

  k.新材料、构配件的鉴定合格证书； 

  l.水、电、采暖、卫生器具、电梯等设备的检验合格证书； 

  m.砂浆、混凝土试块试压报告； 

  n.供水、供暖的试压报告。 

  4.4 接管验收程序 

  4.4.1 建设单位书面提请接管单位接管验收。 

  4.4.2 接管单位按“4.2”和“4.3”条进行审核，对具备条件的，应在 15 日内签发验收通知并约定验收时

间。 

  4.4.3 接管单位会同建设单位按“4.5”条进行检验。 

  4.4.4 对验收中发现的质量问题，按“4.6.1”和“4.6.2”条处理。 

  4.4.5 经检验符合要求的房屋，接管单位应签置验收合格凭证，签发接管文件。 

  4.5 质量与使用功能的检验 

  4.5.1 主体结构 

  4.5.1.1 地基基础的沉降不得超过 GBJ7 的允许变形值；不得引起上部结构的开裂或相邻房屋的损坏。 

  4.5.1.2 钢筋混凝土构件产生变形、裂缝，不得超过 GBJ10 的规定值。 

  4.5.1.3 砖石结构必须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不允许有明显裂缝。 

  4.5.1.4 木结构应结点牢固，支撑系统可靠，无蚁害，其构件的选材必须符合 GBJ206 中 2.1.1 条的有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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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5 凡应抗震设防的房屋，必须符合 GBJ11 的有关规定。 

  4.5.2 外墙不得渗水。 

  4.5.3 屋面 

  4.5.3.1 各类屋面必须符合 GBJ207 中 4.0.6 条的规定，排水畅通，无积水，不渗漏。 

  4.5.3.2 平屋面应有隔热保温措施，三层以上房屋在公用部位应设置屋面检修孔。 

  4.5.3.3 阳台和三层以上房屋的屋面应有组织排水，出水口、檐沟、落水管应安装牢固、接口平密、不渗

漏。 

  4.5.4 楼地面 

  4.5.4.1 面层与基层必须粘结牢固，不空鼓。整体面层平整，不允许有裂缝、脱皮和起砂等缺陷；块料面

层应表面平正、接缝均匀顺直，无缺棱掉角。 

  4.5.4.2 卫生间、阳台、盥洗间地面与相邻地面的相对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应有积水，不允许倒泛水

和渗漏。 

  4.5.4.3 木楼地面应平整牢固，接缝密合。 

  4.5.5 装修 

  4.5.5.1 钢木门窗应安装平正牢固，无翘曲变形，开关灵活，零配件装配齐全，位置准确，钢门窗缝隙严

密，木门窗缝隙适度。 

  4.5.5.2 进户门不得使用胶合板制作，门锁应安装牢固，底层外窗、楼层公共走道窗、进户门上的亮子均

应装设铁栅栏。 

  4.5.5.3 木装修工程应表面光洁，线条顺直，对缝严密，不露钉帽，与基层必须钉牢。 

  4.5.5.4 门窗玻璃应安装平整，油灰饱满，粘贴牢固。 

  4.5.5.5 抹灰应表面平整，不应有空鼓、裂缝和起泡等缺陷。 

  4.5.5.6 饰面砖应表面洁净，粘贴牢固，阴阳角与线脚顺直，无缺棱掉角。 

  4.5.5.7 油漆、刷浆应色泽一致。表面不应有脱皮、漏刷现象 

  4.5.6 电气 

  4.5.6.1 电气线路安装应平整、牢固、顺直，过墙应有导管。导线连接必须紧密，铝导线连接不得采用绞

接或绑接。采用管子配线时，连接点必须紧密、可靠，使管路在结构上和电气上均连成整体并有可靠的接地。每回

路导线间和对地绝缘电阻值不得小于 1MΩ／KV. 

  4.5.6.2 应按套安装电表或预留表位，并有电器接地装置。 

  4.5.6.3 照明器具等低压电器安装支架必须牢固，部件齐全，接触良好，位置正确。 

  4.5.6.4 各种避雷装置的所有连接点必须牢固可靠，接地电阻值必须符合 GBJ232 的要求。 

  4.5.6.5 电梯应能准确启动运行、选层、平层、停层，曳引机的噪声和震动声不得超过 GBJ232 的规定值。

制动器、限速器及其他安全设备应动作灵敏可靠。安装的隐蔽工程、试运转记录、性能检测记录及完整的图纸资料

均应符合要求。 

  4.5.6.6 对电视信号有屏蔽影响的住宅，电视信号场强微弱或被高层建筑遮挡及反射波复杂地区的住宅，

应设置电视共用天线。 

  4.5.6.7 除上述要求外，同时应符合地区性“低压电气装置规程”的有关要求。 

  4.5.7 水、卫、消防 

  4.5.7.1 管道应安装牢固、控制部件启闭灵活、无滴漏。水压试验及保温、防腐措施必须符合 GBJ242 的

要求。应按套安装水表或预留表位。 

  4.5.7.2 高位水箱进水管与水箱检查口的设置应便于检修。 

  4.5.7.3 卫生间、厨房内的排污管应分设，出户管长不宜超过 8m，并不应使用陶瓷管、塑料管。地漏、排

污管接口、检查口不得渗漏，管道排水必须流畅。 

  4.5.7.4 卫生器具质量良好，接口不得渗漏，安装应平正、牢固、部件齐全、制动灵活。 

  4.5.7.5 水泵安装应平稳，运行时无较大震动。 

  4.5.7.6 消防设施必须符合 GBJ16、GBJ45 的要求，并且有消防部门检验合格签证。 

  4.5.8 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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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1 采暖工程的验收时间，必须在采暖期以前两个月进行。 

  4.5.8.2 锅炉、箱罐等压力容器应安装平正、配件齐全、不得有变形、裂纹、磨损、腐蚀等缺陷害。安装

完毕后，必须有专业部门的检验合格签证。 

  4.5.8.3 炉排必须进行 12h 以上试运转，炉排之间、炉排与炉铁之间不得互相摩擦，且无杂音，不跑偏，

不凸起，不受卡，返转应自如。 

  4.5.8.4 各种仪器、仪表应齐全精确，安全装置必须灵敏、可靠，控制阀门应开关灵活。 

  4.5.8.5 炉门、灰门、煤斗闸板、烟、风档板应安装平正、启闭灵活，闭合严密，风室隔墙不得透风漏气。 

  4.5.8.6 管道的管径、坡度及检查井必须符合 GBJ242 的要求，管沟大小及管道排列应便于维修，管架、

支架、吊架应牢固。 

  4.5.8.7 设备、管道不应有跑、冒、滴、漏现象。保温、防腐措施必须符合 GBJ242 的规定。 

  4.5.8.8 锅炉辅机应运转正常，无杂音。消烟除尘、消音减震设备应齐全，水质、烟尘排放浓度应符合环

保要求。 

  4.5.8.9 经过 48h 连续试运行，锅炉和附属设备的热工、机械性能及采暖区室温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4.5.9 附属工程及其它 

  4.5.9.1 室外排水系统的标高、窨井（检查井）设置、管道坡度、管径均必须符合 GBJ14 第二章第 2.3.4 节

的要求。管道应顺直且排水通畅，井盖应搁置稳妥并设置井圈。 

  4.5.9.2 化粪池应按排污量合理设置，池内无垃圾杂物，进出水口高差不得小于 5cm.立管与粪池间的连接

管道应有足够坡度，并不应起过两个弯。 

  4.5.9.3 明沟、散水、落水沟头不得有断裂、积水现象。 

  4.5.9.4 房屋入口处必须做室外道路。并与主干道相通。路面不应有积水、空鼓和断裂现象。 

  4.5.9.5 房屋应按单元设置信报箱，其规格、位置须符合有关规定。 

  4.5.9.6 挂物钩、晒衣架应安装牢固。烟道、通风道、垃圾道应畅通，无阻塞物。 

  4.5.9.7 单体工程必须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临时设施及过渡用房拆除清理完毕。室外地面平整，室内外

高差符合设计要求。 

  4.5.9.8 群体建筑应检验相应的市政、公建配套工程和服务设施，达到应有的质量和使用功能要求。 

  4.6 质量问题的处理。 

  4.6.1 影响房屋结构安全和设备使用安全的质量问题，必须约定期限由建设单位负责进行加固补强返修，

直至合格。 

  影响相邻房屋的安全问题，由建设单位负责处理。 

  4.6.2 对于不影响房屋结构安全和设备使用安全的质量问题，可约定期限由建设单位负责维修，也可采取

费用补偿的办法，由接管单位处理。 

  5.原有房屋的收管验收 

  5.1 接管验收应具备的条件 

  a.房屋所有权、使用权清楚； 

  b.土地使用范围明确。 

  5.2 接管验收应检索提交的资料 

  5.2.1 产权资料： 

  a.房屋所有权证； 

  b.土地使用权证； 

  c.有关司法、公证文书和协议； 

  d.房屋分户使用清册； 

  e.房屋设备及定、附着物清册。 

  5.2.2 技术资料： 

  a.房地产平面图； 

  b.房屋分间平面图； 

  c.房屋及设备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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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接管验收程序 

  5.3.1 移交人书面提请接管单位接管验收。 

  5.3.2 接管单位按 5.1 和 5.2 条进行审核。对具备条件的，应在 15 日内签发验收通知并约定验收时间。 

  5.3.3 接管单位会同移交人按 5.4 条进行检验。 

  5.3.4 对检验中发现的危损问题，按 5.5 条处理。 

  5.3.5 交接双方共同清点房屋、装修、设备和定、附着物，核实房屋使用状况。 

  5.3.6 经检验符合要求的房屋，接管单位应签署验收合格凭证，签发接管文件，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 

  5.3.7 移交人配合接管单位按接管单位的规定与房屋使用人重新建立租赁关系。 

  5.4 质量与使用功能的检验 

  5.4.1 以 CJ13 和国家有关规定作检验依据。 

  5.4.2 从外观检查建筑物整体的变异状态。 

  5.4.3 检查房屋结构、装修和设备的完好与损坏程度。 

  5.4.4 查验房屋使用情况（包括建筑年代、用途变迁、拆改添建、装修和设备情况）。评估房屋现有价值、

建立资料档案。 

  5.5 危险和损坏问题的处理 

  5.5.1 属有危险的房屋，应由移交人负责排险解危后，始得接管。 

  5.5.2 属有损坏的房屋，由移交人和接管单位协商解决，既可约定期限由移交人负责维修，也可采用其它

补偿形式。 

  5.5.3 属法院判决没收并通知接管的房屋，按法院判决办理。 

  6.交接双方的责任 

  6.1 为尽快发挥投资效益，建设单位应按 4.2 和 4.3 条的要求提前做好房屋交验准备，房屋竣工后，及时

提出接管验收申请。接管单位应在 15 日内审核完毕、及进签发验收通知并约定时间验收。经检验符合要求，接管

单位应在 7 日内签署验收合格凭证，并应及时签发接管文件。未经接管的新建房屋一律不得分配使用。 

  6.2 接管验收时，交接双方均应严格按照本标准执行。验收不合格时，双方协议处理办法，并商定时间复

验，建设单位应按约返修合格，组织复验。 

  6.3 房屋接管交付使用后，如发生隐蔽性的重大质量事故，应由接管单位会同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等

单位，共同分析研究，查明原因，如属设计、施工、材料的原因应由建设单位负责处理，如属使用不当、管理不善

的原因，则应由接管单位负责处理。 

  6.4 新建房屋自验收接管之日起，应执行建筑工程保修的有关规定由建设单位负责保修，并应向接管单位

预付保修保证金。接管单位在需要时用于代修。保修期满，按实结算，也可以在验收接管时，双方达成协议。建设

单位一次性拨付保修费用，由接管单位负责保修。保修保证金和保修费的标准由各地自定。 

  6.5 新建房屋一经接管，建设单位应负责在三个月内组织办理承租手续，逾期不办，应承担因房屋空置而

产生的经济损失和事故责任。 

  6.6 执行本标准有争议而又不能协商解决时，双方均得申请市、县房地产管理机关进行协调或裁决。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由建设部房地产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上海市房屋科学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由南京市房产管理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贾胜年、彭欣祥、张志刚、蔡春升、李桂毓。 

  本标准由潘其源、郑秀娟、王廷琪、湛国楠、雷同顺、左令、金履范、朱伟年、李汝质同志审改。 

  本标准委托南京市房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8.3.53）《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0 号 2002 年 5 月 1 日,2011 年 1 月 26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令第 9 号）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3/content_62197.htm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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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jghj.gov.cn/NGWeb/Page/Detail.aspx?InfoGuid=226786de-7a67-4775-a609-242b93092d49  2002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45.html  2002 

http://www.jzfc.gov.cn/index.php?show--cid-29-id-96.html  2002 

http://www.pudong.gov.cn/shpd/InfoOpen/InfoDetail.aspx?Id=703171   2011 

https://www.lawxp.com/statute/s1030925.html   2011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2002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保证装饰装修工程质量和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城市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实施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是指住宅竣工验收合格后，业主或者住宅使用人(以下简称装修人)对住宅

室内进行装饰装修的建筑活动。 

      第三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应当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五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禁止下列行为： 

(一)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二)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 

(三)扩大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尺寸，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 

(四)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降低节能效果； 

(五)其他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建筑主体，是指建筑实体的结构构造，包括屋盖、楼盖、梁、柱、支撑、墙体、连接接点和基

础等。 

  本办法所称承重结构，是指直接将本身自重与各种外加作用力系统地传递给基础地基的主要结构构件和其

连接接点，包括承重墙体、立杆、柱、框架柱、支墩、楼板、梁、屋架、悬索等。 

      第六条 装修人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未经批准，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二)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窗； 

(三)拆改供暖管道和设施； 

(四)拆改燃气管道和设施。 

  本条所列第(一)项、第(二)项行为，应当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第(三)项行为，应当经供暖管理单

位批准；第(四)项行为应当经燃气管理单位批准。 

      第七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超过设计标准或者规范增加楼面荷载的，应当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

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 

      第八条 改动卫生间、厨房间防水层的，应当按照防水标准制订施工方案，并做闭水试验。 

      第九条 装修人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的，或者装修活动涉及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内容的，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装饰装修企业承担。 

      第十条 装饰装修企业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技术标准施工，不得偷工减料，确保装饰装修

工程质量。 

      第十一条 装饰装修企业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应当遵守施工安全操作规程，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

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不得擅自动用明火和进行焊接作业，保证作业人员和周围住房及财产的安全。 

      第十二条 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不得侵占公共空间，不得损害公共部位和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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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开工申报与监督 

      第十三条 装修人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开工前，应当向物业管理企业或者房屋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物

业管理单位)申报登记。 

  非业主的住宅使用人对住宅室内进行装饰装修，应当取得业主的书面同意。 

      第十四条 申报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房屋所有权证(或者证明其合法权益的有效凭证)； 

(二)申请人身份证件； 

(三)装饰装修方案； 

(四)变动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的，需提交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方案； 

(五)涉及本办法第六条行为的,需提交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涉及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行为的，需提交设计方

案或者施工方案； 

(六)委托装饰装修企业施工的，需提供该企业相关资质证书的复印件。 

  非业主的住宅使用人，还需提供业主同意装饰装修的书面证明。 

      第十五条 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装修人和装修人委托

的装饰装修企业。 

  装修人对住宅进行装饰装修前，应当告知邻里。 

      第十六条 装修人，或者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应当与物业管理单位签订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

议。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装饰装修工程的实施内容； 

(二)装饰装修工程的实施期限； 

(三)允许施工的时间； 

(四)废弃物的清运与处置； 

(五)住宅外立面设施及防盗窗的安装要求； 

(六)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 

(七)管理服务费用； 

(八)违约责任； 

(九)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第十七条 物业管理单位应当按照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实施管理，发现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

业有本办法第五条行为的,或者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实施本办法第六条所列行为的，或者有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

条、第九条规定行为的，应当立即制止；已造成事实后果或者拒不改正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对装

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违反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的,追究违约责任。 

      第十八条 有关部门接到物业管理单位关于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有违反本办法行为的报告后，应当及

时到现场检查核实，依法处理。 

      第十九条 禁止物业管理单位向装修人指派装饰装修企业或者强行推销装饰装修材料。 

      第二十条 装修人不得拒绝和阻碍物业管理单位依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的约定,对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活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中出现的影响公众利益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以及其他

影响周围住户正常生活的行为，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第四章 委托与承接 

      第二十二条 承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装饰装修企业，必须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取得相应

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第二十三条 装修人委托企业承接其装饰装修工程的，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装饰装修企业。 

      第二十四条 装修人与装饰装修企业应当签订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址、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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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的房屋间数、建筑面积，装饰装修的项目、方式、规格、质量要求以及质量验收方式； 

(三)装饰装修工程的开工、竣工时间； 

(四)装饰装修工程保修的内容、期限； 

(五)装饰装修工程价格，计价和支付方式、时间； 

(六)合同变更和解除的条件； 

(七)违约责任及解决纠纷的途径； 

(八)合同的生效时间； 

(九)双方认为需要明确的其他条款。 

      第二十五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发生纠纷的，可以协商或者调解解决。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

解不成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室内环境质量 

      第二十六条 装饰装修企业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应当严格遵守规定的装饰装修施工时间，降低施

工噪音，减少环境污染。 

      第二十七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固体、可燃液体等废物，应当按照规定的位置、方式

和时间堆放和清运。严禁违反规定将各种固体、可燃液体等废物堆放于住宅垃圾道、楼道或者其他地方。 

      第二十八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使用的材料和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和有中文

标识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厂名、厂址等。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和设备。 

      第二十九条 装修人委托企业对住宅室内进行装饰装修的，装饰装修工程竣工后，空气质量应当符合国家

有关标准。装修人可以委托有资格的检测单位对空气质量进行检测。检测不合格的，装饰装修企业应当返工，并由

责任人承担相应损失。     

第六章 竣工验收与保修     

      第三十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竣工后，装修人应当按照工程设计合同约定和相应的质量标准进行验收。

验收合格后，装饰装修企业应当出具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质量保修书。 

  物业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进行现场检查，对违反法律、法规和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

的，应当要求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纠正，并将检查记录存档。 

      第三十一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竣工后，装饰装修企业负责采购装饰装修材料及设备的，应当向业主

提交说明书、保修单和环保说明书。 

      第三十二条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二年,有防水要求的厨房、卫生

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五年。保修期自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因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造成相邻住宅的管道堵塞、渗漏水、停水停电、物品毁坏等，装修

人应当负责修复和赔偿；属于装饰装修企业责任的，装修人可以向装饰装修企业追偿。 

  装修人擅自拆改供暖、燃气管道和设施造成损失的，由装修人负责赔偿。 

      第三十四条 装修人因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侵占公共空间，对公共部位和设施造成损害的，由城市房地

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装修人未申报登记进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装修人违反本办法规定，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企业的，由城

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装饰装修企业自行采购或者向装修人推荐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装饰装修材料，造成空气污

染超标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一)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的，或者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的，对装修

人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或者降低节能效果的，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1 千元以上 5 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擅自拆改供暖、燃气管道和设施的，对装修人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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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擅自超过设计标准或者规范增加楼面荷

载的，对装修人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未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中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或者

擅自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窗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

处罚。 

      第四十条 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

定处罚。 

      第四十一条 装饰装修企业违反国家有关安全生产规定和安全生产技术规程，不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

防护和消防措施，擅自动用明火作业和进行焊接作业的，或者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由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二条 物业管理单位发现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不及时向有关部门报

告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可处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约定的装饰装修管理服务费 2 至 3 倍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到物业管理单位对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违法行为的报告后，未及

时处理，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的非

住宅装饰装修活动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五条 住宅竣工验收合格前的装饰装修工程管理，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执行。 

      第四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2011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保证装饰装修工程质量和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城市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实施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

办法。 

    本办法所称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是指住宅竣工验收合格后，业主或者住宅使用人(以下简称装修人)对

住宅室内进行装饰装修的建筑活动。 

    第三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应当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五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禁止下列行为： 

    (一)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二)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 

    (三)扩大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尺寸，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 

    (四)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降低节能效果; 

    (五)其他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建筑主体，是指建筑实体的结构构造，包括屋盖、楼盖、梁、柱、支撑、墙体、连接接点

和基础等。 

    本办法所称承重结构，是指直接将本身自重与各种外加作用力系统地传递给基础地基的主要结构构件

和其连接接点，包括承重墙体、立杆、柱、框架柱、支墩、楼板、梁、屋架、悬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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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装修人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未经批准，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二)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窗; 

    (三)拆改供暖管道和设施; 

    (四)拆改燃气管道和设施。 

    本条所列第(一)项、第(二)项行为，应当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第(三)项行为，应当经供暖管理

单位批准;第(四)项行为应当经燃气管理单位批准。 

    第七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超过设计标准或者规范增加楼面荷载的，应当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

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 

    第八条 改动卫生间、厨房间防水层的，应当按照防水标准制订施工方案，并做闭水试验。 

    第九条 装修人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

构的，或者装修活动涉及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内容的，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装饰装修企业承担。 

    第十条 装饰装修企业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技术标准施工，不得偷工减料，确保装饰

装修工程质量。 

    第十一条 装饰装修企业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应当遵守施工安全操作规程，按照规定采取必

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不得擅自动用明火和进行焊接作业，保证作业人员和周围住房及财产的安全。 

    第十二条 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不得侵占公共空间，不得损害公共部

位和设施。 

    第三章 开工申报与监督 

    第十三条 装修人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开工前，应当向物业管理企业或者房屋管理机构(以下简称

物业管理单位)申报登记。 

    非业主的住宅使用人对住宅室内进行装饰装修，应当取得业主的书面同意。 

    第十四条 申报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房屋所有权证(或者证明其合法权益的有效凭证); 

    (二)申请人身份证件; 

    (三)装饰装修方案; 

    (四)变动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的，需提交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

方案; 

    (五)涉及本办法第六条行为的，需提交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涉及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行为的，需

提交设计方案或者施工方案; 

    (六)委托装饰装修企业施工的，需提供该企业相关资质证书的复印件。 

    非业主的住宅使用人，还需提供业主同意装饰装修的书面证明。 

    第十五条 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装修人和装修人委

托的装饰装修企业。 

    装修人对住宅进行装饰装修前，应当告知邻里。 

    第十六条 装修人，或者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应当与物业管理单位签订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

务协议。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装饰装修工程的实施内容; 

    (二)装饰装修工程的实施期限; 

    (三)允许施工的时间; 

    (四)废弃物的清运与处置; 

    (五)住宅外立面设施及防盗窗的安装要求; 

    (六)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 

    (七)管理服务费用; 

    (八)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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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第十七条 物业管理单位应当按照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实施管理，发现装修人或者装饰装

修企业有本办法第五条行为的，或者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实施本办法第六条所列行为的，或者有违反本办法第七条、

第八条、第九条规定行为的，应当立即制止;已造成事实后果或者拒不改正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对

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违反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的，追究违约责任。 

    第十八条 有关部门接到物业管理单位关于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有违反本办法行为的报告后，应

当及时到现场检查核实，依法处理。 

    第十九条 禁止物业管理单位向装修人指派装饰装修企业或者强行推销装饰装修材料。 

    第二十条 装修人不得拒绝和阻碍物业管理单位依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的约定，对住宅

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中出现的影响公众利益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以及

其他影响周围住户正常生活的行为，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 

    第四章 委托与承接 

    第二十二条 承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装饰装修企业，必须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取得

相应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第二十三条 装修人委托企业承接其装饰装修工程的，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装饰装修企业。 

    第二十四条 装修人与装饰装修企业应当签订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址、联系电话; 

    (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的房屋间数、建筑面积，装饰装修的项目、方式、规格、质量要求以及质量验

收方式; 

    (三)装饰装修工程的开工、竣工时间; 

    (四)装饰装修工程保修的内容、期限; 

    (五)装饰装修工程价格，计价和支付方式、时间; 

    (六)合同变更和解除的条件; 

    (七)违约责任及解决纠纷的途径; 

    (八)合同的生效时间; 

    (九)双方认为需要明确的其他条款。 

    第二十五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发生纠纷的，可以协商或者调解解决。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

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室内环境质量 

    第二十六条 装饰装修企业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应当严格遵守规定的装饰装修施工时间，降

低施工噪音，减少环境污染。 

    第二十七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固体、可燃液体等废物，应当按照规定的位置、

方式和时间堆放和清运。严禁违反规定将各种固体、可燃液体等废物堆放于住宅垃圾道、楼道或者其他地方。 

    第二十八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使用的材料和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和有

中文标识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厂名、厂址等。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和设备。 

    第二十九条 装修人委托企业对住宅室内进行装饰装修的，装饰装修工程竣工后，空气质量应当符合

国家有关标准。装修人可以委托有资格的检测单位对空气质量进行检测。检测不合格的，装饰装修企业应当返工，

并由责任人承担相应损失。 

    第六章 竣工验收与保修 

    第三十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竣工后，装修人应当按照工程设计合同约定和相应的质量标准进行

验收。验收合格后，装饰装修企业应当出具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质量保修书。 

    物业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进行现场检查，对违反法律、法规和装饰装修管理服务

协议的，应当要求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纠正，并将检查记录存档。 

    第三十一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竣工后，装饰装修企业负责采购装饰装修材料及设备的，应当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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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提交说明书、保修单和环保说明书。 

    第三十二条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二年，有防水要求的厨房、

卫生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五年。保修期自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因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造成相邻住宅的管道堵塞、渗漏水、停水停电、物品毁坏等，

装修人应当负责修复和赔偿;属于装饰装修企业责任的，装修人可以向装饰装修企业追偿。 

    装修人擅自拆改供暖、燃气管道和设施造成损失的，由装修人负责赔偿。 

    第三十四条 装修人因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侵占公共空间，对公共部位和设施造成损害的，由城市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装修人未申报登记进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装修人违反本办法规定，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企业的，

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装饰装修企业自行采购或者向装修人推荐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装饰装修材料，造成空

气污染超标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罚款： 

    (一)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的，或者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的，

对装修人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或者降低节能效果的，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1 千元以上 5 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擅自拆改供暖、燃气管道和设施的，对装修人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 

    (四)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擅自超过设计标准或者规范增

加楼面荷载的，对装修人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未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中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

或者擅自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窗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条 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

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一条 装饰装修企业违反国家有关安全生产规定和安全生产技术规程，不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

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擅自动用明火作业和进行焊接作业的，或者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由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二条 物业管理单位发现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不及时向有关部门

报告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可处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约定的装饰装修管理服务费 2 至 3 倍的罚

款。 

    第四十三条 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到物业管理单位对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违法行为的报告后，

未及时处理，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的非住宅装饰装修活动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五条 住宅竣工验收合格前的装饰装修工程管理，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执行。 

    第四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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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4）《建筑装饰设计资格分级标准》（建设[1992]786 号 1992-11-09 ） 

【颁布时间】1992-11-9 

【标题】关于印发《建筑装饰设计资格分级标准》的通知 

【发文号】建设[1992]786 号 

【失效时间】 

【颁布单位】建设部 

【法规来源】http://www.cin.gov.cn/quality/file/2001051106.htm 

【法规全文】   

关于印发《建筑装饰设计资格分级标准》的通知  

 

建设[1992]78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有关计委、计划单列市建委，国务院有关部门，总后营房部： 

  根据我部建设[1992]528 号文印发的《关于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资格管理的补充规定》中有关专项设计证书

的规定，重新修订了建筑装饰设计资格分级标准，现印发给你们，请按此标准组织好建筑装饰设计单位的换发证工

作。自本标准颁发之日起，建设部[90]建设字第 610 号文的附件《建筑装饰设计单位资格分级标准》的同时废止。 

  附件：建筑装饰设计资格分级标准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九日 

附件： 

建筑装饰设计资格分级标准 

  一、建筑装饰设计是建筑工程设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建筑或室内设计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建筑功能及

其环境的需要，为使建筑室内、外空间达到一定的环境质量要求，运用建筑工程学、人体工程学、环境美学、材料

学等知识而从事的一种综合性的设计活动。建筑装饰设计的内容包括：建筑物室内、外各界面（顶面、墙面、柱面、

地面等）和各界面上与建筑功能有关专业及其设备、设施装饰（不含一般粉刷）以及与之相关的室外环境、绿化设

计及经济概预算等。 

  二、建筑装饰设计资格分为甲、乙、丙三级，各级资格标准如下： 

  （一）甲级： 

  1、单位经注册登记并从事建筑装饰设计五年以上，独立承担过五项工程等级为特、一级建筑工程项目的

建筑装饰设计，并已建成使用质量优良。单位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2、单位中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 20 人，建筑专业及室内设计专业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三名具有高级职

称从事建筑装饰设计实践五年以上资历，并主持过五项工程等级为特、一级建筑工程的建筑装饰设计的技术骨干。

结构、采暖通风、电气、经济等配套专业至少各有一名工程师。 

  3、单位内部建立一套有效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有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 

  （二）乙级： 

  1、单位经注册登记并从事建筑装饰设计三年以上，独立承担过五项工程等级为二级或以上建筑工程的建

筑装饰设计，并已建成使用，质量良好。单位有较好的社会信誉。 

  2、单位中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十二人，建筑专业及室内设计专业人员不少于五人，其中三名具有高中级

职称从事建筑装饰设计实践五年以上资历并主持过二项工程等级为二级或以上建筑工程项目的建筑装饰设计的技

术骨干，其它配套专业（至少三个）各有一名中、初级工程技术人员。 

  3、有健全的技术、质量、财务等管理制度、有良好的装备。 

  （三）丙级： 

  1、单位独立承担过三项工程等级为三级以上建筑工程项目的建筑装饰设计，并已建成使用，工程质量合

格。 

  2、单位中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八人，建筑专业室内设计专业人员不少于三人，其中一名具有中级职称从

事建筑装饰设计实践五年以上资历，并主持过两项建筑工程等级为三级或以上建筑工程的技术骨干。其它配套专业

（结构、经济）各有一名初级工程技术人员。 

  3、有较健全的技术、质量、财务管理制度，有必要的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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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承担任务范围： 

  （一）取得甲级建筑装饰设计资格的单位可在全国范围内承担任务，其承担任务范围不受限制。 

  （二）取得乙级建筑装饰设计资格和单位，可以承担乙级建筑设计单位任务范围内的建筑工程项目的装饰

设计任务和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下的单项装饰工程（改扩建工程）的建筑装饰设计任务。取得乙级建筑装饰设计资

格的单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承担本级别范围内的建筑装饰设计任务。 

  （三）取得丙级建筑装饰设计资格的单位，可以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承担丙级建筑设计单位任

务范围内的建筑工程项目的建筑装饰设计任务和投资额在 50 万元以下的单项装饰工程（改、扩建工程）的建筑装

饰设计任务。 

  四、建筑装饰设计甲级资格由建设部审批，乙、丙级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筑设计主管部门审批。 

  五、持有综合建筑工程设计证书的单位即可承担相应等级任务范围的建筑装饰设计任务，不单独领取单项

装饰设计证书。 

 

 

 

8.3.55）《建筑装饰设计资质分级标准》（建设(2001)9 号 2001-01-09） 

http://www.mohurd.gov.cn/jzsc/jzsczcfb/200611/t20061101_153344.html 

http://www.mohurd.gov.cn/wbdt/xzzx/zzfjbz/200611/t20061123_160440.html 

http://www.mohurd.gov.cn/wbdt/xzzx/zzfjbz/200702/t20070211_160450.html 

http://www.mohurd.gov.cn/wbdt/xzzx/zzfjbz/ 

 

建筑装饰设计资质分级标准  

一、总  则  

  （一）根据建设部《建设工程勘察和设计单位资质管理规定》的原则，结合建筑装饰设计技术要求的实际，

制定本标准。  

  （二）建筑装饰设计资质分级标准是核定建筑装饰设计单位设计资质等级的依据。  

  （三）建筑装饰设计资质设甲、乙、丙三个级别。  

二、分级标准  

  （一）甲级标准  

  1．从事建筑装饰设计业务 6 年以上，独立承担过不少于 5 项单位工程造价在 1000 万元以上的高档建筑装

饰设计并已建成，无设计质量事故。  

  2．单位有较好的社会信誉并有相适应的经济实力，工商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 万元。  

  3．单位专职技术骨干人员不少于 15 人，其中，从事建筑装饰设计（建筑学、设计、环境艺术、工艺美术、

艺术设计专业）的人员不少于 8 人，从事结构、电气、给水排水、暖通、空调专业设计的人员各不少于 1 人。建筑

装饰设计主持人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相当于高级技术职称的任职资历。  

  4．参加过国家或地方建筑装饰设计标准、规范及标准设计图集的编制工作或行业的业务建设工作。  

  5．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健全。  

  6．达到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考核标准。  

  7．有固定工作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专职技术骨干每人 15 平方米。  

  （二）乙级标准   

  1．从事建筑装饰设计业务 4 年以上，独立承担过不少于 3 项单位工程造价在 500 万元以上的建筑装饰设

计并已建成，无设计质量事故。  

  2．单位有较好的社会信誉并有相适应的经济实力，工商注册资本不少于 50 万元。  

  3．单位专职技术骨干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从事建筑装饰设计（建筑学、设计、环境艺术、工艺美术、

艺术设计专业）的人员不少于 5 人。从事结构、电气、给水排水专业设计的人员各不少于 1 人，其他专业人员配置

合理。建筑装饰设计主持人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相当于高级技术职称的任职资历。  

  4．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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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达到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的考核标准。  

  6．有固定工作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专职技术骨干每人 15 平方米。  

  （三）丙级标准  

  1．从事建筑装饰设计业务 2 年以上，独立承担过不少于 3 项单位工程造价在 250 万元以上的建筑装饰设

计并已建成，无设计质量事故。  

  2．单位有较好的社会信誉并有相适应的经济实力，工商注册资本不少于 20 万元。  

  3．单位专职技术骨干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中，从事建筑装饰设计（建筑学、室内设计、环境艺术、工艺

美术、艺术设计专业）的人员不少于 3 人，从事结构、电气专业设计的人员各不少于 1 人，其他专业人员配置合理。

单位中的建筑装饰设计主持人应具有中级技术职称或相当于中级技术职称的任职资历。  

  4．推行质量管理，有必要的质量保证体系及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5．计算机数量达到专职技术骨干人均一台，计算机施工图出图率不低于 75％。  

  6．有固定工作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专职技术骨干每人 15 平方米。  

三、承担业务范围  

  （一）甲级建筑装饰设计单位：承担建筑装饰设计项目的范围不受限制。  

  （二）乙级建筑装饰设计单位：承担民用建筑工程设计等级二级及二级以下的民用建筑工程装饰设计项目。  

  （三）丙级建筑装饰设计单位：承担民用建筑工程设计等级三级及三级以下的民用建筑工程装饰设计项目。  

  本标准颁发后，建设[1992]786 号文《建筑设计装饰单位资格分级标准》同时废止。  

  注：1．高档建筑装饰工程，指单位建筑装饰工程造价为每平方米 3000 元以上的项目。  

    2．专职技术骨干指下列人员：  

     （1）国家注册建筑师、结构工程师；  

     （2）取得高级或中级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  

     （3）大学本科毕业，从事本专业 3 年以上的人员；  

     （4）大学专科毕业，从事本专业 5 年以上的人员；  

     （5）中专毕业，从事本专业 7 年以上的人员。  

   3．达到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的考核标准与《建筑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

中的指标相对应。  

   4．相关行业社团，指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及其地方建筑装饰协会、中国建筑学会及其设计分会。  

  附： 

民用建筑工程设计等级分类表  

       工程等级  

  类型      特征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公共建筑 

单体建筑面积 8万 m2以上 
2万 m2以上至 8

万 m2 

5000m2以上至 2

万 m2 
5000m2以下 

立项投资 2亿元以上 
4万元以上至 2

亿元 

1000 万元以上

至 4000万元 

1000万元及以

下 

建筑高度 100m 以上 50m以上至 100m 24m 以上至 50m 

24m及以下（其

中砌体建筑不得

超过抗震规范高

度限值要求） 

住宅、宿舍 层数    20层以上 
12 层以上至 20

层 

12层及以下

（其中砌体建筑

不得超过抗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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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层数限值要

求） 

住宅小区、 

 

工厂生活区 

总建筑面积    10万 m2以上 10 万 m2及以下 

     

地下工程 

地下空间 

 

（总建筑面

积） 

5万 m2以上 
1万 m2以上至 5

万 m2 
1万 m2及以下 

附建式人防 

 

（防护等级） 

   四级及以上 五级及以下 

 

8.3.56）《价格鉴证师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 1 号 2008-08-02） 

http://www.sdsjgxh.org/?p=309   2005 

http://www.sdwj.gov.cn/images/zcfg/gwybmgfxwj/2011/04/08/B4481EAC41A3A45D540671E3C86FAFD8.pdf 2008 

http://www.hebwj.gov.cn/News.aspx?sole=20141226142715018 2008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0808/t20080819_231342.html 2008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0808/t20080819_231342.html  2008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0808/W020080819406952163158.pdf   2008 

http://www.hebwj.gov.cn/News.aspx?sole=20141226142715018   2008 

《价格鉴证师注册管理办法》 2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 34 号 

 

  《价格鉴证师注册管理办法》已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发布，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主 任  马凯 

  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价格鉴证师注册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规范价格鉴证师注册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

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价格鉴证师注册与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国家发展改革委为价格鉴证师的注册审批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为价格鉴证师的注

册初审机关。 

第四条价格鉴证师注册，由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初审机关提出注册申请，初审机

关提出初审意见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作出准予或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 

第五条申请价格鉴证师注册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取得《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证书》； 

（二）在价格鉴证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从事价格鉴证类工作； 

（三）所在单位考核同意。 

第六条凡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价格鉴证师注册条件，或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受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价格鉴证师注册之日止不满 5 年的； 

（二）在价格鉴证或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处分，自处罚、处分决定之日起至申请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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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证师注册之日止不满 2 年的； 

（三）提供虚假的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材料的； 

（四）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其他情况。 

第七条申请价格鉴证师注册，应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一）填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 

（二）《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证书》； 

（三）所在单位考核同意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详见附件。 

第八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齐备，符合本办法规定要求的，初审机关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

起即为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初审机关应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告知价格鉴

证师注册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初审机构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的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

面凭证。 

第九条初审机关应当自其受理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 

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当自收到初审机关初审意见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决定。

20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国家发展改革委领导批准，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

知申请人。 

国家发展改革委作出准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在价格鉴证师注册申

请人的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证书上进行注册，并将注册后的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证书送达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 

国家发展改革委做出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享有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条价格鉴证师注册有效期为 3 年。持证者需继续执业的，应在有效期满前 30 天到注册初审机关申请办理

再次注册手续。 

第十一条价格鉴证师注册登记内容变更的，须及时到注册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二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在办公场所公示价格鉴证师注册

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准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决定在国家发

展改革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网站等媒体公布。 

第十三条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注册价格鉴证师的管理监督，对注册价格鉴证师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

注册价格鉴证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注销其价格鉴证师注册，并在指定的媒体公布： 

（一）已经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刑事处罚的； 

（三）有效期届满未重新办理注册手续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注册价格鉴证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应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涂改、倒卖、出租、非法转让价格鉴证师注册证件的； 

（二）超越注册价格鉴证师执业范围执业的； 

（三）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的、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五条办理价格鉴证师注册，不得向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价格鉴证师注册和管理所需经费，

按规定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 

第十六条价格鉴证师注册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责令改正；情

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本办法规定价格鉴证师注册条件的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在价格鉴证师注册受理、审批、决定过程中，未向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三）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提出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规定要求，不 1 次告知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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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四）未依法说明不受理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或者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理由的； 

（五）对符合价格鉴证师注册条件的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或者不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价格

鉴证师注册决定的； 

（六）利用执行业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七条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认为价格鉴证师注册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八条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原国家计委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价格鉴证师注册管理办法》 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 1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5 年

6 月 24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了《价格鉴证师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34 号）。在此

基础上，为进一步规范价格鉴证师注册工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决定对《价格鉴证师注册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原《价格鉴证师注册管理办法》同时废止。现将《价格鉴证师注册管理办法（2008 年修订）》予以公布，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张平                                                          

                     二○○八年八月二日 

价格鉴证师注册管理办法 

（2008 年修订） 

    第一条 为规范价格鉴证师注册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

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与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为价格鉴证师的注册审批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为价格鉴证师的

注册初审机关。 

    第四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由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初审机关提出注册申请，初审

机关提出初审意见后报国象发展改革委，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作出准予或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 

    第五条 申请价格鉴证师注册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取得《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证书》； 

     （二）在价格鉴证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从事价格鉴证类工作； 

     （三）所在单位考核同意。 

    第六条 凡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价格鉴证师注册条件，或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受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价格鉴证师注册之日止不满五年的： 

     （二）在价格鉴证或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处分，自处罚、处分决定之日起至申请价

格鉴证师注册之日止不满两年的； 

     （三）提供虚假的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材料的； 

    （四）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其他情况。 

    第七条 申请价格鉴证师注册，应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一）填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 

     （二）《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证书》； 

     （三）所在单位考核同意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详见附件。 

     第八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齐备，符合本办法规定要求的，初审机关自收到申请材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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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即为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初审机关应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价格

鉴证师注册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初审机关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的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

书面凭证。 

    第九条 初审机关应当自其受理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 

    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当自收到初审机关初审意见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决

定。二十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国家发展改革委领导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

由告知申请人。 

    国家发展改革委作出准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核发《价格鉴证师执

业注册证书》，并将《价格鉴证师执业注册证书》送达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 

    国家发展改革委作出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享有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有效期为三年。《价格鉴证师执业注册证书》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印制。持《价格

鉴证师执业注册证书》者需继续执业的，应在有效期满前三十天到注册初审机关申请办理再次注册手续。 

    第十一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登记内容变更的，须及时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二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在办公场所公示价格鉴证师注

册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准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决定在国家

发展改革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网站等媒体公布。 

    第十三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注册价格鉴证师的管理监督，对注册价格鉴证师的执业情况进行检

查。注册价格鉴证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注销其价格鉴证师注册，并在指定的媒体公布：  

     （一）已经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刑事处罚的； 

     （三）有效期届满未重新办理注册手续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 注册价格鉴证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应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涂改、倒卖、出租、非法转让《价格鉴证师执业注册证书》的； 

     （二）超越注册价格鉴证师执业范围执业的； 

     （三）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的、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

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五条 办理价格鉴证师注册，不得向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价格鉴证师注册和管理所需经

费，按规定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 

第十六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责令改正；情

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本办法规定价格鉴证师注册条件的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在价格鉴证师注册受理、审批、决定过程中，未向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三）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提出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规定要求，不一次告知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

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四）未依法说明不受理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或者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理由的； 

     （五）对符合价格鉴证师注册条件的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或者不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价

格鉴证师注册决定的； 

     （六）利用执行业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七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认为价格鉴证师注册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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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原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8.3.57）《关于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垄断市场和肢解发包工程的通知》（建建[1996]240 号 1996-04-22）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3337.html  

http://ip.people.com.cn/GB/12868353.html  

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垄断市场和肢解发包工程的通知建建[1996]24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工商行政管理局，计划单列市建委（建工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务

院有关部门基建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用事业发展迅速，对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积

极作用。但是，在一些地方和行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依赖行业特权垄断市场、肢解工程发包等不正当行为。主

要表现为：在工程承包中，有关单位强行垄断本专业的建设项目，要求承包单位和建设单位必须采购其指定厂家生

产的材料、设备，否则不予验收工程，不予供水、供气、供热、供电等。这种做法，不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要求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为此，特通知如下：  

  一、在工程施工中，总包（包括施工总包，下同）单位有能力并有相应资质承担上下水、暖气、煤气、电

气、电讯、消防工程和清运渣土的，应当由其自行组织施工和清运；若总包单位需将上述某种工程分包的，在征得

建设单位同意后，亦可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但必须由总包单位统一进行管理，切实承担总包责任。建设单

位要加强监督检查，明确责任，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除总包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指定分包单位。  

  二、单项工程或住宅小区以外的供水、供热、供气、供电、电讯、消防等工程项目，应依法按工程建设程

序及有关规定，通过招标投标、公平竞争，优选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承包。工程项目的主管部门及企事业单位，不

得以任何方式强行垄断承包本专业的工程项目。  

  三、工程建设的材料、设备，应主要由承包单位负责采购，并明确责任，择优选购，加强检查验收，切实

保证材料、设备的质量。建设单位需要自己定货采购的，要在合同中明确其责任和要求。对可能影响工程质量和使

用功能的劣质材料、设备，承包单位有权拒绝使用；若建设单位强行要求承包单位使用的，由建设单位承担由此造

成的工程质量和安全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强行要求承包单位购买其指定厂家生产的材料、设备。  

  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工程竣工验收的管理。工程峻工后，建设单位或有关方面，应按规定及时

组织各有关部门共同验收，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拒绝参加。工程按规定经验收通过后，供水、排水、供气、供热、

供电、电讯等公用企事业单位必须按规定接通管线、线路。  

  五、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加强对建筑市场的监督检查。同时，

要建立举报制度，发挥全社会的监督作用。对于垄断市场、肢解发包工程的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依照《反不

正当竞争法》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严肃查处。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要按照《关于在工程建设中深入开展反对腐败和反对不正当竞争的通知》中的规定，对违法单位的负责人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执法工作。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8.3.58）《关于改进工程建设概预算工作的若干规定》 （计标[1983]1038 号 1983-07-19） 

http://www.ccicc.com.cn/_zcfg/show.php?itemid=2120  

http://www.ndrc.gov.cn/gzdt/201712/t20171229_872302.html 废止 

国家计委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试行《关于改进工程建设概 

预算工作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计标[1983]1038 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局，总后勤部、国防科工委，中直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区计委、建委、建行分行：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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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强工程建设概预算工作，提高概预算文件的质量，合理确定工程造价，控制工程项目投资，特制订

《关于改进工程建设概预算工作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现发给你们试行，请将试行中的情况和经验及

时告诉我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关于设计单位编制施工图预算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拟有计划、有

步骤地在各设计单位推行。有条件的设计单位从今年起就要编制施工图预算。条件不具备的设计单位要积极创造条

件，至迟在一九八六年实行，但从现在起要选定几个工程编制施工图预算。 

  在一九八五年前，设计单位没有条件编制施工图预算的单位工程，仍由施工单位负责编制施工图预算，经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建设银行共同审定后，作为预算包干和办理工程结算的依据。 

  附件：关于改进工程建设概预算工作的若干规定 

国家计委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1983 年 7 月 19 日 

附件： 

关于改进工程建设概预算工作的若干规定 

工程建设概、预算是控制和确定工程造价的文件。改进概预算工作，对正确确定工程造价，控制工程项目投资，

推行经济合同制，提高投资效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特制订本规定。 

一、凡采用两阶段设计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阶段必须编制总概算，施工图设计阶段必须编制预算。采用三阶

段设计的，技术设计阶段还必须编制修正总概算。对于技术简单的建设项目，设计方案确定后就做施工图设计的，

必须编制施工预算。 

二、设计概算经批准后，实行建设项目投资包干的依据；也是控制基本建设拨款和施工图预算，以及考核设计

经济合理性的依据。 

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经审定后，是确定工程预算造价，签订建设安装工程合同，实行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

投资包干和办理工程结算的依据。实行招标的工程，预算是工程价款的标底。 

三、建设项目的总概、预算、应包括建设项目从筹建到竣工验收所需的全部建设费用。其投资构成为：建筑工

程费用，安装工程费用，设备、工器具购置费用和其他费用。 

概、预算文件应包括：概、预算编制说明包括投资效益分析，建设项目总概、预算，单项工程综合概、预算，

单位工程概、预算，其他工程和费用概、预算。概算文件应包括钢材、木材、水泥等主要材料表，预算文件还应包

括钢材明细汇总表及补充单位估价表。 

四、设计单位承担可行性研究和参加编制设计任务书时，其投资估算的编制工作，应由概预算人员（以下统称

技术经济人员）负责进行，并与其他专业设计人员配合，共同做好建设项目经济效益的评价工作。 

五、概、预算的编制工作，均由设计单位负责。必要时，施工图预算的编制，可邀请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参加。 

一个建设项目，如由几个设计单位共同设计时，主管部门指定的主体设计单位，应负责统一概、预算编制原则

等有关事项并汇总概、预算。其他设计单位应负责编好所承担设计的工程概、预算。 

建设、施工等有关单位，应及时向设计单位提供编制概、预算所必须的有关资料。 

六、设计人员应加强经济观念。初步设计应参照设计任务书及其估算进行；施工图设计应控制在批准的初步设

计及其概算范围之内。在不同的设计阶段要提出足够深度设计技术资料，以满足编制概、预算的要求，施工图设计

应列出钢材明细表。 

技术经济人员应与其他专业的设计人员共同做好设计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工作，以选出最合理的方案。要及时

了解设计内容，掌握设计变更情况啄其对造价的增减影响，并提出合理使用投资的建议，以发挥技术经济人员在设

计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七、建筑安装工程概、预算，应根据不同设计阶段的图纸及说明，以及现行的预算定额（综合预算定额），概

算定额，概算指标、材料、构配件预算价格，各项费用标准等进行编制。 

设备购置概、预算，其设备单价应按照设备清单和现行的设备原价及运杂费率进行编制。 

其他工程和费用概、预算，应按照现行有关费用定额或指标进行编制。 

八、设计单位要努力提高概、预算的准确性，保证概、预算的质量。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和制度，

实事求是地对工程所在地的建设条件，包括自然条件、施工条件等可能影响造价的各种因素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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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正确选用定额、费用和价格等各项编制依据。同时，要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价格调整指数，考虑建设期间

价格变动等因素，做到概、预算能够完整地反映设计内容，合理地反映施工条件，准确地确定工程造价。 

九、概算是设计文件的重要组成部件。主管单位在报批设计时，必须同时报批概算。设计单位应实事求是地向

审批机关反映概算编制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各主管部门必须认真执行设计文件审批办法，不断提高审查水平，在审批设计的同时，认真审批概算，不得下

放审批权限。 

十、建设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的审定，应由建设单位或主管部门组织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建设银行分批或集

中进行。一些地区没有预算审定专门机关的，由专门机关组织审定。预算审定的时间，从设计单位交付预算文件之

日起算，一般不得超过 30 天。设计单位除交付预算文件外，还应对工程量计算底稿进行理事，以备审查时使用。 

在审定预算时，各有关单位必须从全局利益出发，及时审查定案。预算审定后，由设计单位按照审定的意见，

对原预算作补充、批准后，由建设单位分送各有关单位。 

十一、各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都应认真执行批准的总概算，不得任意突破。如单位工程或单项工程必须增加投

资时，首先用其他工程多余的投资调剂解决。调剂有困难时，经建设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批准，可动

用总概算的预备费解决。如必须突破总概算时，其超出部分经设计单位同意并批准后，由主管单位报原初步设计批

准机关审核，按十三条规定的批准权限报经批准。 

十二、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审定后，在总概算的控制范围内，按照规定允许作量差、价差调整的部分，其

中由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提出的设计变更所引起的预算增减，应经设计单位同意；不属设计变更的其他原因引起

的预算增减，应经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同意，建设银行审定，作为调整预算的依据，并抄送设计单位一份。 

工程竣工验收后，设计单位应了解和掌握竣工决算资料，以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概、预算的质量。 

十三、计划部门应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和概算以及建设工期定额，编制建设项目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严格

控制单项工程的投资和建设项目总投资。凡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额已超过总概算的建设项目，必须由原设计单位

和建设单位共同提出需要追加投资的理由，并经原初步设计批准机关审核后，大中型项目按隶属关系由国务院主管

部门或省、市、自治区计委批准后，方能追加年度固定资产投资。 

十四、建设单位必须对概、预算设计和概、预算的执行全面负责。根据批准的总概、预算合理使用投资，切实

搞好工程造价的管理，按照设计和概、预算安排工程项目，不得任意提高工程标准，增加工程内容；按照主要材料

表申请材料指标；按照设备清单进行订货；按照其他工程和费用概、预算合理开支各项费用，按照本规定要求做好

施工图预算的管理工作。工程竣工后，工程决算资料应抄送设计单位一份。 

十五、施工单位必须根据审定的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编制施工预算，作为企业内

部核算的依据，以加强经营管理，搞好经济核算。 

十六、建设银行应根据批准的设计和建设项目总概算、单项工程综合概算，在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投资额

范围内控制拨款和贷款。监督有关单位严格执行概、预算。建设项目的投资突破总概算时，在未经批准追加总概算、

单项工程综合概算，对其超出部分不得拨款。 

对于建筑安装工程的拨款，建设银行应根据规定的单位工程预算和工程进度办理预支和结算。 

十七、在预算审定概、预算执行过程中，建设、设计、施工等各有关单位发生纠纷时，首先应从全局出发，及

时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时，争议双方属于同一个部门的，由上级主管部门解决或仲裁，不属于同一个部门的，可

向各级主管基建的综合部门申请调解或仲裁；凡属于违反经济合同的纠纷，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

及有关合同实施条例的规定执行。 

十八、为适应概、预算工作发展的要求，需迅速充实和培养技术经济人员。国务院各有关部和各省、市、自治

区主管部门就商请有关教育部门，选择有关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设置工程建设技术经济专业；同时也应积

极办好培训班，培养概预算工作专门人才。设计单位对有实践经验的技术经济人员要尽快调回经济工作岗位；根据

1981 年国家建委、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关于概算、预算人员执行载程技术干部技术职称的通知》，继续做好业务技

术职称评定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设计单位从事概预算工作的人员配备，一般应在设计人员总数的 10%。 

十九、国务院有关部和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基建的综合部门，必须把提高基本建设经济效益作为根本出发点，

切实加强工程建设概、预算工作的领导，管好用好基本建设投资。要尽快健全概、预算工作和定额等管理机构及研

究机构，搞好概、预算以及定额、费用标准、设备材料预算价格等的管理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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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务院各有关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规定的精神，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订实施细

则或具体办法，并报国家计委备案，过去有关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8.3.59）《建设部关于加强执法监督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的通知》（建法[2003]164 号 2003-08-06）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3421.html  

关于加强执法监督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的通知建法[2003]164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部机关各单位：  

 

  自《行政处罚法》实施以来，特别是我部印发《关于建设系统依法行政的实施意见》以来，各级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依法行政的意识不断增强，多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都能按照《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建设

领域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但是，也有一部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实施行政处罚时，超越职权，违反法定程序，侵

犯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根据《建筑法》的规定，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应当由颁发资质证书的

机关决定。但是，有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施工企业发生安全事故后不及时报告，且超越职权，对一级资质的建筑

企业作了停业整顿的处罚。《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程序作了严格规定，但有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对企业作出

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时，违反法定程序，既不告知当事人有举行听证的权利，也不发行政处罚决定书，仅仅以通报

的形式就给予企业停业整顿的处罚。有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处罚依据明显不当，有的仍以已经

废止或者失效的法规或规章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有的在指导思想上以年检替代处罚；有的发现违法行为后，不及

时处罚，致使有的建筑企业发生安全事故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得不到应有的惩处。有的在行政处罚中采取地方保

护主义，同一种违法行为对本地的企业处罚轻，对外地的企业处罚重。有的在参与其他部门牵头的安全事故调查时，

对依法应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处罚的，没有及时与其他部门沟通协调，而由其他部门作出了处罚决定。相当一

部分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没有按照部的要求，报送有关重大处罚案件的备案材料和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的统

计报告。  

  上述例举的问题，反映了一些行政执法人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淡漠，对违法实施行政

处罚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违法实施行政处罚后果的严重性。为保证《行政处罚法》全面、正确地实施，

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现就在建设领域加强执法监督，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的有关问题通知如

下：  

  一、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充分认识实施《行政处罚法》的重要意义，

要以积极的态度认真学习《行政处罚法》、《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严格实施法律所确

立的行政处罚设定权制度、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制度、听证制度、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相分离制度、政府对行

政处罚的监督制度等各项制度。  

  （一）严禁超越职权实施行政处罚。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都应当在法律赋予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行政处罚

的权力，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现违反建设法律、法规行为，本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

处罚权的，应当及时将有关违法行为的事实、有关证据及处罚建议等提交有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不得擅自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  

  （二）严格按照处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有依法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对作出吊销资质证书、执业资格

证书、责令停业整顿（包括属于停业整顿性质的、责令在规定的时限内不得承接新的业务）、责令停止执行业务、

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以及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

的权利。  

  （三）严格规范执法文书。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按照《行政处罚法》和《建设

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的规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执行简易程序的应当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不得以通知、通告等形式作出行政处罚。  

  二、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工作的监督检查。  

  （一）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执行《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办好行政复议案件，发挥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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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督职能，通过行政复议及时发现下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适当的处罚行为，加大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处罚的纠

正力度。  

  （二）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都应当认真执行《建设部关于建立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制度以及行政复议、行

政应诉案件统计报告制度的通知》，及时向上一级主管部门报送有关材料。建设部将适时开展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制

度以及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统计报告制度执行情况的专项检查。  

  三、落实执法责任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解决目前行政处罚中存在的问题。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都应当

按照《建设部关于全面推进建设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意见》的要求，建立科学、规范的执法程序和执法人员管理办法，

完善对行政处罚工作的考核评议和重大行政处罚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把履行职责、依法行政、公正执法作为评价执

法人员执法工作的重要考核标准，加强考核，兑现奖罚。  

  四、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对本通知印发前本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案卷（包括所作的属于行政处罚

性质的通知、通告、决定等）进行一次自查，重点检查在行政处罚中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是否有充

分的事实根据或确凿的证据；执法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属于本行政机关的管辖范围；处罚决定是否合法、适当。省、

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有关部门要在年底前将自查情况向建设部作出书面报告。  

  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本通知的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办案质量，自觉纠

正行政处罚中存在的不合法、不公正、事实不清、超越职权、违反法定程序等问题，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维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本通知印发后发现的超越职权、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

建设部将给予点名通报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三年八月六日 

 

 

 

8.3.6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管理确保工程建设质量的通知》（国办发明电[1998]15 号 1998-09-29） 

http://jiuban.moa.gov.cn/zwllm/zcfg/flfg/200601/t20060123_540358.htm  

http://zfxxgk.beijing.gov.cn/110001/szfbgtwj/1998-11/18/content_2173923d0cf047e59f7678e7b497b69b.shtml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管理确保工程建设质量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1998］1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的重要部署，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

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个别地区和单位也出现了违反正常的建设程序，忽视工程建设质量，甚至不顾客观条

件，以各种名目的“献礼”为由，盲目抢时间、赶进度的错误做法，对此必须立即加以纠正。经国务院批准，现就

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既是当前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国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经济结构调

整的需要，事关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局。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必须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

负责的政治责任感，扎扎实实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坚决制止各种不尊重科学规律，违反建设项目管理规定，忽

视工程质量，盲目抢进度、赶工期的错误做法。 

    二、要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基本建设项目审批的各项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越权审批项目，也不得降

低标准批准建设项目。按照现行规定，需报国务院审批的项目，必须报国务院审批；需报国家计委审批的项目，必

须报国家计委审批。对前期工作达不到深度要求的项目，一律不予审批。 

    三、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管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改变项目建设方案、修改设计和降低质

量标准，违者要依法追究项目（企业）法人代表、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和有关设计单位、批准部门及其主要负责人

的责任。严禁建设项目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对“三边工程”要坚决取消立项，并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因

此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使用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设立专项账户，保证专款专用。财政部门和有关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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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既要保证资金及时到位，又要监督资金的使用，不得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挪作他用，更不得违反规定用于兴建

楼堂馆所和购置小轿车等非生产性开支。 

    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建设部、审计署以及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要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对使用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安排的项目进行全过程监督和管理。 

    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履行各自的职责，加强合作，及时沟通情况，严肃认真地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

的各种违法违规问题。遇到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8.3.61）《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监督工作指南》（建建质[2000]38 号  2000 年 12 月 6 日） 

http://zjw.hg.gov.cn/Info_1_1137.asp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gczl200103004  

http://china.findlaw.cn/fangdichan/fdcfg/gongchengfagui/20110719/163791.html  

 

建设部建筑管理司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监督工作指南》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各计划单列市建委(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 

为了进一步规范全国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监督工作程序，根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部《关

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的精神，我司制定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监督工作指南》，现

印发给你们。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告我司质量技术处。 

二年十二月六日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监督工作指南 

 

根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部《关于质量监督机构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政府质量监督机

构必须建立和遵循严格的工程质量监督程序，以加大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力度，保证建设工程质量。质量监督机构

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依据是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主要目的是保证建设工程使用安全和环境质量；主

要内容是监督工程建设各方主体质量行为和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使用功能；主要监督方式是巡回抽查，对建设

单位组织的竣工验收实施监督。工程竣工后出具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现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监督工作指南提出

如下，供各地开展工作参考。 

一、办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一)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是经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认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根据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依法办理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监督登记手续。 

(二)凡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在工程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之

前，应携有关资料到所在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办理工程质量监督登记手续，填写工程质量监督登记表(见附表

1)并按规定交纳工程质量监督费用。 

(三)建设单位办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登记时，应向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提交以下有关资料： 

1、规划许可证； 

2、施工、监理中标通知书； 

3、施工、监理合同及其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 

4、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 

5、其他规定需要的文件资料。 

(四)7 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符合规定由监督机构发给《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书》和《工程质量监督计划》(见附

录 2)。 

(五)建设单位凭《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书》，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施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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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工前的监督准备工作 

(一)确定质量监督工作师 

质量监督机构实行站长负责制，工程项目质量监督实行监督工程师责任制。 

站长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确定以质量监督工程师为工程项目监督负责人的质量监督组，具体承担工程监督任

务。项目质量监督工程师对监督的工程质量承担监督责任。 

(二)制定质量监督工作方案 

项目质量监督工程师对负责监督的工程项目，应当依据工程建设项目各方责任主体、设计图纸及有关文件、工

程的特点、规模和技术复杂程度等，编制质量监督工作方案。 

工作方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针对工程特点，明确监督的具体内容、监督方式。要对

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其它涉及结构安全的重要部位、使用功能和关键工序作出监督计划，并应将必须监督的重要

部位及安装中的重要环节，及时通知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 

(三)检查施工现场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核查施工现场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及有关人员的资质或资格。检查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责任制落实情况，检查有关质量文件、技术资料是否齐全并符

合规定。请有关单位填写《工程质量保证体系审查 表》见附录 3。 

三、对工程参建各方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 

(一)对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工程项目报建审批手续齐全； 

2、基本建设程序及有关要求； 

(1)按规定进行了施工图审查； 

(2)按规定委托监理单位；建设单位自行管理工程的，应建立工程项目管理机构，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3、无明示或者暗示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违反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和迫使承包方任意

压缩合理工期等行为； 

4、按合同规定，由建设单位采购的建材、构配件和设备必须符合质量要求。 

(二)对勘察、设计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依法承揽的工程勘察、设计任务与本单位资质相符； 

2、主要项目负责人执业资格证书与承担任务相符； 

3、图纸及设计变更勘察、设计人员签字出图章手续齐全； 

4、设计单位无指定材料、设备生产厂家或供应商的行为。 

(三)对监理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监理的工程项目有监理委托手续及合同，监理人员资格证书与承担任务相符； 

2、工程项目的监理机构专业人员配套，责任制落实； 

3、现场监理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 

4、制订监理规划，并按照监理规划进行监理； 

5、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或操作工艺，对分项工程或工序及时进行验收签认； 

6、对现场发现使用不合格材料、构配件、设备的现象和发生的质量事故，及时督促、配合责任单位调查处理。 

(四)对施工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所承担的任务与其资质相符，项目经理与中标书中相一致，有施工承包手续及合同。 

2、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质检员等专业技术管理人员配套，并具有相应资格及上岗证书。  

3、有经过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并能贯彻执行： 

(1)组织施工技术交底及参加图纸变更洽商； 

(2)执行班组自检、互检、交接检制度； 

(3)对建筑材料、构配件有能促持其质量的存放条件；计量器具精度符合要求，材料、构配件和商品砼按规定进

行进场检验，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时，不得使用；按规定对现场试验室、搅拌站进行管理。 

(4)做好分项工程、隐蔽工程项目检查评定记录，记录要及时、真实； 

(5)严格执行见证取样送检制度； 

(6)整理工程质量保证资料要及时、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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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有关规定进行各种检测，对工程施工中出现的质量事故按有关文件要求及时如实上报和认真处理。 

5、无违法分包、转包工程项目的行为。 

四、对建设工程的实体质量的监督 

实体质量监督以抽查方式为主，并辅以科学的检测手段。地基基础实体必须经监督检查后方可进行主体结构施

工；主体结构实行必须经监督检查后方可进行后续工程施工。监督记录表格见附录 4。 

(一)地基及基础工程抽查主要内容 

1、质量保证及见证取样送检检测资料。 

2、分项、分部工程质量或评定资料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地基检测报告和地基验槽记录。 

4、抽查基础砌体、砼和防水等施工质量。 

(二)主体结构工程抽查主要内容 

1、质量保证及见证取样送检检测资料。 

2、分项、分部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结构安全重点部位的砌体、混凝土、钢筋施工质量抽查情况和检测。 

4、砼构件、钢结构构件制作和安装质量。 

(三)竣工工程抽查主要内容 

1、工程质量保证资料及有见证取样检测报告。 

2、分项、分部和单位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及工程安全检测报告和抽查检测。 

4、水、电、暖、通等工程重要部位、使用功能试验资料及使用功能抽查检测记录。 

5、工程观感质量。 

五、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工程竣工验收监督时，重点对工程竣工验收的组织形式、验收程序、执行验收规范

情况等实行监督，发现有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改正；并将对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情况列为工程

质量监督报告的重要内容。 

(一)工程符合下列条件要求方可进行竣工验收： 

1、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2、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后对工程质量进行了检查，确认工程质量符合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符合设计文

件及合同要求，并提出工程竣工报告。工程竣工报告应经项目经理和施工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签字。 

3、对于委托监理的工程项目，监理单位对工程进行了质量评价，具有完整的监理资料，并提出工程质量评价

报告。工程质量评价报告应经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签字。 

4、勘察、设计单位对勘察、设计文件及施工过程中由设计单位签署的设计变更通知书进行了确认。 

5、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6、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合格证及必要的进场试验报告。 

7、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8、有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准许使用文件。 

9、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等有关部门责令整改的问题全部整改完毕。 

(二)工程竣工验收应当按以下程序进行： 

1、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申请工程竣工验收。实行监理的工程，工程竣工报

告必须经总监理工程师签署意见。 

2、建设单位收到工程竣工报告后，对符合竣工验收要求的工程，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和其他

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验收组，制定验收方案。 

3、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 7 个工作日前将验收的时间、地点及验收组名单通知负责监督该工程的工程

质量监督机构。 

4、建设单位组织工程竣工验收。 

(1)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分别汇报工程合同履约情况和在工程建设各个环节执行法律、法规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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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2)审阅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提供的工程档案资料； 

(3)查验工程实体质量； 

(4)对工程施工、设备安装质量和各管理环节等方面作出总体评价，形成工程竣工验收意见，验收人员并签字。 

参与工程竣工验收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时，应报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监督机构进行协调，待意见一致后，重新组织工程竣工验收。 

六、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5 个工作日内出具质量监督报告，监督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

容。 

(一)质量监督报告表，内容包括：工程名称、工程地址、工程规模、工程类别、结构类型、建筑面积、参建各

单位及负责人、开工时间、竣工验收时间；工程规划许可证号、施工许可证号、监督注册号；监督部门、监督人员、

监督起止时间等。 

(二)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的执行情况； 

(三)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及功能项目监督抽查情况，以及抽样测试情况； 

(四)工程竣工技术资料的核查意见； 

(五)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意见； 

(六)对工程遗留质量缺陷的处理意见。 

(七)是否符合备案条件的结论性意见。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必须经项目监督工程师签认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人审核，加盖公章后向委托

部门报送。(见附录 5) 

七、竣工验收备案管理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委托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建设工程竣工备案工

作。 

(一)建设单位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有关规定，到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所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机构的备案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二)建设单位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1、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2、工程竣工验收意见表。 

3、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应当包括工程概况、合同内容执行情况、工程管理及竣工质量验收情况，

质量总体评价等。 

4、工程施工许可证。 

5、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 

6、单位工程质量综合验收意见。  

7、市政基础设施的有关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能抽测资料。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规划、公安消防、环保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9、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10、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 

11、商品住宅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三)备案管理部门收到备案申请后，应审查备案文件是否齐全并对照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予以审查。对符合条件

的，在《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上签署同意备案意见。对违反有关规定程序、文件不全、质量不符合国家

强制性标准要求的，要求建设单位限期进行整改。整改达到要求后，重新申请备案。 

(四)备案管理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应当在收讫竣工

验收备案文件 15 日内，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五)备案管理部门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并责令停止使用的工程；建设单位在备案之前已投入使用或者建设单

位擅自继续使用造成使用方损失的，由建设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备案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于不符合条件的房屋建筑工程给予备案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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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对于符合条件、文件完整的房屋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已经提出备案，备案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办理备案

手续的，建设单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请行政讼诉。 

八、职责 

(一)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工程质量监督时，发现涉及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质量隐患，可委托质量检测机构进行检

测，经检测发现质量问题，由责任方承担检测费用。 

(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进行监督工作中发现有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和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时，

有权采取责令改正、局部暂停施工等强制性措施，直至问题得到改正。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报告委托部门批准后

实施。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可将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委托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机构。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专用印章。 

(四)定期向委托的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工程质量情况。根据抽查监督的数据，定期进行分析，向上级主管部门及

领导报告质量形势。包括质量上升、下降情况原因分析，以及好坏典型等。 

(五)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及质量监督工程师对监督的工程质量承担监督责任。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不履行监督职责、弄虚作假、提供虚假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或未认真执行质量监督

工作方案而发生重大质量事故的，根据情节轻重，依法分别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停止执行任务直到撤消建设工程

质量监督机构资格的处理。 

质量监督工程师发生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的，由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

警告、记过直到取消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档案 

(一)建设工程应按单位工程建立监督档案，监督档案应及时、真实、完整。 

(二)监督档案的内容主要包括： 

1、建设工程质量档案封页：标明工程名称、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名称、开竣工日期以及档案编

号等。 

2、档案目录。 

3、建设工程报监资料，包括：报监登记表、施工、监理中标通知书、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施工合同、监

理合同的编号及日期等。 

4、有关各责任主体单位的资质和有关人员资格审查记录。 

5、质量监督记录。 

监督交底会议纪要。 

建设工程质量整改通知书及整改报告。 

历次监督抽查记录。 

6、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相关材料。 

7、建设工程质量事故报告。 

8、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三)工程质量监督档案统一用国际标准 A4 号纸，按档案管理规定装订存档。 

(四)监督档案应按工程重要程度保存，保存年限按有关档案管理要求由各地自行规定。 

附录 1：工程质量监督登记表；(略) 

附录 2：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书；(略) 

附录 3：工程质量保证体系审查表；(略) 

附录 4：建设工程质量监督记录；(略) 

附录 5：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略) 

 

8.3.62）《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30 号 1997 年 3 月 1 日,公安部令第 106 号 2009 年 5 月 1

日,公安部令第 119 号 2012 年 0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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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a.119.gov.cn/net/flfg/380.html  1997 

http://www.shuyang.gov.cn/zgsy/003/20170814/003001011003_91a524c9-8064-4b54-a521-ef7560ed10f7.htm  2009 

http://www.gov.cn/flfg/2009-05/04/content_1303946.htm  2009 

http://ha.119.gov.cn/net/flfg/2694.html   2012 

http://www.gov.cn/zhengce/2012-09/13/content_2603471.htm  2012 

《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 1997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筑工程的消防监督审核管理，提高建筑工程防火抗灾能 力，保障人民生命和公私财产安全，

保障国家消防法律、行政法规和技术标准的 贯彻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是指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对新建、 改建、扩建、建筑内部装修和用

途变更的建筑工程项目，从设计、施工到竣工验  

收所实施的消防设计审核、施工安装监督检查和消防验收。 具体监督审核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

机关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作  

出规定。  

第三条 凡从事建筑工程建设，消防设计、施工安装和建筑消防设施检测、 维修保养的单位和个人，建筑物所

有者以及各级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均应当遵守本 规定  

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内部装修以及用途变更工程项目的消防设计图纸和资料送公

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并填写相应的《建筑消防设计防火审核申报表》、《自动消防设施设计防火审核申报表》或者

《建筑内 部装修设计防火审核申报表》，经审核批准后，方可开工兴建。  

第五条 设计单位在进行工程项目设计时，必须执行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和其 他工程建设标准有关消防设计的规

定。 由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有关单位设计的建筑工程项目，必须符合我国消防技 术标准的规定。 国家、省级重

点工程和其他设置建筑自动消防设施的建筑工程设计应当编制 消防设计专篇，该专篇包括设计依据、工程概况说

明和工程项目中涉及本规定第 十五条所列内容的图纸资料。 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

修改消防设计图纸。  

第六条 设计单位应当建立消防设计责任制。 法定代表人负责组织本单位的 消防设计管理工作，检查消防设

计质量；技术负责人应当把消防设计纳入工程设 计审查范围，凡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工程设计不应当签发；设

计单位应当组织 工程设计人员学习、掌握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定期进行考核。  

第七条 施工安装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消防设计图纸施工安装，不得擅自改动。  

第八条 凡含有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五项至第九项建筑自动消防设施的建筑工 程，在工程竣工后，施工安装单位

必须委托具备资格的建筑消防设施检测单位进 行技术测试，取得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测试报告。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提出工程消防验收申请，送达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测试报告，填写《建

筑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并组织消防验收。 消防验收不合格的，施工单位不得交工， 建筑物的所有者不得接收

使用。  

第十条 建筑工程消防验收后，建筑物的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应当落实建筑消防设施的管理和值班人员，与具备

建筑消防设施维修保养资格的企业签订建筑消 防设施定期维修保养合同，保证消防设施的正常运行。  

第十一条 建筑消防设施的设计、安装调试、检测和维修保养必须选用已经 取得省级以上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

查许可的单位。  

第十二条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和建筑消防设施应当积极采用先进的消防技术。 建筑消防设施、防火材料等必须

选用经国家产品质量认证、国家核发生产许 可证或者国家消防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合格的产品。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对建筑工程的消防监督审核实行直辖市、副省级市、地 级市及其所辖区（市、县）两级和

地区（州、盟）及其所辖县（市、旗）两级公 安消防监督机构分工审核制度，具体分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

安消防监督机构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规定。省、自治区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负责制定本地区有关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

管理的规章制度，管理、检查本辖区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工作，参加、指导对国 家和省级重点工程项目的消防

监督审核。 跨省、跨地区的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工作，由公安部或者省、自治区、直 辖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负

责组织。  

第十四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对送审的建筑工程项目应当按照建筑防火设计、 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分专业实行分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ha.119.gov.cn/net/flfg/380.html
http://www.shuyang.gov.cn/zgsy/003/20170814/003001011003_91a524c9-8064-4b54-a521-ef7560ed10f7.htm
http://www.gov.cn/flfg/2009-05/04/content_1303946.htm
http://ha.119.gov.cn/net/flfg/2694.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12-09/13/content_2603471.htm%20%202012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473 页 共 3277 页 

工审核和技术总复核制度。 城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内部应当将消防设计审核管理权和消防验收管理权分 离。在实

施消防验收时，应当组织防火监督检查、消防产品质量监督、灭火战训 和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等部门的专业技

术人员参加。  

第十五条 消防设计审核的主要内容：  

（一）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中涉及消防安全的防火间距、消防车道、消防水源等；  

（二）建筑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和耐火等级；  

（三）建筑防火防烟分区和建筑构造；  

（四）安全疏散和消防电梯；  

（五）消防给水和自动灭火系统；  

（六）防烟、排烟和通风、空调系统的防火设计；  

（七）消防电源及其配电；  

（八）火灾应急照明、应急广播和疏散指示标志；  

（九）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消防控制室；  

（十）建筑内部装修的防火设计；  

（十一）建筑灭火器配置；  

（十二）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房的防爆设计；  

（十三）国家工程建设标准中有关消防设计的其他内容。  

第十六条 下列建筑工程项目应当列为消防设计审核的重点；  

（一）甲、乙、丙类火灾危险性的厂房、库房（含堆场）、储罐区，洁净厂 房，高层工业建筑；  

（二）高层民用建筑；  

（三）发电厂（站），广播、电视中心、邮政、通讯枢纽等重要工程。  

（四）宾馆、商（市）场、体育馆、影剧院、礼堂、歌舞厅、医院、铁路旅客站、汽车客运站、码头、机场侯

机楼等公共建筑；  

（五）地下工程；  

（六）科研基地、学校、幼儿园、图书馆、档案馆、展览馆、 博物馆等；  

（七）其他重要工程。  

第十七条 消防设计审核应当遵循国家消防法律、行政法规和技术标准。 对由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有关单位设

计的建筑工程项目，应当依据我国消防 技术标准进行审核。  

对于我国消防技术标准尚未规定的消防设计内容和新材料、新技术带来的有 关消防安全的新问题，应当由省

一级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或者公安部消防局会同同 级建设主管部门组织设计、施工、科研等部门的专家论证，提出

意见，作为消防 设计审核的依据。  

第十八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对送审的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应当及时审核，从 登记收图之日起，一般工程应当在

十日之内，国家、省级重点建筑工程以及设置建筑自动消防设施的建筑工程应当在二十日之内签发《建筑工程消防

设计审核意见书》。需要组织专家论证消防设计的工程，可以延长至三十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予答复，即为同意。  

第十九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在建筑施工中应当根据本规定第七条和第十二条要求，对消防设计的实施进行抽

样性检查。  

第二十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在接到建设单位消防验收申请时，应当查验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测试报告等消防验

收申报材料，材料齐全后，应当在十日之内按照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消防验收，并在消防验收后七日之内签发《建

筑工程消  

防验收意见书》。  

第二十一条 省级以上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对承担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检测和维修保养等服务企业、

机构实行消防专业资格定期审查，每两年进行一次，合格后，核发许可证；不合格的，不发或者撤销许可证，并定

期向社会公  

告。  

第二十二条 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应当建立档案，并按年限、工程的性质和重要性分类保管。  

第二十三条 承担消防设计审核的消防监督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工程技术专业知识，按照公安部有关消防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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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资格管理规定，取得岗位资格，方可上岗。  

第二十四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和人员严禁以任何名义和形式指定某个企业承担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

和维修保养，或者指定使用某个企业的消防产品。选择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和维修保养企业或者选用消防

产品，一律由建设单位根据有关公告确定。  

第二十五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和人员必须无偿履行消防监督职责，严禁开办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

检测和维修保养等服务企业、机构；严禁在上述企业、机构兼职；严禁向企业收取各种名目的咨询费、管理费等；

严禁向企业强行摊派各种费用或者无偿占有企业的钱物。  

第二十六条 对执行消防技术标准和本规定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公安机关、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位给

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七条 消防设计不合格的建筑工程设计，不得评为优秀设计。建筑消防设施安装质量不合格的不得评为

优秀工程。  

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和

主管人员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对拒不改正或者限期不改的，责令停止施工，已经完工的，责令停止使用：  

（一）未按规定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送审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图纸，即开工兴建的；  

（二）施工中擅自改动消防设计， 违反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  

（三）建筑消防设施未经验收合格，擅自接收使用的。  

第二十九条 设计、施工、安装调试、检测、 维修保养单位和个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

责令改正，并可以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主管人员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对拒不改正或者限期不改的，责令停工，

已完工的不得验收交付使用；已经取得设计、安装调试、检测和维修保养许可证的单位，由省级以上公安消防监督

机构撤销其许可证：  

（一）工程设计违反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和其他工程建设标准有关消防设计规定，造成后果的；  

（二）建筑装修施工中擅自移动消防设备，影响消防设施使用功能的；  

（三）未取得许可证和年度复验，或者超越许可范围承担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的；  

（四）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检测、维修保养弄虚作假，质量低劣的；  

（五）选用未经国家法定检测机构检测合格的消防产品，经纠正不改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情节、后果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对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及人员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  

第三十二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及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

给予责任者行政处分并调离消防监督岗位：  

（一）故意不履行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职责的不作为行为；  

（二）对应当办理审批、验收，故意拖延不办，超过审批、验收期限的；  

（三）向建设单位指定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和维修保养企业的；  

（四）向建设或者施工安装单位指定使用某个企业的消防产品的；  

（五）擅自收取各种名目的咨询费、管理费等的；  

（六）强行摊派各种费用，无偿占有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财物的；  

（七）索要、接受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财物的；  

（八）参与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检测、维修保养或者开办从事上述业务的企业、机构的。 

第三十三条 以前有关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的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按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公安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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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 

第四章  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的备案抽查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落实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和安全责任，规范消防监督管理

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含室内装修、用途变更）等建设工程的消防监督管理。 

本规定不适用住宅室内装修、村民自建住宅、救灾和其他临时性建筑的建设活动。 

第三条  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应当遵守消防法规、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

施工质量和安全负责。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 

第四条  除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承担辖区建设

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工作。具体分工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确定，并报公安部消防局备案。 

跨行政区域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工作，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指定管

辖。 

第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应当遵循公正、严格、文明、高效的原则。 

第六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新颁布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实施之前，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已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或者备案

的，分别按原审核意见或者备案时的标准执行。 

第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建设工程进行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应当由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实

施。 

第二章  消防设计、施工的质量责任 

第八条  建设单位不得要求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和人员违反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

准，降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并承担下列消防设计、施工的质量责任： 

（一）依法申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依法办理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并接受抽查；建设

工程内设置的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二）实行工程监理的建设工程，应当将消防施工质量一并委托监理； 

（三）选用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等级的消防设计、施工单位； 

（四）选用合格的消防产品和满足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及室内装修装饰材料； 

（五）依法应当经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不得组织施工；未经验

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九条  设计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设计的质量责任： 

（一）根据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消防设计，编制符合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不得违反国

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进行设计； 

（二）在设计中选用的消防产品和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室内装修装饰材料，应当注明规格、

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三）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实施情况签字确认。 

第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施工的质量和安全责任： 

（一）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或者备案的消防设计文件组织施工，不得擅自改

变消防设计进行施工，降低消防施工质量； 

（二）查验消防产品和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及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的质量，使用合格产品，保

证消防施工质量； 

（三）建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责任制度，确定消防安全负责人。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落实动火、

用电、易燃可燃材料等消防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在建工程竣工验收前消防通道、消防水源、消防设施和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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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标志等完好有效。 

第十一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施工的质量监理责任： 

（一）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或者备案的消防设计文件实施工程监理； 

（二）在消防产品和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室内装修装饰材料施工、安装前，核查产品质量

证明文件，不得同意使用或者安装不合格的消防产品和防火性能不符合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室内装修装饰

材料； 

（三）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签字确认。 

第十二条  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提供图纸审查、安全评估、检测等消防技术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应

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资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执业标准提供消防技术服务，并对出

具的审查、评估、检验、检测意见负责。 

第三章  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 

第十三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

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建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

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

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

体宿舍； 

（六）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

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第十四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

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设有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二）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三）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其他公共建筑； 

（四）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五）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

供应站、调压站。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申报表； 

（二）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三）新建、扩建工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 

（四）设计单位资质证明文件； 

（五）消防设计文件。 

第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除提供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材料外，应当同时提供特殊消防设计的

技术方案及说明，或者设计采用的国际标准、境外消防技术标准的中文文本，以及其他有关消防设计的应用实例、

产品说明等技术资料： 

（一）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的； 

（二）消防设计文件拟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消防安全，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 

（三）拟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境外消防技术标准的。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出具书面审核意见。但是依照本规

定需要组织专家评审的，专家评审时间不计算在审核时间内。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对申报的消防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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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进行审核。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出

具消防设计审核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一）新建、扩建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设计单位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 

（三）消防设计文件的编制符合公安部规定的消防设计文件申报要求； 

（四）建筑的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耐火等级、建筑构造、安全疏散、消防给水、消防电源及配电、消防设

施等的设计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 

（五）选用的消防产品和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有关管理规定。 

第十九条  对具有本规定第十六条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之日

起五日内将申请材料报送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组织专家评审。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会同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召开专家评审会，对建设单位提交的消防技术方案进行评审。参加评审的专家应当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总

数不应少于七人，并应当出具专家评审意见。评审专家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注明。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专家评审会后五日内将专家评审意见书面通知报送申请材料的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同时报公安部消防局备案。 

对三分之二以上评审专家同意的消防技术方案，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设计

审核合格意见。 

第二十条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确需修改

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重新申请消防设计审核。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三）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四）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

厂合格证； 

（五）消防设施、电气防火技术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六）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七）其他依法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消防验收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组织消防验收，并出具消防验收意见。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申报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应当依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对已经消防

设计审核合格的内容组织消防验收。 

对综合评定结论为合格的建设工程，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对综合评定结论为不合格

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四条  对通过消防设计审核的高层建筑、地下工程，以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建设工程，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重点进行监督检查，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工程建设消防安全和质量责任。 

第四章  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的备案抽查 

第二十五条  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的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

收备案，或者报送纸质备案表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录入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收到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备案后，应当出具备案凭证，并通过消防设计和竣工

验收备案受理系统中预设的抽查程序，随机确定抽查对象；被抽查到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收到备案凭证之日起五日内

按照备案项目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供本规定第十五条或者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材料。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收到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备案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依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

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完成图纸检查，或者按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完成工程检查，制作检查记录。检查结

果应当在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中公告。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发现消防设计不合格的，应当在五日内书面通知建设单位改正；已经开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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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责令停止施工。 

建设单位收到通知后，应当停止施工，对消防设计组织修改后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复查。经复查，对消防设计

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书面复查意见，告知建设单位恢复施工。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竣工验收抽查时，发现有违反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

性要求或者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应当在五日内书面通知建设单位改正。 

建设单位收到通知后，应当停止使用，组织整改后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复查。经复查符合要求的，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书面复查意见，告知建设单位恢复使用。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未依法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法

处罚，责令建设单位在五日内备案，并纳入抽查范围；对逾期不备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备案期限届满之

日起五日内通知建设单位，责令其停止施工、使用。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三十条  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下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第三十一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办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实行主责承办、技术复核、审验分离

和集体会审等制度。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的主责承办人、技术复核人和行政审批人应当依照职责对消防

执法质量负责。 

第三十二条  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互联网上设立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结合辖区内建设

工程数量和消防设计、施工质量情况，统一确定消防设计与竣工验收备案预设程序和抽查比例，并对备案、抽查实

施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对设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的抽查比例不应低于百分之五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人员应当依照本规定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实施备案抽查，不得擅自确定抽查对

象。 

第三十三条  办理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

近亲属，或者与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办理公正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接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关建设工程违反消防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

防技术标准的举报，应当在三日内组织人员核查，核查处理情况应当及时告知举报人。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时，不得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产品设定法律

法规规定以外的地区性准入条件。 

第三十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指定或者变相指定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

位和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不得指定消防产品和建筑材料的品牌、销售单位。不得参与或者干预建设工程消防设施施

工、消防产品和建筑材料采购的招投标活动。 

第三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的依据、范围、条件、程序、期限及其需要提交的

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应当在互联网网站、受理场所、办公场所公示。 

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的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以外，应当予以公开，

公众有权查阅。 

第三十九条  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具许可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或者其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依法撤销许可意见： 

（一）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作出的； 

（二）建设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 

（三）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超出法定职责和权限作出的； 

（四）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的； 

（五）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的。 

依照前款规定撤销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第四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第六章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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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五条二款、第

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有关消防法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

术标准，造成危害后果的，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时，提供虚假材料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不予受理或者

不予许可并处警告。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第四十四条  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擅自

投入使用的，分别处罚，合并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一）已经通过消防设计审核，擅自改变消防设计，降低消防安全标准的； 

（二）建设工程未依法进行备案，且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的； 

（三）经责令限期备案逾期不备案的； 

（四）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函告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一）建设工程被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的； 

（二）建设工程经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抽查不合格的； 

（三）其他需要函告的。 

第四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

下列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消防验收的申请，不予受理、审核、验收或者拖延时间办理的； 

（三）指定或者变相指定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的； 

（四）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利用职务接受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财物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是指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必须严格执行的规定。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中的“三日”、“五日”、“七日”、“二十日”、“三十日”均指工作日。 

第五十条  执行本规定所需的法律文书式样由公安部统一制定。 

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1996 年 10 月 16 日发布的《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

（公安部令第 30 号）同时废止。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 

第 119 号 

  《公安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已经 2012 年 7 月 6 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

现予发布，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公安部部长  孟建柱  

                          二○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公安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 

  为进一步加强对建设工程的消防监督管理，公安部决定对《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第一款中的“含室内装修、用途变更”修改为“含室内外装修、建筑保温、用途变更”。 

  将第二款中的“其他临时性建筑”修改为“其他非人员密集场所的临时性建筑”。 

  二、将第三条修改为：“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应当遵守消防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法规

和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和安全负责。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对建设工程进行消防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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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将第七条中的“二名”修改为“两名”。 

  四、将第八条中的“竣工验收备案”修改为“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五、将第十二条修改为：“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依法设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工作应当依法开展。

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提供图纸审查、安全评估、检测等消防技术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

的资质、资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执业准则提供消防技术服务，并对出具的审查、评估、

检验、检测意见负责。” 

  六、将第十四条第三项修改为：“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

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 

  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七、删去第十五条第三项，并增加一项，作为第五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应当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依

法需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临时性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应当提供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文件。” 

  八、将第十六条中的“特殊消防设计的技术方案及说明”修改为“特殊消防设计文件”。 

  九、将第十八条修改为:“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对申报的消

防设计文件进行审核。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

应当出具消防设计审核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一）设计单位具备相应的资质； 

  “（二）消防设计文件的编制符合公安部规定的消防设计文件申报要求； 

  “（三）建筑的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耐火等级、建筑构造、安全疏散、消防给水、消防电源及配电、消

防设施等的消防设计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四）选用的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有关管理规定。” 

  十、将第十九条第二款中的“消防技术方案”修改为“特殊消防设计文件”。 

  将第四款修改为：“对三分之二以上评审专家同意的特殊消防设计文件，可以作为消防设计审核的依据。” 

  十一、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 

  “（三）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四）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

厂合格证； 

  “（五）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六）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七）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十二、删去第二十四条。 

  十三、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

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进行消防设计、竣

工验收消防备案，或者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业务受理场所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 

  “建设单位在进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或者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应当分别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供备案申

报表、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相关材料及施工许可文件复印件或者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材料。按照住房和

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施工图审查的，还应当提供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合格文件复印件。 

  “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可以不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十四、将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合并，作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收

到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申报后，对备案材料齐全的，应当出具备案凭证；备案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

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已经备案的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工程中，随机确定检查对象并向社会公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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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为检查对象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二十日内按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完成图纸检查，

或者按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完成工程检查，制作检查记录。检查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检查不合格的，还

应当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收到通知后，应当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组织整改后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复查。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进行复查并出具书面复查意见。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已经依法备案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确需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重

新申报消防设计备案。” 

  十五、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未依法报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备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法处罚，责令建设单位在五日内备案，并确定为检查对象；对逾期不备案的，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备案期限届满之日起五日内通知建设单位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 

  十六、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与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抽查比例由省

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结合辖区内施工图审查机构的审查质量、消防设计和施工质量情况确定并向社会公告。对设有

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的抽查比例不应低于百分之五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照本规定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实施备案抽查，不得擅

自确定检查对象。” 

  十七、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四十四条，第一项修改为：“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出具消防设计审核

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或者通过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抽查的”。 

  将第二项修改为：“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消防验收的申请或者消防设计、竣工验收的备

案、抽查，不予受理、审核、验收或者拖延办理的”。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五条：“本规定中的建筑材料包含建筑保温材料。” 

  十九、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六条，修改为：“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是指国家工程

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 

  二十、将第四十九条改为第四十七条，修改为：“本规定中的‘日’是指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 

  二十一、将第五十条改为第四十八条，修改为：“执行本规定所需要的法律文书式样，由公安部制定。” 

  二十二、将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的“室内装修装饰材料”修改为“装修材料”。 

  二十三、将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的“有防火性能要求的”修改为“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 

  二十四、《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有关条文序号根据本决定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2009 年 4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06 号发布，根据 2012 年 7 月 17 日《公安部关于修改<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修订）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消防设计、施工的质量责任 

  第三章 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 

  第四章 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的备案抽查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落实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和安全责任，规范消防监督

管理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含室内外装修、建筑保温、用途变更）等建设工程的消防监督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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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定不适用住宅室内装修、村民自建住宅、救灾和其他非人员密集场所的临时性建筑的建设活动。 

  第三条 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应当遵守消防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法规和国家消防技术

标准，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和安全负责。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对建设工程进行消防监督。 

  第四条 除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承担辖区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工作。具体分工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确定，并报公安部消防局

备案。 

  跨行政区域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工作，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指

定管辖。 

  第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应当遵循公正、严格、文明、高效的原则。 

  第六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新颁布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实施之前，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已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或者

备案的，分别按原审核意见或者备案时的标准执行。   

  第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建设工程进行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应当由两名以上执法人

员实施。 

第二章 消防设计、施工的质量责任 

  第八条 建设单位不得要求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和人员违反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

术标准，降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并承担下列消防设计、施工的质量责任： 

  （一）依法申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依法办理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手续并接受抽

查；建设工程内设置的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二）实行工程监理的建设工程，应当将消防施工质量一并委托监理； 

  （三）选用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等级的消防设计、施工单位； 

  （四）选用合格的消防产品和满足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及装修材料； 

  （五）依法应当经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不得组织施工；未

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九条 设计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设计的质量责任： 

  （一）根据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消防设计，编制符合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不得违

反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进行设计； 

  （二）在设计中选用的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应当注明规格、

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三）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实施情况签字确认。 

  第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施工的质量和安全责任： 

  （一）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或者备案的消防设计文件组织施工，不得擅

自改变消防设计进行施工，降低消防施工质量； 

  （二）查验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及装修材料的质量，使用合格产品，保证

消防施工质量； 

  （三）建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责任制度，确定消防安全负责人。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落实动

火、用电、易燃可燃材料等消防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在建工程竣工验收前消防通道、消防水源、消防设施和

器材、消防安全标志等完好有效。 

  第十一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施工的质量监理责任： 

  （一）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或者备案的消防设计文件实施工程监理； 

  （二）在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施工、安装前，核查产品质量证

明文件，不得同意使用或者安装不合格的消防产品和防火性能不符合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 

  （三）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签字确认。 

  第十二条 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依法设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工作应当依法开展。为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竣工验收提供图纸审查、安全评估、检测等消防技术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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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执业准则提供消防技术服务，并对出具的审查、评估、检验、检测意

见负责。 

第三章 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 

  第十三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

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建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

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

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

工集体宿舍； 

  （六）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

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第十四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

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设有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二）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三）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 

  （四）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五）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六）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

站、供应站、调压站。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申报表； 

  （二）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三）设计单位资质证明文件； 

  （四）消防设计文件；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应当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依法需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

准的临时性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应当提供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文件。 

  第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除提供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材料外，应当同时提供特殊消防设

计文件，或者设计采用的国际标准、境外消防技术标准的中文文本，以及其他有关消防设计的应用实例、产品说明

等技术资料： 

  （一）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的； 

  （二）消防设计文件拟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消防安全，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的； 

  （三）拟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境外消防技术标准的。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出具书面审核意见。但是依照

本规定需要组织专家评审的，专家评审时间不计算在审核时间内。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对申报的消防设计文件进

行审核。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出具消防

设计审核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一）设计单位具备相应的资质； 

  （二）消防设计文件的编制符合公安部规定的消防设计文件申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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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筑的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耐火等级、建筑构造、安全疏散、消防给水、消防电源及配电、消

防设施等的消防设计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四）选用的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有关管理规定。 

  第十九条 对具有本规定第十六条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

之日起五日内将申请材料报送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组织专家评审。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会同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召开专家评审会，对建设单位提交的特殊消防设计文件进行评审。参加评审的专家应当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

职称，总数不应少于七人，并应当出具专家评审意见。评审专家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注明。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专家评审会后五日内将专家评审意见书面通知报送申请材料的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同时报公安部消防局备案。 

  对三分之二以上评审专家同意的特殊消防设计文件，可以作为消防设计审核的依据。 

  第二十条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确需

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重新申请消防设计审核。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 

  （三）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四）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

合格证； 

  （五）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六）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七）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消防验收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组织消防验收，并出具消防验收

意见。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申报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应当依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对已经

消防设计审核合格的内容组织消防验收。 

  对综合评定结论为合格的建设工程，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对综合评定结论为不

合格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四章 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的备案抽查 

  第二十四条 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

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或者到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业务受理场所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建设单位在进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或者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应当分别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供备案申报

表、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相关材料及施工许可文件复印件或者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材料。按照住房和城

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施工图审查的，还应当提供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合格文件复印件。 

  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可以不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收到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申报后，对备案材料齐全的，应当出具

备案凭证；备案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已经备案的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工程中，随机确定检查对象并向社会公告。对确

定为检查对象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二十日内按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完成图纸检查，或

者按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完成工程检查，制作检查记录。检查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检查不合格的，还应

当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收到通知后，应当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组织整改后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复查。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进行复查并出具书面复查意见。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已经依法备案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确需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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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消防设计备案。 

  第二十六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未依法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

依法处罚，责令建设单位在五日内备案，并确定为检查对象；对逾期不备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备案期限

届满之日起五日内通知建设单位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二十七条 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下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和指导。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办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实行主责承办、技术复核、审验

分离和集体会审等制度。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的主责承办人、技术复核人和行政审批人应当依照职责对

消防执法质量负责。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与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抽查比例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结合辖区内施

工图审查机构的审查质量、消防设计和施工质量情况确定并向社会公告。对设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的抽查比

例不应低于百分之五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照本规定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实施备案抽查，不得擅自

确定检查对象。 

  第三十条 办理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

的近亲属，或者与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办理公正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一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接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关建设工程违反消防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

设消防技术标准的举报，应当在三日内组织人员核查，核查处理情况应当及时告知举报人。 

  第三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时，不得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产品设定

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地区性准入条件。 

  第三十三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指定或者变相指定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工程监

理单位和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不得指定消防产品和建筑材料的品牌、销售单位。不得参与或者干预建设工程消防设

施施工、消防产品和建筑材料采购的招投标活动。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的依据、范围、条件、程序、期限及其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应当在互联网网站、受理场所、办公场所公示。 

  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的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以外，应当予以公

开，公众有权查阅。 

  第三十六条 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具许可意见的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或者其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依法撤销许可意见： 

  （一）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作出的； 

  （二）建设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 

  （三）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超出法定职责和权限作出的； 

  （四）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的； 

  （五）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的。 

  依照前款规定撤销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

销。 

  第三十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

服的，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二

款、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有关消防法规、国家工程建设消

防技术标准，造成危害后果的，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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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时，提供虚假材料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不予受理

或者不予许可并处警告。 

  第四十条 违反本规定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第四十一条 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

擅自投入使用的，分别处罚，合并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一）已经通过消防设计审核，擅自改变消防设计，降低消防安全标准的； 

  （二）建设工程未依法进行备案，且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的； 

  （三）经责令限期备案逾期不备案的； 

  （四）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函告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一）建设工程被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的； 

  （二）建设工程经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抽查不合格的； 

  （三）其他需要函告的。 

  第四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下列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或者通过消防设计、

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抽查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消防验收的申请或者消防设计、竣工验收的备案、抽查，不

予受理、审核、验收或者拖延办理的； 

  （三）指定或者变相指定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的； 

  （四）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利用职务接受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财物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中的建筑材料包含建筑保温材料。 

  第四十六条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是指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中的“日”是指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 

  第四十八条 执行本规定所需要的法律文书式样，由公安部制定。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1996 年 10 月 16 日发布的《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

定》（公安部令第 30 号）同时废止。 

 

 

8.3.63）《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国办发〔2017〕87 号 2017 年 10 月 29 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1/09/content_5238316.htm  

索 引 号：000014349/2017-00199 主题分类：公安、安全、司法\公安发文机关：国务院办公厅成文日期：2017

年 10 月 29 日标  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发文字号：国办发〔2017〕87 号发

布日期：2017 年 11 月 09 日主 题 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国办发〔2017〕8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2017 年 10 月 2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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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

产及消防安全的重要决策部署，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坚持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进一步健全消防安全责任制，提高公共消防安全水平，预防火灾和减少

火灾危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主要

责任人，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消防工作负领导责任。 

第三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对全国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

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

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依规做好本行业、本系统的消防安全工作。 

第四条 坚持安全自查、隐患自除、责任自负。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是消防安全的责任主体，法定

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是本单位、本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本单位、本场所消防安全全面负责。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第五条 坚持权责一致、依法履职、失职追责。对不履行或不按规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

规追究责任。 

第二章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消防工作职责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及上级党委、政府关于消防工作的部署要求，全面负责本地区消

防工作，每年召开消防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本地区消防工作重大事项。每年向上级人民政府专题报告本地区消防工

作情况。健全由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牵头的消防工作协调机制，推动落实消防工作责任。 

（二）将消防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将包括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

通道、消防装备等内容的消防规划纳入城乡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确保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三）督促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在农业收获季节、森林和草原防火期间、重大节假

日和重要活动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推动消防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推广使用先进消防

和应急救援技术、设备。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宣传工作。大力发展消防公益事业。采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

推进消防教育培训、技术服务和物防、技防等工作。 

（四）建立常态化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机制，组织实施重大火灾隐患和区域性火灾隐患整治工作。实行重大火灾

隐患挂牌督办制度。对报请挂牌督办的重大火灾隐患和停产停业整改报告，在 7 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

定，并组织有关部门督促隐患单位采取措施予以整改。 

（五）依法建立公安消防队和政府专职消防队。明确政府专职消防队公益属性，采取招聘、购买服务等方式招

录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建设营房，配齐装备；按规定落实其工资、保险和相关福利待遇。 

（六）组织领导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制定灭火救援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演练；建立灭火救援社

会联动和应急反应处置机制，落实人员、装备、经费和灭火药剂等保障，根据需要调集灭火救援所需工程机械和特

殊装备。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除履行第六条规定的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定期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办公会议，研究部署消防工作。 

（二）针对本地区消防安全特点和实际情况，及时提请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修订地方性法规，组织制定、

修订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 

（三）将消防安全的总体要求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严格审核。 

（四）加大消防投入，保障消防事业发展所需经费。 

第八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除履行第六条规定的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定期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办公会议，研究部署消防工作。 

（二）科学编制和严格落实城乡消防规划，预留消防队站、训练设施等建设用地。加强消防水源建设，按照规

定建设市政消防供水设施，制定市政消防水源管理办法，明确建设、管理维护部门和单位。 

（三）在本级政府预算中安排必要的资金，保障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等公共消防设施和消防装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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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消防事业发展。 

（四）将消防公共服务事项纳入政府民生工程或为民办实事工程；在社会福利机构、幼儿园、托儿所、居民家

庭、小旅馆、群租房以及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的场所推广安装简易喷淋装置、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五）定期分析评估本地区消防安全形势，组织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重大火灾隐患，应当组织有关

部门制定整改措施，督促限期消除。 

（六）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有计划地建设公益性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开展消防科普教育活动。 

（七）按照立法权限，针对本地区消防安全特点和实际情况，及时提请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修订地方性

法规，组织制定、修订地方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 

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消防工作职责： 

（一）建立消防安全组织，明确专人负责消防工作，制定消防安全制度，落实消防安全措施。 

（二）安排必要的资金，用于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和业务经费支出。 

（三）将消防安全内容纳入镇总体规划、乡规划，并严格组织实施。 

（四）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建立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承担火灾扑救、应急救援等职能，

并开展消防宣传、防火巡查、隐患查改。 

（五）因地制宜落实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的措施和要求，加强消防宣传和应急疏散演练。 

（六）部署消防安全整治，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七）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制定防火安全公约，根据需要建

立志愿消防队或微型消防站，开展防火安全检查、消防宣传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提高城乡消防安全水平。 

街道办事处应当履行前款第（一）、（四）、（五）、（六）、（七）项职责，并保障消防工作经费。 

第十条 开发区管理机构、工业园区管理机构等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负责管理区域内的消防工作，按照

本办法履行同级别人民政府的消防工作职责。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当组织实施消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上级部署要求，定期研究部

署消防工作，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消防安全问题。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管消防安全的负责人应当协助主要负责人，综合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督促检查

各有关部门、下级政府落实消防工作的情况。班子其他成员要定期研究部署分管领域的消防工作，组织工作督查，

推动分管领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 

第三章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消防安全职责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下列职责： 

（一）根据本行业、本系统业务工作特点，在行业安全生产法规政策、规划计划和应急预案中纳入消防安全内

容，提高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二）依法督促本行业、本系统相关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确定专（兼）职消防

安全管理人员，落实消防工作经费；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检查治理，消除火灾隐患；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每年

组织应急演练，提高行业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 

（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第十三条 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对审批事项中涉及消防安全的法定条件要依法严格审批，凡不符合法定

条件的，不得核发相关许可证照或批准开办。对已经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不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应当依法予以

处理。 

（一）公安机关负责对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指导、督促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履行消防工作职责。

依法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开展消防监督检查，组织针对性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实施消防行政处

罚。组织和指挥火灾现场扑救，承担或参加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依法组织或

参与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办理失火罪和消防责任事故罪案件。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 

（二）教育部门负责学校、幼儿园管理中的行业消防安全。指导学校消防安全教育宣传工作，将消防安全教育

纳入学校安全教育活动统筹安排。 

（三）民政部门负责社会福利、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管理、未成年人保护、婚姻、殡葬、救灾物资储备、烈士

纪念、军休军供、优抚医院、光荣院、养老机构等民政服务机构审批或管理中的行业消防安全。 

（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职业培训机构、技工院校审批或管理中的行业消防安全。做好政府专职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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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企业专职消防队员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工作。将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知识纳入公务员培训、职业培训内容。 

（五）城乡规划管理部门依据城乡规划配合制定消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依据规划预留消防站规划用地，并负

责监督实施。 

（六）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依法督促建设工程责任单位加强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的安全管理，

在组织制定工程建设规范以及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时，应充分考虑消防安全因素，满足有关消防安全性能

及要求。 

（七）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在客运车站、港口、码头及交通工具管理中依法督促有关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和有关消防工作制度。 

（八）文化部门负责文化娱乐场所审批或管理中的行业消防安全工作，指导、监督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

剧院等文化单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九）卫生计生部门负责医疗卫生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审批或管理中的行业消防安全。 

（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依法对流通领域消防产品质量实施监督管理，查处流通领域消防产品质量违法行

为。 

（十一）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依法督促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加强特种设备生产过程中的消防安全管理，在组织

制定特种设备产品及使用标准时，应充分考虑消防安全因素，满足有关消防安全性能及要求，积极推广消防新技术

在特种设备产品中的应用。按照职责分工对消防产品质量实施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消防产品质量违法行为。做好消

防安全相关标准制修订工作，负责消防相关产品质量认证监督管理工作。 

（十二）新闻出版广电部门负责指导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协助监督管理印刷业、网络视听节

目服务机构消防安全。督促新闻媒体发布针对性消防安全提示，面向社会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十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严格依法实施有关行政审批，凡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不得核发有关安全生产

许可。 

第十四条 具有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职能的部门，应当结合本部门职责为消防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 

（一）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地方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将公共消防

设施建设列入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二）科技部门负责将消防科技进步纳入科技发展规划和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并组织实施。组

织指导消防安全重大科技攻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会同有关部门推动消防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将消防知识纳入

科普教育内容。 

（三）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指导督促通信业、通信设施建设以及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消防安全管理。

依据职责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的行业规划和布局。将消防产业纳入应急产业同规划、同部署、同发展。 

（四）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监督监狱系统、司法行政系统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将消防法律法

规纳入普法教育内容。 

（五）财政部门负责按规定对消防资金进行预算管理。 

（六）商务部门负责指导、督促商贸行业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七）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做好住宅小区共用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

并指导业主依照有关规定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住宅小区共用消防设施进行维修、更新、改造。 

（八）电力管理部门依法对电力企业和用户执行电力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企业严格遵守

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广采用先进的火灾防范技术设施，引导用户规范用电。 

（九）燃气管理部门负责加强城镇燃气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督促燃气经营者指导用户安全用气并对燃气设施定

期进行安全检查、排除隐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依法查处燃气经营者和燃气用户等各方主

体的燃气违法行为。 

（十）人防部门负责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十一）文物部门负责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的行业消防安全管理。 

（十二）体育、宗教事务、粮食等部门负责加强体育类场馆、宗教活动场所、储备粮储存环节等消防安全管理，

指导开展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 

（十三）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业机构、保险机构及服务网点、派

出机构落实消防安全管理。保险监管机构负责指导保险公司开展火灾公众责任保险业务，鼓励保险机构发挥火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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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估管控和火灾事故预防功能。 

（十四）农业、水利、交通运输等部门应当将消防水源、消防车通道等公共消防设施纳入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 

（十五）互联网信息、通信管理等部门应当指导网站、移动互联网媒体等开展公益性消防安全宣传。 

（十六）气象、水利、地震部门应当及时将重大灾害事故预警信息通报公安消防部门。 

（十七）负责公共消防设施维护管理的单位应当保持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等公共消防设施的完好

有效。 

第四章 单位消防安全职责 

第十五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履行下列职责： 

（一）明确各级、各岗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及其职责，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灭火和

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进行消防工作检查考核，保证各项规章制度落实。 

（二）保证防火检查巡查、消防设施器材维护保养、建筑消防设施检测、火灾隐患整改、专职或志愿消防队和

微型消防站建设等消防工作所需资金的投入。生产经营单位安全费用应当保证适当比例用于消防工作。 

（三）按照相关标准配备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定期检验维修，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

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设有消防控制室的，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 2 人，并持证上岗。 

（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人员密

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保证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和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等符合消防技

术标准。 

（五）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六）根据需要建立专职或志愿消防队、微型消防站，加强队伍建设，定期组织训练演练，加强消防装备配备

和灭火药剂储备，建立与公安消防队联勤联动机制，提高扑救初起火灾能力。 

（七）消防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六条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除履行第十五条规定的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明确承担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机构和消防安全管理人并报知当地公安消防部门，组织实施本单位消防安

全管理。消防安全管理人应当经过消防培训。 

（二）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 

（三）安装、使用电器产品、燃气用具和敷设电气线路、管线必须符合相关标准和用电、用气安全管理规定，

并定期维护保养、检测。 

（四）组织员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疏散演练。 

（五）根据需要建立微型消防站，积极参与消防安全区域联防联控，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六）积极应用消防远程监控、电气火灾监测、物联网技术等技防物防措施。 

第十七条 对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火灾的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单位和高层、地下公共建筑等火灾高危单位，

除履行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定期召开消防安全工作例会，研究本单位消防工作，处理涉及消防经费投入、消防设施设备购置、火灾

隐患整改等重大问题。 

（二）鼓励消防安全管理人取得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资格，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特有工种人员须经消防安全培训；

自动消防设施操作人员应取得建（构）筑物消防员资格证书。 

（三）专职消防队或微型消防站应当根据本单位火灾危险特性配备相应的消防装备器材，储备足够的灭火救援

药剂和物资，定期组织消防业务学习和灭火技能训练。 

（四）按照国家标准配备应急逃生设施设备和疏散引导器材。 

（五）建立消防安全评估制度，由具有资质的机构定期开展评估，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 

（六）参加火灾公众责任保险。 

第十八条 同一建筑物由两个以上单位管理或使用的，应当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并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的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进行统一管理。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对管理区域内的共用消防设施和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道进行维护管理，及时劝阻和制止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行为，劝阻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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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无效的，立即向公安机关等主管部门报告。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巡查和消防宣传教育。 

第十九条 石化、轻工等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消防安全自律管理，推动本行业消防工作，引导行业单位落实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第二十条 消防设施检测、维护保养和消防安全评估、咨询、监测等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应当依法获

得相应的资质、资格，依法依规提供消防安全技术服务，并对服务质量负责。 

第二十一条 建设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和监理等单位应当遵守消防法律、法规、规章和工程建设消防技术

标准，在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内对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质量承担终身责任。 

第五章 责任落实 

第二十二条 国务院每年组织对省级人民政府消防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交由中央干部主管部门，

作为对各省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消防工作考核评价体系，明确消防工作目标责任，纳入日常检查、

政务督查的重要内容，组织年度消防工作考核，确保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加强消防工作考核结果运用，建立与主要

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履职评定、奖励惩处相挂钩的制度。 

第二十四条 地方各级消防安全委员会、消防安全联席会议等消防工作协调机制应当定期召开成员单位会议，

分析研判消防安全形势，协调指导消防工作开展，督促解决消防工作重大问题。 

第二十五条 各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单位消防安全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作为信用评价、项目

核准、用地审批、金融扶持、财政奖补等方面的参考依据。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法定消防工作职责时，应当做到公正、严格、文明、高效。 

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消防安全检查等，不得收取费用，不得谋取利益，不得

利用职务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 

国务院公安部门要加强对各地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消防安全检查等行为的监

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在涉及消防安全行政审批、公共消防设施建设、

重大火灾隐患整改、消防力量发展等方面工作不力、失职渎职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八条 因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发生一般及以上火灾事故的，依法依规追究单位直接责任人、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的责任，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渎职的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实行问责，涉嫌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发生造成人员死亡或产生社会影响的一般火灾事故的，由事故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调查处理；发生较

大火灾事故的，由事故发生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调查处理；发生重大火灾事故的，由事故发生地省级人

民政府负责组织调查处理；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负责组织调查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具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个体工商户，参照本办法履行单位消防安全职责。 

第三十条 微型消防站是单位、社区组建的有人员、有装备，具备扑救初起火灾能力的志愿消防队。具体标准

由公安消防部门确定。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等可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8.3.64）《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 73 号 2004 年 9 月 1 日, 公安部令第 107 号 2009 年 5 月 1 日,公安部

令第 120 号 2012 年 07 月 17 日） 

http://www.henanga.gov.cn/zwzx/zwzx1/xfgl/2015-01-28/98.html   2004 

http://www.yueyang.gov.cn/2238/2244/2409/2419/content_396175.html   2009 

http://www.gov.cn/flfg/2009-05/04/content_1303954.htm   2009 

http://www.gov.cn/flfg/2012-09/13/content_2224029.htm   2012 

http://www.henanga.gov.cn/zwzx/zwzx1/fgwj/2015-12-10/5576.html  2012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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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消防监督工作，规范消防监督检查行为，保障消防法规的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公安消防机构依法对单位遵守消防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条 城市(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以及市辖区)、地(州、盟)、县(旗)公安消防机构具体实

施消防监督检查，受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并在确定后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公安消防机构

备案。上级公安消防机构对下级公安消防机构实施消防监督检查的情况进行检查和指导。 

  公安派出所应当对居民住宅区的管理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和上级公安

机关授权管理的单位进行消防监督检查。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对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检查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第四条 公安消防机构从事消防监督检查的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岗位资格，持证上岗。 

  公安派出所从事消防监督检查的人员应当经过消防业务培训合格后上岗。 

  第二章 监督检查的形式和方法 

  第五条 公安消防机构进行消防监督检查的形式主要有： 

  (一)对单位进行监督抽查； 

  (二)对公众聚集场所在使用或者开业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三)对具有火灾危险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在举办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四)对举报、投诉的消防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五)根据需要进行的其他消防监督检查。 

  第六条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根据本地区火灾规律、特点以及结合重大节日、重大活动等消防安全需要，组

织监督抽查。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监督抽查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对其他单位的监督抽查每年至少组织一次。 

  公安部消防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消防机构可以根据需要统一组织监督抽查。 

  第七条 组织监督抽查时，可以分行业或者地区采取随机方式确定检查单位。 

  第八条 抽查的单位数量，根据消防监督检查人员的数量和监督检查的工作量化标准确定。具体量化标准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消防机构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第九条 公安消防机构组织监督检查时，可以事先公告检查的范围、内容、要求和时间。监督检查的结果

可以通过适当方式予以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本地区重大火灾隐患情况应当定期公布。 

  第三章 监督检查的内容 

  第十条 公安消防机构进行监督抽查时，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被检查单位的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了公安消防机构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 

  (二)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是否符合规定； 

  (三)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消防车通道、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是否符合规

定； 

  (四)消防设施运行、消火栓状况以及灭火器材配置是否符合规定； 

  (五)消防控制室的值班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六)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 

  前款规定中的第(三)项、第(四)项内容，检查的部位、数量可以采取抽查的方式。 

  第十一条 公安消防机构对具有一定规模的下列公众聚集场所在使用或者开业前申报消防安全检查的，应

当依法进行检查： 

  (一)歌舞厅、影剧院等公共娱乐场所； 

  (二)宾馆、饭店； 

  (三)商场、集贸市场； 

  (四)体育场馆、会堂； 

  (五)其他依法需要经消防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或者开业的场所。 

  第十二条 对公众聚集场所申报使用或者开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依法通过了公安消防机构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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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是否符合规定； 

  (三)消防设施运行、消火栓状况以及灭火器材配置是否符合规定； 

  (四)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 

  前款规定中的第(二)项、第(三)项内容，检查的部位、数量可以采取抽查的方式。 

  第十三条 对举办集会、焰火晚会、灯会等具有火灾危险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前申报消防安全检查的，应当

对活动现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检查下列内容： 

  (一)室内活动使用的建筑物(场所)是否依法通过了公安消防机构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 

  (二)室内活动使用的建筑物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是否符合规定； 

  (三)消防设施运行、消火栓状况以及灭火器材配置是否符合规定； 

  (四)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 

  前款规定中的第(二)项、第(三)项内容，检查的部位、数量可以采取抽查的方式。 

  第四章 监督检查的程序 

  第十四条 公安消防机构进行消防监督检查时，消防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应当着制式警服，并出

示执法身份证件。 

  第十五条 消防监督检查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填写《消防监督检查记录》。检查完毕，《消防监督检

查记录》应当交被检查单位主管人员阅后签名；对记录有异议或者拒绝签名的，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消防监督检查记录》应当交所属公安消防机构存档备查。 

  第十六条 对于具有火灾危险的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申报的消防安全检查和公众聚集场所使用或者开业

前申报的消防安全检查，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自依法受理之日起 4 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

制作并送达《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第十七条 公安消防机构接到对安全出口上锁、疏散通道堵塞的举报、投诉，应当在 24 小时内进行核查；

对其他消防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应当在 4 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情况属实的，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处理。核查、

处理情况应当及时告知举报、投诉人；无法告知的，应当在《消防违法行为举报、投诉查处情况记录》上注明。 

  公安消防机构受理对消防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应当填写《消防违法行为举报、投诉查处情况记录》；

举报、投诉人要求保密的，应当为其保密。 

  第十八条 公安消防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定为火灾隐患： 

  (一)影响人员安全疏散或者灭火救援行动，不能立即改正的； 

  (二)消防设施不完好有效，影响防火灭火功能的； 

  (三)擅自改变防火分区，容易导致火势蔓延、扩大的； 

  (四)在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不能立即改正的； 

  (五)不符合城市消防安全布局要求，影响公共安全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且情况严重，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应当确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第十九条 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在监督检查时，发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立即改正，并在《消防监

督检查记录》上记载，依法予以处罚： 

  (一)违章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的； 

  (二)违章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等违反禁令的； 

  (三)将安全出口上锁、遮挡，或者占用防火间距、堵塞疏散通道的； 

  (四)消防设施、灭火器材被遮挡等妨碍使用或者被挪作他用的； 

  (五)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开启状态，或者防火卷帘下堆放物品的； 

  (六)违章关闭消防设施、切断消防电源的； 

  (七)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生产、使用、储存、销售、运输或者销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 

  (八)其他应当立即改正的消防违法行为。 

  第二十条 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 

  (一)建筑工程的消防设计未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核或者经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二)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竣工时未经消防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擅自使用的； 

  (三)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合格，擅自使用、开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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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擅自降低消防技术标准施工、使用防火性能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或者

不合格的装修、装饰材料施工的； 

  (五)在设有车间或者仓库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集体宿舍的； 

  (六)消防设施、灭火器材、消防安全标志不符合规定，不能立即改正的； 

  (七)在安全出口或者疏散通道上安装栅栏等影响疏散的障碍物，不能立即改正的； 

  (八)防火防烟分区不符合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消防车通道、防火间距被占用，不能立即改正的； 

  (九)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或者线路、管路的敷设不符合有关消防安全技术规定的； 

  (十)其他不能立即改正的消防违法行为。 

  第二十一条 对于依法投入使用的人员密集场所和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场所(建筑物)，发现其有

关消防安全条件未达到本规定发布时的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要求的，应当责令单位按照下列要求限期整改： 

  (一)安全疏散设施未达到要求，不需要改动建筑结构的，应当在十日内整改完毕；需要改动建筑结构的，

应当在一个月内整改完毕。 

  (二)应当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而未设置的，应当在一年内整改完毕。 

  第二十二条 对于应当限期整改的，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制作《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构成重大火灾隐患的，

制作《重大火灾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自检查之日起 4 个工作日内送达。限期整改，应当考虑单位实际情况，合

理确定整改期限和整改方式。确定重大火灾隐患及其整改期限，公安消防机构负责人应当组织集体讨论；涉及复杂

或者疑难技术问题的，应当在确定前组织专家论证。组织专家论证的，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送达相应的通知书。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责令单位在整改过程中采取确保消防安全、防止火灾发生的措施。 

  第二十三条 对于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在限期内整改完毕的，可以由单位在整改期限届满前向公安消防机构

提出书面延期申请。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对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同意延期的决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 个工作日

内制作、送达《同意/不同意延期整改通知书》。第二十四条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自整改期限届满次日起 4 个工作日

内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自复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制作并送达《复查意见书》。 

  对逾期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处罚。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改正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第二十五条 公安消防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城市消防安全布局或者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防安全要

求的，应当书面报请当地人民政府或者通报有关部门予以解决；发现医院、养老院、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地铁

以及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单位等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自身确无能力解决的，或者本地区存在影响公

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难以整改的，应当书面报请当地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第二十六条 对擅自举办具有火灾危险的大型群众性活动，有火灾隐患且当场不能改正的，公安消防机构

应当责令停止举办，当日制作并送达《责令停止举办通知书》；情况紧急的，应当立即送达，并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公安消防机构发现依法投入使用或者开业的公众聚集场所，在使用或者经营中存在重大火灾

隐患且逾期不改，不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除依法予以处罚外，还应当撤销原同意其使用或者开业的《消防安全

检查意见书》，自复查之日起的 3 个工作日内制作并送达《撤销批准决定书》。 

  第二十八条 公安消防机构实施警告、罚款、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停产停业以及没收产品和违法所

得等处罚时，应当依据有关法规和法定程序，作出处罚决定并制作《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当场处罚决定书》。 

  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报请当地人民政府决定。 

  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消防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安消防机构可以依法采取措施、申请当地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九条 公安消防机构督促改正消防违法行为、整改火灾隐患或者依法实施处罚时，根据需要可以传

唤有关责任人员。传唤时，应当使用《传唤证》。 

  第三十条 对于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举办后，单位经整改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

由单位提出恢复施工、使用、生产、营业或者举办的书面申请。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4 个工作日内

进行检查。经检查确认单位已经改正消防违法行为，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应当同意恢复施工、使用、生产、营业

或者举办；对消防违法行为尚未改正，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不得同意恢复施工、使用、生产、营业或者举办。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自检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制作并送达《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第三十一条 公安消防机构依照本规定制作的法律文书，其内容必须严格依法填写，并按照规定程序签发，

加盖公安消防机构的印章。对于给予拘留处罚的，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加盖公安机关的印章。 

  公安消防机构实施消防监督检查的法律文书和记录，应当统一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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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制定消防监督检查法律文书审批程序和管理规定。 

  第三十二条 公安消防机构及其人员在消防监督检查工作中违反本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给予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一)不按规定制作、送达法律文书，超过规定的时限复查，或者有其他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消防监督检查

职责的行为，经指出不改正的； 

  (二)对依法受理的消防安全检查申报，未经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同意其施工、使用、生

产、营业或举办的； 

  (三)对当事人故意刁难的； 

  (四)在消防监督检查工作中弄虚作假的； 

  (五)利用职务为用户指定消防产品的销售单位、品牌或者消防设施施工、维修、检测单位的； 

  (六)接受、索要当事人财物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七)向当事人强行摊派各种费用、乱收费的； 

  (八)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单位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对有固定经营场所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应当纳入监督检查范围并依照本规定进行消防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三十三条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公众聚集场所和个体工商户的界定标准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消防机构确定并公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所称人员密集场所，是指下列场所： 

  (一)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 

  (二)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和集体宿舍，养老院、托儿所、幼儿园； 

  (三)客运车站、码头、民用机场的候车、候船、候机厅(楼)； 

  (四)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的展览厅； 

  (五)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员工集体宿舍。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中的法律文书和有关的表格式样由公安部统一制定。 

  第三十七条 公安派出所实施消防监督检查的范围、程序、行政处罚的权限以及法律文书等，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参照本规定作出规定。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0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1998 年 12 月 9 日发布施行的《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

部令第 36 号)同时废止。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 

第 107 号 

  修订后的《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已经 2009 年 4 月 30 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公安部部长  孟建柱 

                           二○○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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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消防监督检查工作，督促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履行

消防安全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公安派出所依法对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情况进行消防监督

检查。 

  第三条  直辖市、市（地区、州、盟）、县（市辖区、县级市、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施消防监督检

查，确定本辖区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并由所属公安机关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公安派出所可以对居民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和上级

公安机关确定的单位实施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公安派出所日常消防监督检查的单位范围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工作主管部门共同研究拟

定，报省级公安机关确定。 

  第四条  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对下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监督检查的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与公安派出所共同做好辖区消防监督工作，并对公安派出所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工作进行指导，定期对公安派出所民警进行消防监督业务培训。 

  第五条  对消防监督检查的结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对检查发现的影响公

共安全的火灾隐患应当定期公布，提示公众注意消防安全。 

第二章  消防监督检查的形式和内容 

  第六条  消防监督检查的形式有： 

  （一）对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 

  （三）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核查； 

  （四）对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五）根据需要进行的其他消防监督检查。 

  第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本地区火灾规律、特点等消防安全需要组织监督抽查；在火灾多发季节，

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前或者期间，应当组织监督抽查。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作为监督抽查的重点，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必须在监督抽查的单位数量中占有一定

比例。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每年至少监督检查一次。 

  第八条  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三）依法取得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的法律文件复印件； 

  （四）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五）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和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取得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复

印件； 

  （六）其他依法应当申报的材料。 

  对依法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且没有进行备案抽查的公众聚集场所申请消防安全检查的，还应当提交场所

室内装修消防设计施工图、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装修装饰材料防火性能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证明文件、

出厂合格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消防安全检查的申请，应当按照行政许可有关规定受理。 

  第九条  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合格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抽查合格；依法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

且没有进行备案抽查的场所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二）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三）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员工是否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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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消防设施、器材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并完好有效； 

  （五）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 

  （六）室内装修装饰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第十条  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应当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检查下列内容： 

  （一）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是否通过投入使

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建筑物或者场所的使用情况是否与消防验收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时确定的使用性质相符； 

  （三）单位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四）建筑消防设施是否定期进行全面检测，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定期组织检验、维修，

是否完好有效； 

  （五）电器线路、燃气管路是否定期维护保养、检测； 

  （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防火分区是否改变，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七）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消防演练和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八）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是否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九）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十）其他依法需要检查的内容。 

  对人员密集场所还应当抽查室内装修装饰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第十一条  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除检查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内容

外，还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 

  （二）是否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三）是否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四）是否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 

  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还应当检查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中承担灭火和组织疏散任

务的人员是否确定。 

  第十二条  在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对活动现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应当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一）室内活动使用的建筑物（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公众聚集场所

是否通过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三）是否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 

  （四）是否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分工并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五）活动现场消防设施、器材是否配备齐全并完好有效； 

  （六）活动现场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 

  （七）活动现场的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并完好有效。 

  第十三条  对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的施工工地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应当重点检查施工

单位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 

  （一）是否制定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二）对电焊、气焊等明火作业是否有相应的消防安全防护措施； 

  （三）是否设置与施工进度相适应的临时消防水源、安装消火栓并配备水带水枪，消防器材是否配备并完

好有效； 

  （四）是否设有消防车通道并畅通； 

  （五）是否组织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消防演练； 

  （六）员工集体宿舍是否与施工作业区分开设置，员工集体宿舍是否存在违章用火、用电、用油、用气。 

第三章 消防监督检查的程序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监督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消防监督检查应当填写检查记录，如实记录检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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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  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十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投入使用或者营业的决定，并送达申请人。 

  第十六条  对大型群众性活动现场在举办前进行的消防安全检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接到本级公安

机关治安部门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并将检查记录移交本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接到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应当及时受理、登记，并按照《公安

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按照下列时限，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进行实地核查： 

  （一）对举报投诉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以及擅自停用消防

设施的，应当在接到举报投诉后二十四小时内进行核查； 

  （二）对举报投诉本款第一项以外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在接到举报投诉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核

查。 

  核查后，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处理。处理情况应当及时告知举报投诉人；无法告知的，应当在受

理登记中注明。 

  第十九条  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发现的依法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责令改正的消防安

全违法行为，应当当场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依法予以处罚。 

  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当场改正完毕，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可以口头责令改正，并在检查记录上注明。 

  第二十条  对依法责令限期改正的，应当根据改正违法行为的难易程度合理确定改正期限。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责令改正期限届满或者收到当事人的复查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查。对

逾期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或者发现

本地区存在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组织集体研究确定，自检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内提出处理意见，由所属公安机关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解决；对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还应当在确定之

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单位进行整改。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涉及复杂或者疑难技术问题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确定前组织专家论证。组织专

家论证的，前款规定的期限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应当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立即采取措

施消除；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及时消除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应当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予以临时查封： 

  （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或者严重堵塞，已不具备安全疏散条件的； 

  （二）建筑消防设施严重损坏，不再具备防火灭火功能的； 

  （三）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 

  （四）公众聚集场所违反消防技术标准，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 

  （五）其他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火灾隐患。 

  临时查封期限不得超过一个月。但逾期未消除火灾隐患的，不受查封期限的限制。 

  第二十三条  临时查封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决定和实施： 

  （一）告知当事人拟作出临时查封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听取并记录当事

人的陈述和申辩。 

  （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应当组织集体研究决定是否实施临时查封。决定临时查封的，应当明确临

时查封危险部位或者场所的范围、期限和实施方法，并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制作和送达临时查封决定。 

  （三）实施临时查封的，应当在被查封的单位或者场所的醒目位置张贴临时查封决定，并在危险部位或者

场所及其有关设施、设备上加贴封条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使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停止生产、经营或者使用。 

  （四）对实施临时查封情况制作笔录。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照相或者录音录像。 

  情况危急、不立即查封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可以在口头报请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

责人同意后立即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实施临时查封，并在临时查封后二十四小时内按照前款第二项规定作出临时查

封决定，送达当事人。 

  临时查封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实施。需要公安机关其他部门或者公安派出所配合的，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应当报请所属公安机关组织实施。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499 页 共 3277 页 

  实施临时查封后，当事人请求进入被查封的危险部位或者场所整改火灾隐患的，应当允许。但不得在被查

封的危险部位或者场所生产、经营或者使用。 

  第二十四条  火灾隐患消除后，当事人应当向作出临时查封决定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解除临时查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解除临

时查封的决定，并送达当事人。 

  对检查确认火灾隐患已消除的，应当作出解除临时查封的决定。 

  第二十五条  对当事人有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消防安全违法行

为，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组织强制清除或者拆除相关障碍物、妨碍物，所需费用由违法

行为人承担。 

  当事人逾期不执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作出的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停止施工决定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

当对有关场所、部位、设施或者设备予以查封，使被处罚的单位或者场所停止生产、经营、使用或者施工。 

  第二十六条  强制执行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决定和实施： 

  （一）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听取当事人

的陈述和申辩并记录。 

  （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应当组织集体研究强制执行方案，在当事人拒不改正或者处罚决定执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制作并送达强制执行决定。 

  （三）实施强制执行的，应当在被强制执行的单位或者场所的醒目位置张贴强制执行决定，并按照强制执

行决定载明的强制执行方法执行。 

  （四）对实施强制执行过程制作笔录。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照相或者录音录像。 

  强制执行应当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实施。需要公安机关其他部门或者公安派出所配

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报请所属公安机关组织实施；需要其他行政部门配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提出

意见，并由所属公安机关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二十七条  对被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停产停业处罚的当事人申请恢复施工、使用、生产、经营的，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送达

当事人。 

  对当事人已改正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同意恢复施工、使用、

生产、经营；对违法行为尚未改正、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应当不同意恢复施工、使用、生产、经营，并说明理

由。 

第四章 公安派出所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公安派出所对其日常监督检查范围的单位，应当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公安派出所对群众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受理，依法处理；对属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管

辖的，应当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在受理后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处理。 

  第二十九条  公安派出所对单位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投

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是否制定消防安全制度； 

  （三）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四）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室内消火栓、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灭火器是否

完好有效； 

  （五）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是否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对设有消防设施的单位，公安派出所还应当检查单位是否每年对建筑消防设施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 

  对居民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公安派出所除检查本条第一款第（二）至（四）项

内容外，还应当检查物业服务企业对管理区域内共用消防设施是否进行维护管理。 

  第三十条  公安派出所对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消防安全管理人是否确定； 

  （二）消防安全工作制度、村（居）民防火安全公约是否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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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否开展消防宣传教育、防火安全检查； 

  （四）是否对社区、村庄消防水源（消火栓）、消防车通道、消防器材进行维护管理； 

  （五）是否建立志愿消防队等多种形式消防组织。 

  第三十一条  公安派出所民警在日常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被检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依法

改正： 

  （一）未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未组织防火检查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消防演练的； 

  （二）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 

  （三）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 

  （四）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的； 

  （五）室内消火栓、灭火器、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六）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 

  （七）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的； 

  （八）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的； 

  （九）生产、储存和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 

  （十）未对建筑消防设施定期进行全面检测的。 

  公安派出所发现被检查单位的建筑物未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擅自投入使用的；

公众聚集场所未依法通过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擅自使用、营业的，应当在检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书面

移交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处理。 

  公安派出所民警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应当填写检查记录，记录发现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责令改正的

情况。 

  第三十二条  公安派出所在日常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火灾隐患，应当在责令改

正的同时书面报告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三十三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健全消防监督检查工作制度，建立执法档案，定期进行执法质量考评，

落实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应当自觉接受单位和公民的监督。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消防监督检查中有下列情形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规定制作、送达法律文书，不按照本规定履行消防监督检查职责，拒不改正的； 

  （二）对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公众聚集场所准予消防安全检查合格的； 

  （三）无故拖延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的； 

  （四）未按照本规定组织开展消防监督抽查的； 

  （五）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整改的； 

  （六）利用消防监督检查职权为用户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指定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机构、消

防设施施工、维修保养单位的； 

  （七）接受被检查单位、个人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八）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严禁在其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经营消防公司、承

揽消防工程、推销消防产品。 

  违反前款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予以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定为火灾隐患： 

  （一）影响人员安全疏散或者灭火救援行动，不能立即改正的； 

  （二）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影响防火灭火功能的； 

  （三）擅自改变防火分区，容易导致火势蔓延、扩大的； 

  （四）在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能立即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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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不符合城市消防安全布局要求，影响公共安全的； 

  （六）其他可能增加火灾实质危险性或者危害性的情形。 

  重大火灾隐患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认定。 

  第三十七条  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应当纳入消防监督检查范围。具体标准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确定并公告。 

  第三十八条  铁路、交通运输、民航、森林公安机关在管辖范围内实施消防监督检查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执行本规定所需要的法律文书式样，由公安部制定。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2004 年 6 月 9 日发布的《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

第 73 号）同时废止。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2012 

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 

第 120 号 

  《公安部关于修改<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的决定》已经 2012 年 7 月 6 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

布，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公安部部长  孟建柱 

                          二○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公安部关于修改《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的决定 

  为进一步规范消防监督检查工作，完善消防监督检查的内容和程序，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公安部决定对《消防监督检查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场所平面布置图”。 

  将第六项修改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将第二款修改为：“依照《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不需要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公众聚集场所申

请消防安全检查的，还应当提交场所室内装修消防设计施工图、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装修材料防火性

能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二、将第九条修改为：“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合格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抽查合格；依法进行竣工

验收消防备案但没有进行备案抽查的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二）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三）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员工是否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 

  “（四）消防设施、器材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并完好有效； 

  “（五）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 

  “（六）室内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七）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三、将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将第四项修改为：“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定期组织维修保养，是否完好有效”。 

  将第二款修改为：“对人员密集场所还应当抽查室内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外墙门窗上是否设

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四、将第十三条修改为：“对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应

当重点检查施工单位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 

  “（一）是否明确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制定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二）在建工程内是否设置人员住宿、可燃材料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储存等场所； 

  “（三）是否设置临时消防给水系统、临时消防应急照明，是否配备消防器材，并确保完好有效；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502 页 共 3277 页 

  “（四）是否设有消防车通道并畅通； 

  “（五）是否组织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消防演练； 

  “（六）施工现场人员宿舍、办公用房的建筑构件燃烧性能、安全疏散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五、将第十六条中的“本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通知”修改为“本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书面通知”。 

  六、将第十七条中的“并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处理”修改为“并按

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处理”。 

  七、将第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发现的依法应当责令立即改正

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当场制作、送达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并依法予以处罚；对依法应当责令限期改正的，

应当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制作、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依法予以处罚。” 

  八、将第二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责令限期改正期限届满或者收到当事人的复查

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查。对逾期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处罚。” 

  九、将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的“书面通知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单位进行整改”修改为“制作、送达重大火

灾隐患整改通知书”。 

  十、将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中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修改为“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 

  将第二款修改为：“临时查封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临时查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仍未消除火灾隐患的，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可以再次依法予以临时查封。” 

  十一、将第二十三条改为两条，作为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修改为： 

  “第二十三条 临时查封应当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集体研究决定。决定临时查封的，应当研究

确定查封危险部位或者场所的范围、期限和实施方法，并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制作、送达临时查封决定书。 

  “情况紧急、不当场查封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可以在口头报请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负责人同意后当场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实施临时查封，并在临时查封后二十四小时内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

织集体研究，制作、送达临时查封决定书。经集体研究认为不应当采取临时查封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 

  “第二十四条 临时查封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实施。需要公安机关其他部门或者公安派出所配

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报请所属公安机关组织实施。 

  “实施临时查封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实施临时查封时，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临时查封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

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二）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三）在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及其有关设施、设备上加贴封条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使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停

止生产、经营或者使用； 

  “（四）对实施临时查封情况制作现场笔录，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照相或者录音录像。 

  “实施临时查封后，当事人请求进入被查封的危险部位或者场所整改火灾隐患的，应当允许。但不得在被

查封的危险部位或者场所生产、经营或者使用。” 

  十二、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对当事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

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组织强制清除或者拆除相关障碍物、妨碍物，

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十三、将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合并改为两条，作为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修改为：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不执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作出的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停止施工决定的，作出决定

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

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当事人

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 

  “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义务且无正当理由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应当组织集体研究强制执

行方案，确定执行的方式和时间。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自决定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制作、送达当事人。 

  “第二十八条 强制执行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实施。需要公安机关其他部门或者公

安派出所配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报请所属公安机关组织实施；需要其他行政部门配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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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应当提出意见，并由所属公安机关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实施强制执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实施强制执行时，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向当事人宣读强制执行决定，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二）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三）对实施强制执行过程制作现场笔录，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照相或者录音录像； 

  “（四）除情况紧急外，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强制执行； 

  “（五）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义务。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中止执行或者终结执行。” 

  十四、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对设有建筑消防设施的单位，公安派出所还应当

检查单位是否对建筑消防设施定期组织维修保养。” 

  十五、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修改为：“人员密集场所在外墙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

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 

  将第十项修改为：“未对建筑消防设施定期组织维修保养的。” 

  十六、将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六条，第六项中的“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机构”修改为“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十七、将第三十八条改为第四十条，修改为：“铁路、港航、民航公安机关和国有林区的森林公安机关在

管辖范围内实施消防监督检查参照本规定执行。” 

  十八、将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的“消防竣工验收备案”修改为“竣工

验收消防备案”。 

  十九、《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的有关条文序号根据本决定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2009 年 4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07 号发布，根据 2012 年 7 月 17 日《公安部关于修改<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的决定》修订）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消防监督检查的形式和内容 

  第三章 消防监督检查的程序 

  第四章 公安派出所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消防监督检查工作，督促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履行

消防安全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公安派出所依法对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情况进行消防监督

检查。 

  第三条 直辖市、市（地区、州、盟）、县（市辖区、县级市、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施消防监督检

查，确定本辖区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并由所属公安机关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公安派出所可以对居民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和上级

公安机关确定的单位实施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公安派出所日常消防监督检查的单位范围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工作主管部门共同研究拟

定，报省级公安机关确定。 

  第四条 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对下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监督检查的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与公安派出所共同做好辖区消防监督工作，并对公安派出所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工作进行指导，定期对公安派出所民警进行消防监督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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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对消防监督检查的结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对检查发现的影响公

共安全的火灾隐患应当定期公布，提示公众注意消防安全。 

第二章 消防监督检查的形式和内容 

  第六条 消防监督检查的形式有： 

  （一）对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 

  （三）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核查； 

  （四）对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五）根据需要进行的其他消防监督检查。 

  第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本地区火灾规律、特点等消防安全需要组织监督抽查；在火灾多发季节，

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前或者期间，应当组织监督抽查。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作为监督抽查的重点，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必须在监督抽查的单位数量中占有一定

比例。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每年至少监督检查一次。 

  第八条 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三）依法取得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法律文件复印件； 

  （四）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场所平面布置图； 

  （五）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和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取得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复

印件；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依照《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不需要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公众聚集场所申请消防安全检查的，

还应当提交场所室内装修消防设计施工图、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装修材料防火性能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消防安全检查的申请，应当按照行政许可有关规定受理。 

  第九条 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合格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抽查合格；依法进行竣工验

收消防备案但没有进行备案抽查的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二）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三）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员工是否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 

  （四）消防设施、器材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并完好有效； 

  （五）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 

  （六）室内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七）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第十条 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应当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检查下列内容： 

  （一）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是否通过投入使

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建筑物或者场所的使用情况是否与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确定的使用性质相符； 

  （三）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四）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定期组织维修保养，是否完好有效； 

  （五）电器线路、燃气管路是否定期维护保养、检测； 

  （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防火分区是否改变，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七）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消防演练和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八）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是否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九）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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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其他依法需要检查的内容。 

  对人员密集场所还应当抽查室内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

援的障碍物。 

  第十一条 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除检查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内容

外，还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 

  （二）是否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三）是否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四）是否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 

  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还应当检查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中承担灭火和组织疏散任

务的人员是否确定。 

  第十二条 在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对活动现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应当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一）室内活动使用的建筑物（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公众聚集场所

是否通过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三）是否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 

  （四）是否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分工并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五）活动现场消防设施、器材是否配备齐全并完好有效； 

  （六）活动现场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 

  （七）活动现场的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并完好有效。 

  第十三条 对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应当重点检查施工

单位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 

  （一）是否明确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制定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二）在建工程内是否设置人员住宿、可燃材料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储存等场所； 

  （三）是否设置临时消防给水系统、临时消防应急照明，是否配备消防器材，并确保完好有效； 

  （四）是否设有消防车通道并畅通； 

  （五）是否组织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消防演练； 

  （六）施工现场人员宿舍、办公用房的建筑构件燃烧性能、安全疏散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第三章 消防监督检查的程序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监督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消防监督检查应当填写检查记录，如实记录检查情况。 

  第十五条 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十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投入使用或者营业的决定，并送达申请人。 

  第十六条 对大型群众性活动现场在举办前进行的消防安全检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接到本级公安

机关治安部门书面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并将检查记录移交本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接到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应当及时受理、登记，并按照《公安

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按照下列时限，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进行实地核查： 

  （一）对举报投诉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以及擅自停用消防

设施的，应当在接到举报投诉后二十四小时内进行核查； 

  （二）对举报投诉本款第一项以外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在接到举报投诉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核

查。 

  核查后，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处理。处理情况应当及时告知举报投诉人；无法告知的，应当在受

理登记中注明。 

  第十九条 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发现的依法应当责令立即改正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应当当场制作、送达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并依法予以处罚；对依法应当责令限期改正的，应当自检查之日起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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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内制作、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依法予以处罚。 

  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当场改正完毕，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可以口头责令改正，并在检查记录上注明。 

  第二十条 对依法责令限期改正的，应当根据改正违法行为的难易程度合理确定改正期限。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责令限期改正期限届满或者收到当事人的复查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复

查。对逾期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或者发现

本地区存在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组织集体研究确定，自检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内提出处理意见，由所属公安机关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解决；对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还应当在确定之

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制作、送达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涉及复杂或者疑难技术问题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确定前组织专家论证。组织专

家论证的，前款规定的期限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应当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立即采取措

施消除；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及时消除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应当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予以临时查封： 

  （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或者严重堵塞，已不具备安全疏散条件的； 

  （二）建筑消防设施严重损坏，不再具备防火灭火功能的； 

  （三）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 

  （四）公众聚集场所违反消防技术标准，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 

  （五）其他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火灾隐患。 

  临时查封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临时查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仍未消除火灾隐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可

以再次依法予以临时查封。 

  第二十三条 临时查封应当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集体研究决定。决定临时查封的，应当研究确

定查封危险部位或者场所的范围、期限和实施方法，并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制作、送达临时查封决定书。 

  情况紧急、不当场查封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可以在口头报请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

责人同意后当场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实施临时查封，并在临时查封后二十四小时内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

集体研究，制作、送达临时查封决定书。经集体研究认为不应当采取临时查封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 

  第二十四条 临时查封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实施。需要公安机关其他部门或者公安派出所配合

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报请所属公安机关组织实施。 

  实施临时查封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实施临时查封时，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临时查封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

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二）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三）在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及其有关设施、设备上加贴封条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使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停止

生产、经营或者使用； 

  （四）对实施临时查封情况制作现场笔录，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照相或者录音录像。 

  实施临时查封后，当事人请求进入被查封的危险部位或者场所整改火灾隐患的，应当允许。但不得在被查

封的危险部位或者场所生产、经营或者使用。 

  第二十五条 火灾隐患消除后，当事人应当向作出临时查封决定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解除临时查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解除临

时查封的决定，并送达当事人。 

  对检查确认火灾隐患已消除的，应当作出解除临时查封的决定。 

  第二十六条 对当事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规

定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

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组织强制清除或者拆除相关障碍物、妨碍物，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不执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作出的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停止施工决定的，作出决定的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

述和申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当事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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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 

  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义务且无正当理由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应当组织集体研究强制执行

方案，确定执行的方式和时间。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自决定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制作、送达当事人。 

  第二十八条 强制执行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组织实施。需要公安机关其他部门或者公安

派出所配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报请所属公安机关组织实施；需要其他行政部门配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应当提出意见，并由所属公安机关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实施强制执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实施强制执行时，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向当事人宣读强制执行决定，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二）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三）对实施强制执行过程制作现场笔录，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照相或者录音录像； 

  （四）除情况紧急外，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强制执行； 

  （五）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义务。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中止执行或者终结执行。 

  第二十九条 对被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停产停业处罚的当事人申请恢复施工、使用、生产、经营的，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送达

当事人。 

  对当事人已改正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同意恢复施工、使用、

生产、经营；对违法行为尚未改正、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应当不同意恢复施工、使用、生产、经营，并说明理

由。 

第四章 公安派出所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公安派出所对其日常监督检查范围的单位，应当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公安派出所对群众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受理，依法处理；对属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管

辖的，应当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在受理后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处理。 

  第三十一条 公安派出所对单位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投

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是否制定消防安全制度； 

  （三）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四）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室内消火栓、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灭火器是否

完好有效； 

  （五）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是否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对设有建筑消防设施的单位，公安派出所还应当检查单位是否对建筑消防设施定期组织维修保养。 

  对居民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公安派出所除检查本条第一款第（二）至（四）项

内容外，还应当检查物业服务企业对管理区域内共用消防设施是否进行维护管理。 

  第三十二条 公安派出所对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一）消防安全管理人是否确定； 

  （二）消防安全工作制度、村（居）民防火安全公约是否制定； 

  （三）是否开展消防宣传教育、防火安全检查； 

  （四）是否对社区、村庄消防水源（消火栓）、消防车通道、消防器材进行维护管理； 

  （五）是否建立志愿消防队等多种形式消防组织。 

  第三十三条 公安派出所民警在日常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被检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依法

改正： 

  （一）未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未组织防火检查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消防演练的； 

  （二）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 

  （三）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 

  （四）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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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室内消火栓、灭火器、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六）人员密集场所在外墙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 

  （七）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的； 

  （八）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的； 

  （九）生产、储存和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 

  （十）未对建筑消防设施定期组织维修保养的。 

  公安派出所发现被检查单位的建筑物未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擅自投入使用的；

公众聚集场所未依法通过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擅自使用、营业的，应当在检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书面

移交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处理。 

  公安派出所民警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应当填写检查记录，记录发现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责令改正的

情况。 

  第三十四条 公安派出所在日常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火灾隐患，应当在责令改

正的同时书面报告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健全消防监督检查工作制度，建立执法档案，定期进行执法质量考评，

落实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应当自觉接受单位和公民的监督。 

  第三十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消防监督检查中有下列情形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规定制作、送达法律文书，不按照本规定履行消防监督检查职责，拒不改正的； 

  （二）对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公众聚集场所准予消防安全检查合格的； 

  （三）无故拖延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的； 

  （四）未按照本规定组织开展消防监督抽查的； 

  （五）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整改的； 

  （六）利用消防监督检查职权为用户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指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

施施工、维修保养单位的； 

  （七）接受被检查单位、个人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八）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三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严禁在其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经营消防公司、承

揽消防工程、推销消防产品。 

  违反前款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予以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定为火灾隐患： 

  （一）影响人员安全疏散或者灭火救援行动，不能立即改正的； 

  （二）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影响防火灭火功能的； 

  （三）擅自改变防火分区，容易导致火势蔓延、扩大的； 

  （四）在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能立即改正的； 

  （五）不符合城市消防安全布局要求，影响公共安全的； 

  （六）其他可能增加火灾实质危险性或者危害性的情形。 

  重大火灾隐患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认定。 

  第三十九条 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应当纳入消防监督检查范围。具体标准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确定并公告。 

  第四十条 铁路、港航、民航公安机关和国有林区的森林公安机关在管辖范围内实施消防监督检查参照本

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执行本规定所需要的法律文书式样，由公安部制定。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2004 年 6 月 9 日发布的《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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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号）同时废止。 

 

8.3.65）《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执业行为准则》和和《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行为准则》（中价协[2002]15 号 2002-06-

18） 

http://www.leca.org.cn/show.asp?303  

http://www.hnjtzj.gov.cn/news/t/3407.html  

关于下发《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执业行为准则》、《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行为准则》的通知 

中价协(2002)第 01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国务院有关部门专业委员会： 

为了规范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执业行为及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行为，提高行业声誉，经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

会三届二次理事会讨论通 

过，现将《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执业行为准则》《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行为准则》印发给你们。请转发给所属的

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和造价工程 

师自觉遵守。 

附件一：《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执业行为准则》 

附件二：《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行为准则》 

二〇〇二年六月十八日 

  

附件一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执业行为准则 

为了规范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执业行为，保障国家与公众利益，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各方合法权益，具有工程造

价咨询资质的企业法人在执业活动中均应遵循以下执业行为准则： 

第一条要执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维护国家和人民的

利益。 

第二条接受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自律组织业务指导，自觉遵守本行业的规定和各项制度，积极参加本行业组织的

业务活动。 

第三条按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规定的资质等级和服务范围开展业务，只承担能够胜任的工作。 

第四条要具有独立执业的能力和工作条件，竭诚为客户服务，以高质量的咨询成果和优良服务，获得客户的信

任和好评。 

第五条要按照公平、公正和诚信的原则开展业务，认真履行合同，依法独立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努力提高经济

效益。 

第六条靠质量、靠信誉参加市场竞争，杜绝无序和恶性竞争;不得利用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其它经济组织

的特殊关系搞业务垄断。 

第七条要“以人为本”，鼓励员工更新知识，掌握先进的技术手段和业务知识，采取有效措施组织、督促员工

接受继续教育。 

第八条不得在解决经济纠纷的鉴证咨询业务中分别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委托。 

第九条不得阻挠委托人委托其他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参与咨询服务;共同提供服务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之间应分

工明确，密切协作，不得损害其他单位的利益和名誉。 

第十条有义务保守客户的技术和商务秘密，客户事先允许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附件二  

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行为准则 

为了规范造价工程师的职业道德行为，提高行业声誉，造价工程师在执业中应信守以下职业道德行为准则： 

第一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行业自律性规定，珍惜职业声誉，自觉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条遵守“诚信、公正、精业、进取”的原则，以高质量的服务和优秀的业绩，赢得社会和客户对造价工程

师职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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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勤奋工作，独立、客观、公正、正确地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使客户满意。 

第四条诚实守信，尽职尽责，不得有欺诈、伪造、作假等行为。 

第五条尊重同行，公平竞争，搞好同行之间的关系，不得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损害、侵犯同行的权益。 

第六条廉洁自律，不得索取、收受委托合同约定以外的礼金和其他财物，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其他不正当的

利益。 

第七条造价工程师与委托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委托方有权要求其回避。 

第八条知悉客户的技术和商务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九条接受国家和行业自律性组织对其职业道德行为的监督检查。 

 

8.3.6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08〕36 号 

2008 年 04 月 29 日） 

http://www.gov.cn/xxgk/pub/govpublic/36tiaoli.html  

http://czj.xiantao.gov.cn/zdzc/201711/t20171121_259544.shtml  

http://www.xa.gov.cn/ptl/def/def/index_1121_6774_ci_trid_2909900.html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08〕3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有利于贯彻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条例施行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管理体制问题 

  （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部门（单位）要在本级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的统一指导、协调、监

督下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二）实行垂直领导的部门（单位）要在其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单位）的领导下，在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

统一指导、协调下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实行双重领导的部门（单位）要在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同时接受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单位）的指导。 

  二、关于建立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问题 

  （三）各级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要组织、协调有关行政机关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

形成畅通高效的信息发布沟通渠道。行政机关拟发布的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要与有关行政机关沟通协调，

经对方确认后方可发布；沟通协调后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拟发布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报请本级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主管部门协调解决。 

  （四）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重大传染病疫情、重大动物疫情、

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统计信息等政府信息，要严格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执行。 

  三、关于发布政府信息的保密审查问题 

  （五）行政机关在制作政府信息时，要明确该政府信息是否应当公开；对于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的，要

报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单位）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六）行政机关要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其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

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凡属国家秘密或者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

不得公开。 

  （七）对主要内容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但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应经法定程序解

密并删除涉密内容后，予以公开。 

  （八）已经移交档案馆及档案工作机构的政府信息的管理，依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四、关于主动公开政府信息问题 

  （九）各级行政机关特别是国务院各部门（单位）、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单位）要建立健全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机制，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要充分利用政府网站、政府公报等各种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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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公开政府信息，并逐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及网上查询功能，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 

  （十）因政府机构改革不再保留的部门（单位）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由继续履行其职能的部门（单位）

负责。 

  五、关于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问题 

  （十一）国务院各部门（单位）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单位）要切实做好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

工作。要采取多种方式，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特别是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单

位）、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单位）、乡（镇）人民政府，直接面向基层群众，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行政服务大厅、

行政服务中心等行政服务场所，或者设立专门的接待窗口和场所，为人民群众提供便利，确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得

到及时、妥善处理。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单位）在做好本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的

同时，要加强对下级政府和部门（单位）的指导。国务院办公厅不直接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 

  （十二）行政机关要按照条例规定的时限及时答复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当事人。同时，对于可以公开的政

府信息，能够在答复时提供具体内容的，要同时提供；不能同时提供的，要确定并告知申请人提供的期限。在条例

正式施行后，如一段时间内出现大量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行政机关难以按照条例规定期限答复的，要及时向

申请人说明并尽快答复。 

  （十三）对于同一申请人向同一行政机关就同一内容反复提出公开申请的，行政机关可以不重复答复。 

  （十四）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政府信息，可以不予提供；

对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如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按规定不予提供，可告知

申请人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六、关于监督保障问题 

  （十五）国务院各部门（单位）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抓紧制订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办法，明确考

核的原则、内容、标准、程序和方式。要建立社会评议制度，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社会评议政风、行风的范围，

并根据评议结果完善制度、改进工作。 

  （十六）国务院各部门（单位）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单位）要建立健全分层级受理举报的制度，

及时研究解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

开义务的，可向本级监察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对本级监察机关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的

处理不满意的，可向上一级业务主管部门、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 

  （十七）国务院各部门（单位）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施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准备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7〕54 号）的要求，落实业务经费，加强队伍建设。 

  （十八）国务院各部门（单位）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条例的规定，结合本部门（单位）、本地区的

实际情况，制定施行条例的具体办法，保证条例的各项规定得到落实。 

  七、关于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工作 

  （十九）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单位）要按照条例的要求，把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纳入本部门（单

位）信息公开工作的总体部署，在 2008 年 10 月底前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积极推动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工

作。同时，要加强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指导，把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工作全面推向深入。 

  （二十）公共企事业单位要以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心的内容为重点，切实做好信息公开工

作。要创新公开形式，拓展公开渠道，完善公开制度，全面提高公开工作水平。 

                                 国务院办公厅 

                              二○○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8.3.6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准备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07〕

54 号 2007 年 08 月 04 日） 

http://www.gov.cn/xxgk/pub/govpublic/54tiaoli.html  

http://www.tianshui.gov.cn/xxgk/images/54tiaoli.html  

http://www.ykdz.gov.cn/cn/zwgk/xinxigongkai/zhengfuxinxigongkaiguiding/2012-07-27/26496.html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准备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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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07〕54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 200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为切实做好各

项准备工作，确保《条例》全面、正确、有效施行，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贯彻施行《条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条例》的公布施行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

主义法制的重要举措，是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

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体制的重要内容。认真贯彻施行《条例》，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是

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同时必须看到，实行政府信息公开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技术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施行《条

例》的准备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各地区、各部门（单位）务必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在《条例》施行前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做实。 

  二、抓紧编制或修订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目录。编制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目录，是做好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方便公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关键。《条例》正式施行前，要抓紧编制或修订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

目录。当前，要按照由近及远的原则，重点对本届政府以来的政府信息，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

进行全面清理。要依据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科学界定公开和不能公开的政府信息，

凡属于应当公开的必须按规定纳入公开目录。清理政府信息和编制公开指南、公开目录的工作，政策性强，技术难

度大，任务繁重，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单位）要组织专门力量尽快开展这项工作，务必在 2008 年 3 月底之前完成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目录编制任务，并按时在政府网站和相关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公布。 

  三、尽快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及制度规范。建立科学高效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和严格的制

度规范，是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依法、有序进行的基础和前提。根据《条例》要求和工作实际，各级政府及其部

门（单位）要抓紧建立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机制，明确职责、程序、公开方式和时限要求。健全政府新闻发布和

新闻发言人制度，增强政府发布信息的主动性和权威性。要抓紧建立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受理机制，制定依申请公

开政府信息的工作规程，明确申请的受理、审查、处理、答复等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有效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秩序。要抓紧建立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制度，在《条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有关保

密审查的职责分工、审查程序和责任追究办法，切实发挥保密工作机构的作用，确保不发生泄密问题。 

  四、认真落实和制定相关配套措施。各级政府要按照《条例》规定，尽快在本地的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

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各部门（单位）应根据需要设立相应的场所或设施，以利公众及时完整地获取政府主动

公开的信息。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尽快制定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时收取检索、复制、

邮寄等成本费用的具体办法，并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财政

部门等要切实加强管理，严格规范收费行为。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单位）要参照《条例》的规定，抓紧制定教育、

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

公开实施办法，积极推动上述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工作。 

  五、有效开展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实行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意义、

《条例》的基本内容、相关配套措施和工作规范。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工作机构工作人员的培训，还应

包括政府信息清理、相关保密知识、编制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编制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年度报告以及政策咨询等内容，全面提高有关人员做好信息公开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各地区、各部门（单位）要

抓紧制订教育培训工作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各级行政学院要把《条例》列为公务员培训的重要内容，加强相关

的培训工作。 

  六、充分发挥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的平台作用。各级政府网站要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平台。各级政

府和政府各部门（单位）网站都要开设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并建立和畅通链接。要充分利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

馆等场所的网络设施，设置政府网站公共检索点，发挥好政府网站的辐射作用。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强化政府

网站的支撑保障体系。政府网站应开设政府信息公开意见箱，及时听取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

利改进工作。 

  七、切实加强对贯彻施行《条例》的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明确一位负责同志具体分管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按照《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办公厅（室）

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要切实担负起推进、指导、协调、监督本行政区域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职责；

如需另行指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的，必须在 2007 年 9 月中旬以前予以明确。各部门（单位）要尽快指定

负责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机构，及时充实力量，认真做好各项工作。各级政府应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所需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513 页 共 3277 页 

的经费。要建立健全监督保障机制，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公开义务的举报，上

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要认真受理并及时调查处理。 

  各地区、各部门要在 2007 年 9 月底以前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部门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

的名称、负责人、联系人、联系电话报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将在《条例》施行前对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施

行《条例》的准备工作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七年八月四日 

 

8.3.68）《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492 号 2008 年 5 月 1 日） 

http://www.gov.cn/xxgk/pub/govpublic/tiaoli.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czsw_xxgkgd/2018-07/05/content_e0761086b72a4b9482cceffb9082126f.shtml  

http://www.zksghj.gov.cn/sitesources/zkghj/page_pc/xxgk/xxgkzn/article41670c0941e24f1593969ad5f294d055.html  

http://www.hnsft.gov.cn/sitesources/hnsft/page_pc/zfxxgkml/zcfg/articlee790dad813fe4dc2ac6b6a84b8e812d3.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释义 

http://fzzfyjy.cupl.edu.cn/info/1021/6961.htm   2017 草案 

http://www.gov.cn/xinwen/2017-06/06/content_5200287.htm  征求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49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 2007 年 1 月 17 日国务院第 165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 200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七年四月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

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

的信息。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 

  国务院办公厅是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办公厅（室）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负

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本行政区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指

定机构（以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具体职责是： 

  （一）具体承办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事宜； 

  （二）维护和更新本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 

  （三）组织编制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四）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 

  （五）本行政机关规定的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 

  第六条 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

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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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

当与有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确认，保证行政机关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 

  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批准的，未经批准不得发布。 

  第八条 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二章 公开的范围 

  第九条 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 

  （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 

  （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 

  （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 

  第十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

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 

  （一）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 

  （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 

  （四）财政预算、决算报告； 

  （五）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 

  （六）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 

  （七）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申请行政许可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及办

理情况； 

  （八）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 

  （九）扶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 

  （十）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十一）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 

  第十一条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还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城乡建设和管理的重大事项； 

  （二）社会公益事业建设情况； 

  （三）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 

  （四）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情况。 

  第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 

  （一）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农村工作政策的情况； 

  （二）财政收支、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三）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宅基地使用的审核情况； 

  （四）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 

  （五）乡（镇）的债权债务、筹资筹劳情况； 

  （六）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发放情况； 

  （七）乡镇集体企业及其他乡镇经济实体承包、租赁、拍卖等情况； 

  （八）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 

  第十三条 除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 

  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

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 

  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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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

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 

第三章 公开的方式和程序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

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

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 

  行政机关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信息公告栏、电子信息屏等场所、设施，公开政府

信息。 

  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第十七条 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

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行政机关应当编制、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并及时更新。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应当包括政府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获取方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

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等内容。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应当包括政府信息的索引、名称、内容概述、生成日期等内容。 

  第二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的，应当采用

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形式）；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该申请的行政机关代为

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 

  （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 

  （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 

  第二十一条 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 

  （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

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 

  （四）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 

  第二十二条 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中含有不应当公开的内容，但是能够作区分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向申

请人提供可以公开的信息内容。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

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

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 

  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

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5 个工作日。 

  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期

限内。 

  第二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提供与其自身相关的税费缴纳、社会保障、医疗卫

生等政府信息的，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证明文件。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有权要求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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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予以更正。该行政机关无权更正的，应当转送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处理，并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六条 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

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 

  第二十七条 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除可以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外，不得收取其他

费用。行政机关不得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 

  行政机关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的标准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八条 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公民确有经济困难的，经本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审核

同意，可以减免相关费用。 

  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公民存在阅读困难或者视听障碍的，行政机关应当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四章 监督和保障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定

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核、评议。 

  第三十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负责对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第三十一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公布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第三十二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二）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三）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四）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第三十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

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的，由监察机关、上一

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五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二）不及时更新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 

  （三）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四）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的； 

  （五）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公开政府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十七条 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

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具体办法由国

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制定。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0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一、修订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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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称现行条例），明确了行政机关依法

公开政府信息的义务，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对于推进我国政务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促进依法行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

发展，现行条例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新的问题：一是人民群众参与公共决策、关心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增强，

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广度、深度提出更高的要求，现行条例规定难以满足公众不断增长的政府信息公开需求；二是现

行条例有些制度设计还不够完善，行政机关和申请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配置不平衡，有的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行政机

关反复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还有的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为其搜集、整理、加工政府信息，或者申请公开大量政

府信息用以为他人提供有偿信息服务，占用了大量的行政资源，影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正常开展；三是现行条例

有些制度规定比较原则，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不够具体，公开义务主体不够明确，对于哪些信息应当公开、如何公

开，存在不同理解和认识，实践中容易引发争议；四是现行条例规定的监督保障措施力度不够，各地方、各部门落

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情况不尽一致，有的信息公开不够全面充分、及时准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务院办公厅、

法制办在总结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 

（一）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细化不公开信息的规定。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征求意见稿确立了“以公开为

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政府信息应当公开”（第五条、第十三条）。

同时参考国外立法，对于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作了进一步的具体规定：将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

会稳定的信息细化为三类可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第十四条）；有关行政机关内部事务的信息，以及行政机关在行

政决策过程中形成的过程信息，公开后可能会影响公正决策或者行政行为正常进行的，可不予公开（第十七条）。 

（二）明确公开义务主体，合理设定公开职责分工。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不够明确的问题，

征求意见稿在现行条例第十七条“谁制作、谁公开，谁保存、谁公开”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行政机关信息

公开职责分工：一是规定行政机关从其他行政机关获取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二是

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职责事项由其所属部门承办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决定由所属部门负责

承办事项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并将决定向社会公开；三是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制作的政府信息，由牵头制

作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第十条） 

（三）加大主动公开的力度，推进政府信息资源开放共享。一是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建立健全政府信息管理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第七条）；二是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政府

信息资源的规范化、电子化管理，整合政府信息资源，提高政府信息资源的共享水平（第八条）；三是对各级行政

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梳理整合，扩大主动公开的范围（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四是规定各级人民

政府依托政府门户网站，逐步建立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同时通过政务新媒体，以及在政务服务场所设置政府

信息查阅场所等途径，方便群众获取政府信息（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五是规定了依申请公开向主动公开的

转化制度，行政机关可以将多个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纳入主动公开范围，申请人也可以建议行政机关将依申

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纳入主动公开的范围（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四）规范依申请公开行为，完善依申请公开程序。一是取消现行条例第十三条关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

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需“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二是要求行政机关建立

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接收、登记、审核、办理、答复、归档的工作制度，加强工作规范（第二十七条）；三是细化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形式，规定对于不属于信息公开范围的咨询、信访、投诉举报等事项，告知申请人不予处

理，对于申请内容为要求行政机关提供公开出版物的，告知获取的途径（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四是针对实

践中出现的部分申请人反复、大量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影响行政机关正常工作的问题，规定行政机关对于重复

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对于申请人申请公开大量政府信息的，可以延迟答复并告知申请人（第三十一

条第六项、第三十六条第三款）；五是进一步明确了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应当征求第三方意

见的程序，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收到时间起算、答复形式等要求（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 

（五）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的作用，加强监督保障。一是明确实行垂直领导的部门的办公厅（室）

是本系统的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本系统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第三条第三款）；

二是规定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对行政机关未按要求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予以督促整改或者通报批评，依法

向有权机关提出追究责任的处理建议（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三是规定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应当对本级政府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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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提高政府信息工作水平（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四是改革政府信

息公开年报制度，要求行政机关向所属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提交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发布，

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定期发布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第四十六条）。 

  

下附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

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

的信息。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 

国务院办公厅是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办公厅（室）是本行政区域的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的部门的办公厅（室）

是本系统的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本行政区域和本系统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指定机

构（以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具体职责是： 

（一）具体承办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事宜； 

（二）维护和更新本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 

（三）组织编制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四）组织开展对拟公开政府信息的保密审查； 

（五）建立并维护政府信息公开沟通渠道，为申请人向本机关申请信息公开提供便利； 

（六）本行政机关规定的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 

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采取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的方式。 

第六条 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 

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

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建立健全政府信息管理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扩大政府

信息公开的范围。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的规范化、电子化管理，整合政府信息资源，提高政府信息资源

的共享水平。 

第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第二章 公开的主体和范围 

第十条 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从其他行政机关获取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

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职责事项由其所属部门承办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决定由所属部门负责

承办事项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并将决定向社会公开。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制作的政府信息，由牵头制作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协调机制。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当

与有关行政机关进行协商、确认，保证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 

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批准的，未经批准不得公开。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应当编制、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并及时更新。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应当包括政府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获取方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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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等内容。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应当包括政府信息的索引、名称、内容概述、生成日期等内容。 

第十三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政府信息应当公开。 

第十四条 以下信息可不予公开： 

（一）公开后可能对国防、外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等国家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的信息； 

（二）公开后可能影响重大经济金融政策的有效实施、信息安全或者造成经济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的信息； 

（三）经地方同级人民政府确认，公开后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危害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信息，或者涉及民族、

宗教、侨胞等事项公开后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信息。 

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信息和其他法律、法规禁止公开的信息不得公开。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 

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

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 

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

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商业秘密的政府信息，不得公开涉及他人身份、通讯、健康、婚姻、家庭、

财产状况等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

的，可以予以公开。 

第十七条 行政机关内部的工作流程、人事管理、后勤管理等有关行政机关内部事务的信息，可不予公开。 

行政机关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形成的内部讨论记录、过程稿，以及行政机关之间的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信

息，公开后可能会影响公正决策或者行政行为正常进行的，可不予公开。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公开履行政府职责

过程中形成的信息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制作政府信息时，应当确定公开属性，标明该信息是否公开以及公开方式。 

第三章 主动公开 

第十九条 对于涉及公众利益重大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以及需要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相关政府信息，行

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主动公开下列政府信息： 

（一）与履行职责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二）本行政机关的职责、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法定代表人姓名； 

（三）本行政机关办理行政许可或者其他事项的程序、条件、期限，申请人需要提交的材料目录及办理情况； 

（四）本行政机关负责实施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依据、条件、程序； 

（五）本行政机关实施执法检查的情况； 

（六）财政预算决算信息； 

（七）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依据、标准； 

（八）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 

（九）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 

（十）公务员招考、录用信息； 

（十一）本行政机关制作的统计公报信息。 

第二十条 除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外，市、县（旗）人民政府还应当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主动公开涉及市

政建设、公共服务、公益事业、土地征收、房屋征收、治安管理、环境保护、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等方面的政府信息。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主动公开贯彻落实农村工作政策、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运营、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使用情况审核、筹资筹劳、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政府信息。 

第二十一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的具体内容，并按照本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逐步增加主动公开的内容。 

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新闻发布会以及

报刊、广播、电视等途径公开。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托政府门户网站，逐步建立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集中发布主动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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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并提供信息检索、查阅、下载等服务。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政务服务场所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

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 

行政机关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信息公告栏、电子信息屏等场所、设施，公开政府信息。 

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第二十五条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重大突发事件时，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

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准确、及时公开初步核实情况，并根据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情况，持续公开工作进展

和政府应对措施等政府信息。 

第四章 依申请公开 

第二十六条 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国务院

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第二十七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接收、登记、审核、办理、答复、归档的工作制度，加

强工作规范。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可以在办公场所或者政务服务场所设立受理申请窗口，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

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第二十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的，应当向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并

采用包括信件、数据电文在内的书面形式；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该申请的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代为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联系方式； 

（二）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 

（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 

第三十条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明确的，行政机关可以在收到申请后的 7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

人作出补正，进一步明确内容并重新提交申请，期限自行政机关收到重新提交的申请之日起算。 

第三十一条 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 

（一）已经主动公开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查阅、复制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 

（二）属于可以公开的，直接向申请人提供所申请的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

和时间； 

（三）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四）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 

（五）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

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 

（六）行政机关已就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申请人向该行政机关重复提出相同或者相似申请的，应当告

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 

（七）政府信息已经移交各级国家档案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按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 

第三十二条 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中含有不应当公开的内容，但是能够作区分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向申请人

提供可以公开的信息内容。 

第三十三条 申请人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提出咨询要求，进行信访、投诉举报等活动，行政机关应当书

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处理。 

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内容为要求行政机关提供政府公报、报刊、书籍等公开出版物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获取的

途径。 

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应当是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除依据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

定可作区分处理外，行政机关不得提供重新搜集、制作或者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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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

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书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答复行政机关；第三方不同意公

开或者逾期不予答复，但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

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告知第三方。 

第三十六条 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 

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5 个工作日。 

申请人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大量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无法在前款规定期限内答复申请人的，行政机关可以延迟

答复并告知申请人。 

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和其他行政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限内。 

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时间，按照以下规定确定： 

（一）申请人当面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以提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 

（二）申请人以邮寄方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以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签收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 

（三）申请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电子邮箱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以电子邮件进入行政机关指定

的电子邮件系统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 

（四）申请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传真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以双方确认收到之日为收到申请之

日。 

第三十八条 多个申请人就同一政府信息向同一行政机关提出公开申请，且该政府信息属于可以公开的，行政

机关可以决定将该政府信息纳入主动公开范围。 

第三十九条 对于行政机关依申请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申请人认为该信息与公众利益重大调整、需要公众广

泛知晓，以及需要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相关的，可以建议行政机关将该信息纳入主动公开的范围。 

第四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可以要

求行政机关更正。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审核属实的，应当予以更正；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责范围的，行政机关应当

转送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处理，并告知申请人。 

第四十一条 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根据申请人的要求及获取政府信息的实际需要，确定提供政

府信息的具体方式；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危及政府信息保存安全或者公开成本过高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

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电子数据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 

第四十二条 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得收取费用。 

行政机关不得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 

第四十三条 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公民存在阅读困难或者视听障碍的，行政机关应当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五章 监督和保障 

第四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定期对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核、评议。 

第四十五条 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日常指导和监督检查，对行政机关未按要

求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予以督促整改或者通报批评；需要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责

任的，依法向有权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应当对本级政府所属的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部门和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应当在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所属政府信息

公开主管部门提交本行政机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发布。 

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发布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第四十七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二）行政机关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情况； 

（三）因政府信息公开被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五）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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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应当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统一格式，并适时更新。 

第四十八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九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机制的，由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

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

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二）不及时更新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 

（三）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四）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的； 

（五）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公开政府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五十二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获取政府信息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三条 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

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

部门或者机构的规定执行。全国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制定专门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公共企事业单位未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的规定，公开在提供社会

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其主管部门申诉，接受申诉的部门应当及时调查

处理并告知处理结果。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8.3.69）《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  （国发〔2005〕21 号 2005 年 06 月 27 日） 

http://www.gov.cn/zwgk/2005-09/08/content_30265.htm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181/200507/t20050726_170577.html  

http://www.mwr.gov.cn/zwgk/zfxxgkml/201707/t20170726_971489.html  

http://www.jxgb.gov.cn/2005-8/20058221125463.htm  

 

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 

国发〔2005〕2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提出加快两个根本性转变以来，我国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积极进展，

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上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仍存在资源消耗高、浪费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我国淡水、土地、能

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十一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建

设节约型社会，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各领域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损失浪费，以尽可能少的资

源消耗，创造尽可能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

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

约放在首位的方针，紧紧围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能、节水、节材、

节地、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加快结构调整，推进技术进步，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政策措施，强化

节约意识，尽快建立健全促进节约型社会建设的体制和机制，逐步形成节约型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以资源的高

效和循环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此，现就做好今明两年建设节约型社会重点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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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力推进能源节约。 

  1.落实《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提出的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研究提出《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方案》，明确

主要目标、重点内容、保障措施、实施主体，以及分年度实施计划、国家支持的重点。2005 年启动节约和替代石油、

热电联产、余热利用、建筑节能、政府机构节能、绿色照明、节能监测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等 7 项工程。 

  2.抓好重点耗能行业和企业节能。突出抓好钢铁、有色、煤炭、电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耗能

行业和年耗能万吨标准煤以上企业节能，国家重点抓好 1000 家高耗能企业，提出节能降耗目标和措施，加强跟踪

和指导。 

  3.推进交通运输和农业机械节能。加快淘汰老旧汽车、船舶和落后农业机械。加快发展电气化铁路，实现

以电代油。研究提出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系统的具体措施。开发和推广清洁燃料汽车、节能农业机械。推动《乘用车

燃料消耗量限值》国家标准的实施，从源头控制高耗油汽车的发展。按照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试点工作方案，稳步推

进车用乙醇汽油推广工作。 

  4.推动新建住宅和公共建筑节能。抓紧出台《关于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贯彻实施

《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新建建筑严格实施节能 50%的

设计标准，推动北京、天津等少数大城市率先实施节能 65%的标准。深化北方地区供热体制改革，推动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开展建筑节能关键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建筑工程应用技术研发、集成和城市级工程示范，启动低能耗、超低

能耗和绿色建筑示范工程。 

  5.引导商业和民用节能。推行空调、冰箱等产品强制性产品能效标识管理，扩大节能产品认证，促进高效

节能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加快淘汰落后产品。在公用设施、宾馆商厦、居民住宅中推广采用高效节电照明产品。严

格执行公共建筑夏季空调室内温度最低标准，在全社会倡导夏季用电高峰期间室内空调温度提高 1—2 度。在农村

大力发展户用沼气和大中型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推广省柴节煤灶。 

  6.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推进大型水电、风电基地建设；在西部电网未覆盖地区发展小水电和太阳能发电，

在东部沿海地区和有居民的海岛大力推进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在农村地区推广风能、太阳能利用。组织生物

质能资源调查及生物质能技术示范和推广；研究制定可再生能源配额、价格管理等配套规章和实施措施。大力推进

能源林基地建设和开发利用。 

  7.强化电力需求侧管理。落实电力需求侧管理及迎峰度夏工作的部署，加强以节电和提高用电效率为核心

的需求侧管理，完善配套法规，制定有效的激励政策，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各地加大推行力度。 

  8.加快节能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节能投资担保机制，为企业实施节能改造提供诊断、

设计、融资、改造、运行、管理一条龙服务。 

  （二）深入开展节约用水。 

  1.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认真研究提出关于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性文件，适时召开全国节水型社会

建设工作会议。继续开展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重点抓好南水北调东中线受水区和宁夏节水型社会建设示

范区建设。研究提出水资源宏观分配指标和微观取水定额指标，推进国家水权制度建设。 

  2.推进城市节水工作。积极开展节水产品研发，加大节水设备和器具的推广力度，指导各地加快供水管网

改造，降低管网漏失率。推动公共建筑、生活小区、住宅节水和中水回用设施建设。推进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加

快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市场的改革。 

  3.推进农业节水。继续推进农业节水灌溉，推广农业节水灌溉设备应用，大力推进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

积极开展农业末级渠系节水改造试点。在丘陵、山区和干旱地区积极开展雨水积蓄利用，支持农村水窖建设，推广

旱作农业技术，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扩大节水作物品种和种植面积。开展农村、集镇生态卫生旱厕试点。 

  4.推进节水技术改造和海水利用。推进高耗水行业节水技术改造、矿井水资源化利用。推进沿海缺水城市

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 

  5.加强地下水资源管理。严格控制超采、滥采地下水。防治水污染，缓解水质性缺水。 

  （三）积极推进原材料节约。 

  1.加强重点行业原材料消耗管理。严格设计规范、生产规程、施工工艺等技术标准和材料消耗核算制度，

推行产品生态设计和使用再生材料，减少损失浪费，提高原材料利用率。 

  2.延长材料使用寿命和节约木材。鼓励生产高强度和耐腐蚀金属材料，提高材料强度和使用寿命。加强木

材节约代用，抓紧研究提出《关于加快推进木材节约和代用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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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研究实施节约包装材料的政策措施。重点研究禁止过度包装的政策措施，2005 年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月

饼等过度包装和搭售问题，从市场价格入手出台规范性意见。落实发展散装水泥的政策措施，从使用环节入手，进

一步加大散装水泥推广力度。 

  （四）强化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 

  1.实行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修订和完善建设用地定额指标，完善土地使用市场准入制度。推进土地复垦。 

  2.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试点。指导村镇按集约利用土地原则做好规划和建设，促进农村建设用地的

节约集约利用。启动“沃土工程”，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 

  3.研究提出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措施。重点研究提出城市建设节约利用和集约利用土地的政策措施，以及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集约利用土地的意见。 

  4.进一步限制毁田烧砖。认真实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

（国办发〔2005〕33 号），推动第二批城市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有关部门要适时联合召开“全国推进墙体材料革

新和推广节能建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五）加强资源综合利用。 

  1.推进废物综合利用。要以煤矿瓦斯利用为重点，推进共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以粉煤灰、煤矸

石、尾矿和冶金、化工废渣及有机废水综合利用为重点，推进工业废物综合利用。 

  2.做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工作。以再生金属、废旧轮胎、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利用为重点，推进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推进生活垃圾和污泥资源化利用。 

  3.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推行农资节约。推广机械化秸秆还田技术以及秸杆气化、固化成型、发电、养畜技

术。研究提出农户秸秆综合利用补偿政策，开展秸杆和粪便还田的农田保育示范工程。推广节肥、节药技术，提高

化肥、农药利用率。鼓励并推广农膜回收利用。 

  二、加快节约资源的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 

  （一）加强规划指导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把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作为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

规划及各类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的重要指导原则。编制《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一五”规划》、《海水

利用专项规划》、《全国节水灌溉规划》、《全国旱作节水农业发展规划》、《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可再生能源中长期

发展规划》、《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规划》、《保护性耕作示范工程建设规划》。加快出台《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和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明确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项目，促进有利于资源节约的产业项目发展，淘汰

技术水平低、消耗大、污染严重的产业。 

  （二）健全节约资源的法律法规。抓紧制定和修订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法律法规。配合全国人大财经委研

究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修订建议，重点研究建立严格的节能管理制度、明确激励政策、规范执法主

体、加大惩戒力度等。配合全国人大环资委研究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取水许可制度实

施办法》，起草《节约用水管理条例》。抓紧出台废旧家电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完善回收体系，建立生产者责任制。

加强石油节约、建筑节能、墙体材料革新、包装物和废旧轮胎回收等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法律法规建设，做好相关

立法工作。 

  （三）完善资源节约标准。编制《2005—2007 年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发展计划》。制定风机、水泵、

变压器、电动机等工业用能产品和家用电器、办公设备强制性能效标准，完善主要耗能行业节能设计规范。研究制

定《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制定《绿色建筑技术导则》、《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验

收规范》。修订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和雨水利用标准，完善重点用水行业取水定额标准。加大农业节水灌溉设备国

家标准的制修订和实施力度。制定和实施新的土地使用标准，建立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和考核标准，完善村镇规划标

准。研究提出重要矿产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行业标准，制定《矿山企业尾矿利用技术规范》。 

  （四）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建立能够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的

价格形成机制。落实全国水价改革与节水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推进阶梯式水价制度和超计划、超定额用水加价

收费方式。逐步推进农业水价改革试点，依法全面整顿农业供水末级渠系的水价秩序，取消水费计收中的搭车收费，

制止截留挪用。加大实施峰谷分时、丰枯和季节性电价力度，扩大执行范围。对高耗能行业中国家淘汰类和限制类

项目，继续实行差别电价。研究制定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改革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理顺天然气与

其他产品的比价关系。运用价格机制调控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五）完善有利于节约资源的财税政策。研究制定鼓励生产、使用节能节水产品的税收政策，以及鼓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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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节能省地型建筑的经济政策。研究制定鼓励低油耗、小排量车辆的财税政策。调整高耗能产品进出口政策。积极

研究财税体制改革，适时开征燃油税，完善消费税税制。加大公共财政对政府节约资源管理和政府机构节能改造的

支持力度。逐步扩大节能、节水产品实施政府采购的范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理顺现有收费和资金来源渠道的基础上，研究建立和完善资源开发与生态补偿机制。 

  （六）推进节约资源科学技术进步。国家科技计划继续加大对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的攻关力度，

组织开发和示范有重大推广意义的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废物综合

利用技术、循环经济发展中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接技术、雨洪收集和苦咸水综合利用技术、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和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可回收利用材料和回收拆解技术、流程工业能源综合利用技术、重大机电产品节能降耗技术、

绿色再制造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等，努力取得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在中央预算内投资（含国债项目

资金）中继续支持一批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重大项目，包括重大技术示范项目、重大资源节约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项

目等。贯彻实施《中国节水技术政策大纲》，修订《中国节能技术政策大纲》，编制重点行业发展循环经济先进适用

技术目录。加大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推广应用力度。 

  （七）建立资源节约监督管理制度。建立高耗能、高耗水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强制淘汰制度。完善重点

耗能产品和新建建筑市场准入制度，对达不到最低能效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进口和销售；对公共建筑和民用建

筑达不到建筑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不准施工、验收备案、销售和使用；对矿山尾矿中资源品位严重超标的，要采

取强制回收措施。在 2004 年有关部门联合开展资源节约专项检查的基础上，组织各地节能监察（监测）中心对年

耗能万吨标准煤以上重点企业开展节能监督检查。对北方采暖地区、夏热冬冷和夏热冬暖地区建筑节能标准执行情

况分别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专项检查。针对 200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强制性能效标识管理和 7 月 1 日起施行的《乘

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国家标准，组织全国性的国家监督抽查活动。继续开展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专项检查。对检

查中发现的各种浪费资源的做法和行为，要严肃查处。研究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关统计制度。加强和完

善能源、水资源以及节能、节水统计工作。 

  三、加强对资源节约工作的领导和协调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铁道部、交通

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国资委、税务总局、质检总局、环保总局、统计局、林业局、法制办、国管局、电

监会、海洋局等有关部门要根据确定的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按照职责分工，尽快制定具体政策措施，积

极做好资源节约工作。为了加强各有关部门间的协调配合，由发展改革委负责做好组织协调，牵头建立由有关部门

参加的部门协调机制，加强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组织实施资源节约的主要工作在地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特别

是省级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资源节约工作负责，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并建立相应协调机制，明确相关

部门的责任和分工，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在推进建设节约型社会工作中，要注重发挥人民团体

和行业协会的作用。 

  （二）政府机构要带头节约。各级政府部门要从自身做起，带头厉行节约，在推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发挥

表率作用。要制定《推动政府机构节能的实施意见》，建立政府机构能耗统计体系，明确能耗、水耗定额，重点抓

好政府建筑物和采暖、空调、照明系统节能改造以及公务车节能。落实《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推行政府

机构节能采购，优先采购节能（节水）产品和节约办公用品，降低费用支出。各级政府在认真做好机关节约工作的

同时，更要抓好全社会的节约工作。为此，要抓紧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进一步健全干部考核机制，将资

源节约责任和实际效果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责任制和干部考核体系中。 

  （三）组织开展创建节约型社会活动。要研究制定《创建节约型社会实施方案》，在“十一五”期间创建一

批节约型城市、节约型政府机构、节约型企业、节约型社区，发挥示范作用，并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源节

约的路子。要及时总结和推广节约型社会建设中的经验和典型。在冶金、有色、煤炭、电力、化工、建材、造纸、

酿造等重点行业，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生物质能综合利用、废旧家电、废旧轮胎、废纸回收利用、绿色再制造等

重点领域和产业园区及城市组织开展循环经济试点。通过试点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模式，确定发展循环经济的

重大技术领域和重大项目领域，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提出按循环经济发展理念规划、建设、改造产业园区

和建设节约型城市的思路。 

  （四）努力营造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良好氛围。建设节约型社会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需要动员全社会

的力量积极参与。2005 年要围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这一主题，继续开展“资源节约行”

活动。要组织新闻媒体采访，集中宣传节约资源的先进典型，揭露和曝光浪费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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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工矿企业职工中开展“我为节约做贡献”活动，在中小学校开展“珍惜资源、从我做起”活动，在宾馆开展“争

创绿色饭店”活动，在社区开展“创建绿色社区”活动，在中央国家机关开展“做节约表率”活动，在全国质量月

开展“降废减损兴质量”活动。要认真组织好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以及世界水日、土地日、环境

日等宣传活动，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公益广告和征文活动。同时，要加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研讨和交流，2005 年底

在北京举办建设节约型社会展览会，择时组织开展节能节水和资源综合利用先进典型推广现场会及技术交流会。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意义，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各项工作安排，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抓紧制订具体实施方案，精心组织，认真抓好落实，

切实抓出成效。    

                            国  务  院    

                                             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8.3.70）《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 号 2007 年 05 月 23 日，，国发

〔2011〕26 号 2011 年 09 月 07 日，国发〔2016〕74 号 2016 年 12 月 20 日） 

http://www.gov.cn/jrzg/2007-06/03/content_634545.htm   2007 

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6/03/t20070603_11583180.shtml   2007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2014/20140211/xgzc30380/Document/1362481/1362481_1.htm  

http://www.gov.cn/zwgk/2011-09/07/content_1941731.htm  201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05/content_5156789.htm   2016 

 

 

 

《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2007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现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一、充分认识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

耗降低２０％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１０％的约束性指标。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重大举措；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

路；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必然要求。 

    当前，实现节能减排目标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去年以来，全国上下加强了节能减排工作，国务院发布了加

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制定了促进节能减排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相继做出了工作部署，节能减排工作

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去年全国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目标，加大了“十一五”后四年节能

减排工作的难度。更为严峻的是，今年一季度，工业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过快，占全国工业能耗和二氧

化硫排放近７０％的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六大行业增长２０．６％，同比加快６．６个百

分点。与此同时，各方面工作仍存在认识不到位、责任不明确、措施不配套、政策不完善、投入不落实、协调不得

力等问题。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扭转，不仅今年节能减排工作难以取得明显进展，“十一五”节能减排的总体目标也

将难以实现。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

盾日趋尖锐，群众对环境污染问题反应强烈。这种状况与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不加快调整经

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只有坚持节约发展、

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备受国际社会广泛关

注。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节能减排的决策

和部署上来。要把节能减排任务完成情况作为检验科学发展观是否落实的重要标准，作为检验经济发展是否“好”

的重要标准，正确处理经济增长速度与节能减排的关系，真正把节能减排作为硬任务，使经济增长建立在节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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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要采取果断措施，集中力量，迎难而上，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力争通过今明两年的努

力，实现节能减排任务完成进度与“十一五”规划实施进度保持同步，为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打下坚实基

础。 

    二、狠抓节能减排责任落实和执法监管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各级人民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是强化政府责任的指标，实现这个目标

是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有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确保实现。当务之急，

是要建立健全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和问责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形成强有力的工作格局。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对本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总责，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要在科学测算的基础上，把节能减排各项工作目标

和任务逐级分解到各市（地）、县和重点企业。要强化政策措施的执行力，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进展情况的考核和

监督，国务院有关部门定期公布各地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统一考核。要把节能减排作为当前宏观调控重点，

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快增长，坚决压缩城市形

象工程和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规模，切实保证节能减排、保障民生等工作所需资金投入。要把节能减排

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

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要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公开严肃查处一批严重违反国家节能管理和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的典型案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和领导者的责任，起到警醒教育作用，形成强大声势。省级人民政府每年要向国

务院报告节能减排目标责任的履行情况。国务院每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节能减排的进展情况，在“十一五”

期末报告五年两个指标的总体完成情况。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年也要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节能减排工作，自觉

接受监督。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企业必须严格遵守节能和环保法律法规及标准，落实目标责任，强化管理措施，自觉节

能减排。对重点用能单位加强经常监督，凡与政府有关部门签订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的企业，必须确保完成目标；

对没有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企业，强制实行能源审计和清洁生产审核。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对未按规定建设

和运行污染减排设施的企业和单位，公开通报，限期整改，对恶意排污的行为实行重罚，追究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

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同时，要加强机关单位、公民等各类社会主体的责任，促使公民自觉履行

节能和环保义务，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推进的节能减排工作格局。 

    三、建立强有力的节能减排领导协调机制 

    为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务院成立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部署节能

减排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发展改革委，负责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其中有

关污染减排方面的工作由环保总局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要切实加强对本地区节能减排工作的组织领导。 

    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尽快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和落实意见。各省级人民政府

要立即部署本地区推进节能减排的工作，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分工和进度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中央企业要在

２００７年６月３０日前，提出本地区、本部门和本企业贯彻落实的具体方案报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报国务院。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重大情况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一、进一步明确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 

    （一）主要目标。到２０１０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２００５年的１．２２吨标准煤下降到１吨标准

煤以下，降低２０％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３０％。“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１０％，

到２０１０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２００５年的２５４９万吨减少到２２９５万吨，化学需氧量（ＣＯＤ）由１４

１４万吨减少到１２７３万吨；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７０％，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６０％以上。 

    （二）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作为宏观调控的重

要目标，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控制增量、调整存量，依靠科技、加大投入，健全法制、完善政

策，落实责任、强化监管，加强宣传、提高意识，突出重点、强力推进，动员全社会力量，扎实做好节能降耗和污

染减排工作，确保实现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控制增量，调整和优化结构 

    （三）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严格控制新建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

提高节能环保市场准入门槛。抓紧建立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部门联动机制和项目审批问责制，严格执行项目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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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必要条件”（必须符合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节能评估审查以及信贷、安全和城市规划等规定和要求）。实行新开工项目报告和公开制度。建立高耗能、高污染

行业新上项目与地方节能减排指标完成进度挂钩、与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的机制。落实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

口的各项政策。继续运用调整出口退税、加征出口关税、削减出口配额、将部分产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等措

施，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加大差别电价实施力度，提高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差别电价标准。组织对高耗

能、高污染行业节能减排工作专项检查，清理和纠正各地在电价、地价、税费等方面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优惠

政策。 

    （四）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大淘汰电力、钢铁、建材、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焦炭、煤炭、平板玻

璃等行业落后产能的力度。“十一五”期间实现节能１．１８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硫２４０万吨；今年实现节

能３１５０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硫４０万吨。加大造纸、酒精、味精、柠檬酸等行业落后生产能力淘汰力度，

“十一五”期间实现减排化学需氧量（ＣＯＤ）１３８万吨，今年实现减排ＣＯＤ６２万吨（详见附表）。制订淘

汰落后产能分地区、分年度的具体工作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对不按期淘汰的企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依法予

以关停，有关部门依法吊销生产许可证和排污许可证并予以公布，电力供应企业依法停止供电。对没有完成淘汰落

后产能任务的地区，严格控制国家安排投资的项目，实行项目“区域限批”。国务院有关部门每年向社会公告淘汰

落后产能的企业名单和各地执行情况。建立落后产能退出机制，有条件的地方要安排资金支持淘汰落后产能，中央

财政通过增加转移支付，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和奖励。 

    （五）完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实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鼓励发展低能耗、低污染的先进生产能力。根据不同行业情况，适当提高建设项目在土地、环保、节能、

技术、安全等方面的准入标准。尽快修订颁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商投资节能环保领域，严格限制

高耗能、高污染外资项目，促进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提高加工贸易准入门

槛，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六）积极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抓紧制订出台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推进风能、太

阳能、地热能、水电、沼气、生物质能利用以及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的科研、开发和建设，加强资源调查评价。

稳步发展替代能源，制订发展替代能源中长期规划，组织实施生物燃料乙醇及车用乙醇汽油发展专项规划，启动非

粮生物燃料乙醇试点项目。实施生物化工、生物质能固体成型燃料等一批具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示范项目。抓紧开

展生物柴油基础性研究和前期准备工作。推进煤炭直接和间接液化、煤基醇醚和烯烃代油大型台套示范工程和技术

储备。大力推进煤炭洗选加工等清洁高效利用。 

    （七）促进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加快发展。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抓紧制定实施

配套政策措施，分解落实任务，完善组织协调机制。着力做强高技术产业，落实高技术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完善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高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水平。 

    三、加大投入，全面实施重点工程 

    （八）加快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着力抓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十一五”期间形成２．４亿吨标准煤的

节能能力。今年形成５０００万吨标准煤节能能力，重点是：实施钢铁、有色、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耗能

行业余热余压利用、节约和替代石油、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以及工业锅炉（窑炉）改造项目共７４５个；

加快核准建设和改造采暖供热为主的热电联产和工业热电联产机组１６３０万千瓦；组织实施低能耗、绿色建筑示

范项目３０个，推动北方采暖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１．５亿平方米，开展大型公共建筑节能运行管

理与改造示范，启动２００个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规模化应用示范推广项目；推广高效照明产品５０００万支，中

央国家机关率先更换节能灯。 

    （九）加快水污染治理工程建设。“十一五”期间新增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４５００万吨、再生水日利用能

力６８０万吨，形成ＣＯＤ削减能力３００万吨；今年设市城市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１２００万吨，再生水日利用

能力１００万吨，形成ＣＯＤ削减能力６０万吨。加大工业废水治理力度，“十一五”形成ＣＯＤ削减能力１４０

万吨。加快城市污水处理配套管网建设和改造。严格饮用水水源保护，加大污染防治力度。 

    （十）推动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治理。“十一五”期间投运脱硫机组３．５５亿千瓦。其中，新建燃煤电厂同步

投运脱硫机组１．８８亿千瓦；现有燃煤电厂投运脱硫机组１．６７亿千瓦，形成削减二氧化硫能力５９０万吨。

今年现有燃煤电厂投运脱硫设施３５００万千瓦，形成削减二氧化硫能力１２３万吨。 

    （十一）多渠道筹措节能减排资金。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所需资金主要靠企业自筹、金融机构贷款和社会资金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529 页 共 3277 页 

投入，各级人民政府安排必要的引导资金予以支持。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的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在

实行城市污水处理费最低收费标准的前提下，国家对重点建设项目给予必要的支持。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投

资、谁受益”的原则，促使企业承担污染治理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对重点流域内的工业废水治理项目给予必要的支

持。 

    四、创新模式，加快发展循环经济 

    （十二）深化循环经济试点。认真总结循环经济第一批试点经验，启动第二批试点，支持一批重点项目建设。

深入推进浙江、青岛等地废旧家电回收处理试点。继续推进汽车零部件和机械设备再制造试点。推动重点矿山和矿

业城市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组织编制钢铁、有色、煤炭、电力、化工、建材、制糖等重点行业循环经济推进计划。

加快制订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十三）实施水资源节约利用。加快实施重点行业节水改造及矿井水利用重点项目。“十一五”期间实现重

点行业节水３１亿立方米，新增海水淡化能力９０万立方米／日，新增矿井水利用量２６亿立方米；今年实现重点

行业节水１０亿立方米，新增海水淡化能力７万立方米／日，新增矿井水利用量５亿立方米。在城市强制推广使用

节水器具。 

    （十四）推进资源综合利用。落实《“十一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推进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和煤层气、煤矸石、大宗工业废弃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十一五”期间建设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厂２０

００万千瓦，今年开工建设５００万千瓦。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加强资源综合利用认定。推动新型墙

体材料和利废建材产业化示范。修订发布新型墙体材料目录和专项基金管理办法。推进第二批城市禁止使用实心粘

土砖，确保２００８年底前２５６个城市完成“禁实”目标。 

    （十五）促进垃圾资源化利用。县级以上城市（含县城）要建立健全垃圾收集系统，全面推进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体系建设，充分回收垃圾中的废旧资源，鼓励垃圾焚烧发电和供热、填埋气体发电，积极推进城乡垃圾无害化

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十六）全面推进清洁生产。组织编制《工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编制通则》，制订和发布重点行业清洁生产

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加大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力度。合理使用农药、肥料，减少农村面源污染。 

    五、依靠科技，加快技术开发和推广 

    （十七）加快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

等科技专项计划中，安排一批节能减排重大技术项目，攻克一批节能减排关键和共性技术。加快节能减排技术支撑

平台建设，组建一批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转化的政策环境，加强资源环境

高技术领域创新团队和研发基地建设，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体系。 

    （十八）加快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示范和推广。实施一批节能减排重点行业共性、关键技术及重大技术装备

产业化示范项目和循环经济高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落实节能、节水技术政策大纲，在钢铁、有色、煤炭、电力、

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纺织、造纸、建筑等重点行业，推广一批潜力大、应用面广的重大节能减排技术。加强节

电、节油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设备及农业节水、节肥、节药技术推广。鼓励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技术创

新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十九）加快建立节能技术服务体系。制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节能服务产业的指导意见》，促进节能服务

产业发展。培育节能服务市场，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重点支持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为企业以及党政机关办公楼、

公共设施和学校实施节能改造提供诊断、设计、融资、改造、运行管理一条龙服务。 

    （二十）推进环保产业健康发展。制订出台《加快环保产业发展的意见》，积极推进环境服务产业发展，研

究提出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的政策措施，鼓励排污单位委托专业化公司承担污染治理或设施运营。 

    （二十一）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广泛开展节能减排国际科技合作，与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建立节能环保合作

机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拓宽节能环保国际合作的领域和范围。 

    六、强化责任，加强节能减排管理 

    （二十二）建立政府节能减排工作问责制。将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有关部门要抓

紧制订具体的评价考核实施办法。 

    （二十三）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对全部耗能单位和污染源进行调查摸底。

建立健全涵盖全社会的能源生产、流通、消费、区域间流入流出及利用效率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体系，实施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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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单位ＧＤＰ能耗指标季度核算制度。建立并完善年耗能万吨标准煤以上企业能耗统计数据网上直报系统。加

强能源统计巡查，对能源统计数据进行监测。制订并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放统计和监测办法，改进统计方法，完善统

计和监测制度。建立并完善污染物排放数据网上直报系统和减排措施调度制度，对国家监控重点污染源实施联网在

线自动监控，构建污染物排放三级立体监测体系，向社会公告重点监控企业年度污染物排放数据。继续做好单位Ｇ

ＤＰ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和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指标公报工作。 

    （二十四）建立健全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快建立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组织编制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指南》，加强对地方开展“能评”，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把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

批的前置性条件。上收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环评审批权限。对超过总量指标、重点项目未达到目标责任要求的

地区，暂停环评审批新增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强化环评审批向上级备案制度和向社会公布制度。加强“三同时”

管理，严把项目验收关。对建设项目未经验收擅自投运、久拖不验、超期试生产等违法行为，严格依法进行处罚。 

    （二十五）强化重点企业节能减排管理。“十一五”期间全国千家重点耗能企业实现节能１亿吨标准煤，今

年实现节能２０００万吨标准煤。加强对重点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检查和指导，进一步落实目标责任，完善节能减

排计量和统计，组织开展节能减排设备检测，编制节能减排规划。重点耗能企业建立能源管理师制度。实行重点耗

能企业能源审计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及公告制度，对未完成节能目标责任任务的企业，强制实行能源审计。今年要

启动重点企业与国际国内同行业能耗先进水平对标活动，推动企业加大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力度，提高节能管理水

平。中央企业全面推进创建资源节约型企业活动，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 

    （二十六）加强节能环保发电调度和电力需求侧管理。制定并尽快实施有利于节能减排的发电调度办法，优

先安排清洁、高效机组和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限制能耗高、污染重的低效机组发电。今年上半年启动试点，取得成

效后向全国推广，力争节能２０００万吨标准煤，“十一五”期间形成６０００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研究推行

发电权交易，逐年削减小火电机组发电上网小时数，实行按边际成本上网竞价。抓紧制定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规

范有序用电，开展能效电厂试点，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建立长效机制。 

    （二十七）严格建筑节能管理。大力推广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强化新建建筑执行能耗限额标准全过程监督

管理，实施建筑能效专项测评，对达不到标准的建筑，不得办理开工和竣工验收备案手续，不准销售使用；从２０

０８年起，所有新建商品房销售时在买卖合同等文件中要载明耗能量、节能措施等信息。建立并完善大型公共建筑

节能运行监管体系。深化供热体制改革，实行供热计量收费。今年着力抓好新建建筑施工阶段执行能耗限额标准的

监管工作，北方地区地级以上城市完成采暖费补贴“暗补”变“明补”改革，在２５个示范省市建立大型公共建筑

能耗统计、能源审计、能效公示、能耗定额制度，实现节能１２５０万吨标准煤。 

    （二十八）强化交通运输节能减排管理。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加快城市快速公交和轨道交通建设。控制

高耗油、高污染机动车发展，严格执行乘用车、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建立汽车产品燃料消耗量申报和

公示制度；严格实施国家第三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和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有条件的地方要适当提高排放标

准，继续实行财政补贴政策，加快老旧汽车报废更新。公布实施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推进替代能源汽车

产业化。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提高运输组织管理水平，促进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和有效衔接。 

    （二十九）加大实施能效标识和节能节水产品认证管理力度。加快实施强制性能效标识制度，扩大能效标识

应用范围，今年发布《实行能效标识产品目录（第三批）》。加强对能效标识的监督管理，强化社会监督、举报和投

诉处理机制，开展专项市场监督检查和抽查，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推动节能、节水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规范

认证行为，扩展认证范围，在家用电器、照明等产品领域建立有效的国际协调互认制度。 

    （三十）加强节能环保管理能力建设。建立健全节能监管监察体制，整合现有资源，加快建立地方各级节能

监察中心，抓紧组建国家节能中心。建立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污染减排监管体制。积极研究完善

环保管理体制机制问题。加快各级环境监测和监察机构标准化、信息化体系建设。扩大国家重点监控污染企业实行

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加强节能监察、节能技术服务中心及环境监测站、环保监察机构、城市排水监测站的条件建

设，适时更新监测设备和仪器，开展人员培训。加强节能减排统计能力建设，充实统计力量，适当加大投入。充分

发挥行业协会、学会在节能减排工作中的作用。 

    七、健全法制，加大监督检查执法力度 

    （三十一）健全法律法规。加快完善节能减排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处罚标准，切实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

成本高”的问题。积极推动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制定及修订工作。

加快民用建筑节能、废旧家用电器回收处理管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管理、环保设施运营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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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城市排水和污水管理、电网调度管理等方面行政法规的制定及修订工作。抓紧完成

节能监察管理、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节约用电管理、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等方面行政规章的制定及修订工作。

积极开展节约用水、废旧轮胎回收利用、包装物回收利用和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等方面立法准备工作。 

    （三十二）完善节能和环保标准。研究制订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各地区抓紧研究制订本地

区主要耗能产品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限额标准。今年要组织制订粗钢、水泥、烧碱、火电、铝等２２项高耗能产品

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包括高耗电产品电耗限额标准）以及轻型商用车等５项交通工具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

制（修）订３６项节水、节材、废弃产品回收与再利用等标准。组织制（修）订电力变压器、静电复印机、变频空

调、商用冰柜、家用电冰箱等终端用能产品（设备）能效标准。制订重点耗能企业节能标准体系编制通则，指导和

规范企业节能工作。 

    （三十三）加强烟气脱硫设施运行监管。燃煤电厂必须安装在线自动监控装置，建立脱硫设施运行台帐，加

强设施日常运行监管。２００７年底前，所有燃煤脱硫机组要与省级电网公司完成在线自动监控系统联网。对未按

规定和要求运行脱硫设施的电厂要扣减脱硫电价，加大执法监管和处罚力度，并向社会公布。完善烟气脱硫技术规

范，开展烟气脱硫工程后评估。组织开展烟气脱硫特许经营试点。 

    （三十四）强化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和监督。实行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评估制度，将评

估结果作为核拨污水处理费的重要依据。对列入国家重点环境监控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及污染物排放信息

实行向环保、建设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季报制度，限期安装在线自动监控系统，并与环保和建设部门联网。对未按规

定和要求运行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设施的城市公开通报，限期整改。对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不落实

收费政策、污水处理厂建成后一年内实际处理水量达不到设计能力６０％的，以及已建成污水处理设施但无故不运

行的地区，暂缓审批该地区项目环评，暂缓下达有关项目的国家建设资金。 

    （三十五）严格节能减排执法监督检查。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每年都要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专项检

查和监察行动，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重点耗能企业和污染源的日常监督检查，对违反节能环保法律

法规的单位公开曝光，依法查处，对重点案件挂牌督办。强化上市公司节能环保核查工作。开设节能环保违法行为

和事件举报电话和网站，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监督作用。建立节能环保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对行政不作为、执法不力、

徇私枉法、权钱交易等行为，依法追究有关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负责人的责任。 

    八、完善政策，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 

    （三十六）积极稳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煤炭价格成本构成机制。推进成品油、天然气价格改革。

完善电力峰谷分时电价办法，降低小火电价格，实施有利于烟气脱硫的电价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以及利用余

热余压、煤矸石和城市垃圾发电，实行相应的电价政策。合理调整各类用水价格，加快推行阶梯式水价、超计划超

定额用水加价制度，对国家产业政策明确的限制类、淘汰类高耗水企业实施惩罚性水价，制定支持再生水、海水淡

化水、微咸水、矿井水、雨水开发利用的价格政策，加大水资源费征收力度。按照补偿治理成本原则，提高排污单

位排污费征收标准，将二氧化硫排污费由目前的每公斤０．６３元分三年提高到每公斤１．２６元；各地根据实际

情况提高ＣＯＤ排污费标准，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加强排污费征收管理，杜绝“协议收费”和“定额收费”。

全面开征城市污水处理费并提高收费标准，吨水平均收费标准原则上不低于０．８元。提高垃圾处理收费标准，改

进征收方式。 

    （三十七）完善促进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各级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采用补助、奖励等方

式，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高效节能产品和节能新机制推广、节能管理能力建设及污染减排监管体系建设等。进

一步加大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向节能环保项目的倾斜力度。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进和完善资源开发生态补

偿机制。开展跨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继续加强和改进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和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征收管理。研

究建立高能耗农业机械和渔船更新报废经济补偿制度。 

    （三十八）制定和完善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抓紧制定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和环保产品（设备、

技术）目录及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实行节能环保项目减免企业所得税及节能环保专用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

对节能减排设备投资给予增值税进项税抵扣。完善对废旧物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对企业综合利

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征企业所得税时实行减计收入的政策。实施鼓励节能

环保型车船、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税收优惠政策。抓紧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改进计征方式，

提高税负水平。适时出台燃油税。研究开征环境税。研究促进新能源发展的税收政策。实行鼓励先进节能环保技术

设备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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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技术改

造项目的信贷支持，优先为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项目、循环经济项目提供直接融资服务。研究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

险制度。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安排中进一步突出对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环保部门与金融部门建立

环境信息通报制度，将企业环境违法信息纳入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 

    九、加强宣传，提高全民节约意识 

    （四十）将节能减排宣传纳入重大主题宣传活动。每年制订节能减排宣传方案，主要新闻媒体在重要版面、

重要时段进行系列报道，刊播节能减排公益性广告，广泛宣传节能减排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国家采取的政策措施，

宣传节能减排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大力弘扬“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风尚，提高全社会的节约环保意识。加

强对外宣传，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在节能降耗、污染减排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采取的重大举措及取得的成效，

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 

    （四十一）广泛深入持久开展节能减排宣传。组织好每年一度的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及世

界环境日、地球日、水日宣传活动。组织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社区等开展经常性的节能环保宣传，广泛开展

节能环保科普宣传活动，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观念渗透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中，从小培养儿童的节约和环

保意识。选择若干节能先进企业、机关、商厦、社区等，作为节能宣传教育基地，面向全社会开放。 

    （四十二）表彰奖励一批节能减排先进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对在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工作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组织媒体宣传节能先进典型，揭露和曝光浪费能源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反面

典型。 

    十、政府带头，发挥节能表率作用 

    （四十三）政府机构率先垂范。建设崇尚节约、厉行节约、合理消费的机关文化。建立科学的政府机构节能

目标责任和评价考核制度，制订并实施政府机构能耗定额标准，积极推进能源计量和监测，实施能耗公布制度，实

行节奖超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系统，制订和实施适应本系统特点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方案。 

    （四十四）抓好政府机构办公设施和设备节能。各级政府机构分期分批完成政府办公楼空调系统低成本改造；

开展办公区和住宅区供热节能技术改造和供热计量改造；全面开展食堂燃气灶具改造，“十一五”时期实现食堂节

气２０％；凡新建或改造的办公建筑必须采用节能材料及围护结构；及时淘汰高耗能设备，合理配置并高效利用办

公设施、设备。在中央国家机关开展政府机构办公区和住宅区节能改造示范项目。推动公务车节油，推广实行一车

一卡定点加油制度。 

    （四十五）加强政府机构节能和绿色采购。认真落实《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

采购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节能和环境标志产品清单制度，不断扩大节能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范围。

对空调机、计算机、打印机、显示器、复印机等办公设备和照明产品、用水器具，由同等优先采购改为强制采购高

效节能、节水、环境标志产品。建立节能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评审体系和监督制度，保证节能和绿色采购工作

落到实处。 

    附： 

“十一五”时期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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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1 

国发〔2011〕2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一、“十一五”时期，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

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

低 19.1%，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下降 14.29%和 12.45%，基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约

束性目标，扭转了“十五”后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上升的趋势，为保持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充分认识做好“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

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我国能源需求呈刚性增长，

受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和环境容量制约以及全球性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十二五”

时期节能减排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我国节能减排工作还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推进难度增大、

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基础工作薄弱、能力建设滞后、监管不力等问题。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改变，不但“十二五”

节能减排目标难以实现，还将严重影响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各地区、各部门要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全局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

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进一步把节能减排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作为

检验经济是否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标准，下更大决心，用更大气力，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节能

减排，加快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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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严格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进一步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有效驱动、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格局。要切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节能减

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建设，着力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进一步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

总责、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的工作要求。要进一步明确企业的节能减排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法律法

规和标准，细化和完善管理措施，落实目标任务。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大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推广力度，

真正把节能减排转化为企业和各类社会主体的内在要求。要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深入

推进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促进节能减排的良好氛围。 

  四、要全面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的组织领导，狠抓监督检查，严格考核问责。发展改革委负责承担国务院

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切实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综合协调，组织推动节能降耗工作；环境保护部为主

承担污染减排方面的工作；统计局负责加强能源统计和监测工作；其他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

各省级人民政府要立即部署本地区“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责任、分工和进度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和中央企业要按照本通知的要求，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目标责任，狠抓

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出现节能减排工作前松后紧的问题，确保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 

                             国务院 

                         二○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一、节能减排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降低能

源消耗强度、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相结合，形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

坚持强化责任、健全法制、完善政策、加强监管相结合，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坚持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

进步、强化工程措施、加强管理引导相结合，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显著减少污染物排放；进一步形成政府为

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有效驱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格局，确保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约束

性目标，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主要目标。到 2015 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到 0.869 吨标准煤（按 2005 年价格计算），

比 2010 年的 1.034 吨标准煤下降 16%，比 2005 年的 1.276 吨标准煤下降 32%；“十二五”期间，实现节约能源 6.7

亿吨标准煤。2015 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 2347.6 万吨、2086.4 万吨，比 2010 年的

2551.7 万吨、2267.8 万吨分别下降 8%；全国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 238.0 万吨、2046.2 万吨，比 2010

年的 264.4 万吨、2273.6 万吨分别下降 10%。 

  二、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 

  （三）合理分解节能减排指标。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节能潜力、环境容量及国家产业布局

等因素，将全国节能减排目标合理分解到各地区、各行业。各地区要将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层层分解落实，明

确下一级政府、有关部门、重点用能单位和重点排污单位的责任。 

  （四）健全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加强能源生产、流通、消费统计，建立和完善建筑、交通运

输、公共机构能耗统计制度以及分地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指标季度统计制度，完善统计核算与监测方法，提高

能源统计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修订完善减排统计监测和核查核算办法，统一标准和分析方法，实现监测数据共享。

加强氨氮、氮氧化物排放统计监测，建立农业源和机动车排放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完善节能减排考核办法，继续做

好全国和各地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公报工作。 

  （五）加强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把地区目标考核与行业目标评价相结合，把落实五年目标与完成年度目标

相结合，把年度目标考核与进度跟踪相结合。省级人民政府每年要向国务院报告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有关部门

每年要向国务院报告节能减排措施落实情况。国务院每年组织开展省级人民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考核

结果向社会公告。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

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纳入政府绩效和国有企业业绩管理，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并对成绩突出的地区、

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三、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六）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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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业准入门槛，强化节能、环保、土地、安全等指标约束，依法严格节能评估审查、环境影响评价、建设用地审

查，严格贷款审批。建立健全项目审批、核准、备案责任制，严肃查处越权审批、分拆审批、未批先建、边批边建

等行为，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产品出口。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必须坚持高标准，

严禁污染产业和落后生产能力转入。 

  （七）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抓紧制定重点行业“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实施方案，将任务按年度分解落实

到各地区。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指导、督促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做好职工安置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安

排资金，支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中央财政统筹支持各地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对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增加转移支

付加大支持和奖励力度。完善淘汰落后产能公告制度，对未按期完成淘汰任务的地区，严格控制国家安排的投资项

目，暂停对该地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办理核准、审批和备案手续；对未按期淘汰的企业，依法吊销排污许可证、生

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对虚假淘汰行为，依法追究企业负责人和地方政府有关人员的责任。 

  （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严格落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重点支持对产业升级带动作用大的重点项目和重污染企业搬迁

改造。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提高加工贸易准入门槛，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合理引导企业兼并重

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九）调整能源结构。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基础上发展水电，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发展核电，加

快发展天然气，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到 2015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

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 11.4%。 

  （十）提高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到 2015 年，服务业增加值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达到 47%和 8%左右。 

  四、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 

  （十一）实施节能重点工程。实施锅炉窑炉改造、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余热余压利用、节约替

代石油、建筑节能、绿色照明等节能改造工程，以及节能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合同能源管理

推广工程和节能能力建设工程。到 2015 年，工业锅炉、窑炉平均运行效率比 2010 年分别提高 5 个和 2 个百分点，

电机系统运行效率提高 2-3 个百分点，新增余热余压发电能力 2000 万千瓦，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

和节能改造 4 亿平方米以上，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5000 万平方米，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6000 万平方

米，高效节能产品市场份额大幅度提高。“十二五”时期，形成 3 亿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 

  （十二）实施污染物减排重点工程。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改造提升现有设施，强化脱

氮除磷，大力推进污泥处理处置，加强重点流域区域污染综合治理。到 2015 年，基本实现所有县和重点建制镇具

备污水处理能力，全国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 4200 万吨，新建配套管网约 16 万公里，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85%，形

成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削减能力 280 万吨、30 万吨。实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工程，形成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削减能力 140 万吨、10 万吨。实施脱硫脱硝工程，推动燃煤电厂、钢铁行业烧结机脱硫，形成二氧化硫削减能力

277 万吨；推动燃煤电厂、水泥等行业脱硝，形成氮氧化物削减能力 358 万吨。 

  （十三）实施循环经济重点工程。实施资源综合利用、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再制造

产业化、餐厨废弃物资源化、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示范推广等循环经济重点工程，建设 100 个

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80 个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示范城市、50 个“城市矿产”示范基地、5 个再制造产业集聚区、

100 个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示范工程。 

  （十四）多渠道筹措节能减排资金。节能减排重点工程所需资金主要由项目实施主体通过自有资金、金融

机构贷款、社会资金解决，各级人民政府应安排一定的资金予以支持和引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承担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的主体责任，严格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和管理，国家对重点建设项目给予适当支持。 

  五、加强节能减排管理 

  （十五）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建立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分解落实机制，制定实施方案，把总量控制

目标分解落实到地方政府，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加大考核和监督力度。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作为控制

地区能源消费增量和总量的重要措施。建立能源消费总量预测预警机制，跟踪监测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和高耗能行

业用电量等指标，对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过快的地区及时预警调控。在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以及城乡建

设和消费领域全面加强用能管理，切实改变敞开口子供应能源、无节制使用能源的现象。在大气联防联控重点区域

开展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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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依法加强年耗能万吨标准煤以上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开展万家企业

节能低碳行动，实现节能 2.5 亿吨标准煤。落实目标责任，实行能源审计制度，开展能效水平对标活动，建立健全

企业能源管理体系，扩大能源管理师试点；实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加快实施节能改造，提高能源管理水平。

地方节能主管部门每年组织对进入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的企业节能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公告考核结果。对未

完成年度节能任务的企业，强制进行能源审计，限期整改。中央企业要接受所在地区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争当行

业节能减排的排头兵。 

  （十七）加强工业节能减排。重点推进电力、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石油石化、化工、建材、造纸、纺

织、印染、食品加工等行业节能减排，明确目标任务，加强行业指导，推动技术进步，强化监督管理。发展热电联

产，推广分布式能源。开展智能电网试点。推广煤炭清洁利用，提高原煤入洗比例，加快煤层气开发利用。实施工

业和信息产业能效提升计划。推动信息数据中心、通信机房和基站节能改造。实行电力、钢铁、造纸、印染等行业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新建燃煤机组全部安装脱硫脱硝设施，现役燃煤机组必须安装脱硫设施，不能稳定达标

排放的要进行更新改造，烟气脱硫设施要按照规定取消烟气旁路。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全部加装脱

硝设施。钢铁行业全面实施烧结机烟气脱硫，新建烧结机配套安装脱硫脱硝设施。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建材等重

点行业实施脱硫改造。新型干法水泥窑实施低氮燃烧技术改造，配套建设脱硝设施。加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

点企业重金属污染防治，以湘江流域为重点开展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 

  （十八）推动建筑节能。制定并实施绿色建筑行动方案，从规划、法规、技术、标准、设计等方面全面推

进建筑节能。新建建筑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提高标准执行率。推进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

实施“节能暖房”工程，改造供热老旧管网，实行供热计量收费和能耗定额管理。做好夏热冬冷地区建筑节能改造。

推动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应用，推广使用新型节能建材和再生建材，继续推广散装水泥。加强公共建筑节能监

管体系建设，完善能源审计、能效公示，推动节能改造与运行管理。研究建立建筑使用全寿命周期管理制度，严格

建筑拆除管理。加强城市照明管理，严格防止和纠正过度装饰和亮化。 

  （十九）推进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优化交通运输结构。积极发展城市公共交

通，科学合理配置城市各种交通资源，有序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提高铁路电气化比重。实施低碳交通运输体系

建设城市试点，深入开展“车船路港”千家企业低碳交通运输专项行动，推广公路甩挂运输，全面推行不停车收费

系统，实施内河船型标准化，优化航路航线，推进航空、远洋运输业节能减排。开展机场、码头、车站节能改造。

加速淘汰老旧汽车、机车、船舶，基本淘汰 2005 年以前注册运营的“黄标车”，加快提升车用燃油品质。实施第四

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在有条件的重点城市和地区逐步实施第五阶段排放标准。全面推行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探

索城市调控机动车保有总量，积极推广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二十）促进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加快淘汰老旧农用机具，推广农用节能机械、设备和渔船。推进节能

型住宅建设，推动省柴节煤灶更新换代，开展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发展户用沼气和大中型沼气，加强运行管理

和维护服务。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农村清洁工程，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配套建设

废弃物处理设施的比例达到 50%以上，鼓励污染物统一收集、集中处理。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分布式、低成本、易维

护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鼓励使用高效、安全、低毒农药，推动有机农业发展。 

  （二十一）推动商业和民用节能。在零售业等商贸服务和旅游业开展节能减排行动，加快设施节能改造，

严格用能管理，引导消费行为。宾馆、商厦、写字楼、机场、车站等要严格执行夏季、冬季空调温度设置标准。在

居民中推广使用高效节能家电、照明产品，鼓励购买节能环保型汽车，支持乘用公共交通，提倡绿色出行。减少一

次性用品使用，限制过度包装，抑制不合理消费。 

  （二十二）加强公共机构节能减排。公共机构新建建筑实行更加严格的建筑节能标准。加快公共机构办公

区节能改造，完成办公建筑节能改造 6000 万平方米。国家机关供热实行按热量收费。开展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

位创建活动，创建 2000 家示范单位。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严格用车油耗定额管理，提高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比

例。建立完善公共机构能源审计、能效公示和能耗定额管理制度，加强能耗监测平台和节能监管体系建设。支持军

队重点用能设施设备节能改造。 

  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二十三）加强对发展循环经济的宏观指导。研究提出进一步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见。编制全国循环经

济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专项规划，指导各地做好规划编制和实施工作。研究制定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目录。制定循

环经济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及实施方案。深化循环经济示范试点，推广循环经济典型模式。建立完善循环经济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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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评价制度。 

  （二十四）全面推行清洁生产。编制清洁生产推行规划，制（修）订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发布重点行

业清洁生产推行方案。重点围绕主要污染物减排和重金属污染治理，全面推进农业、工业、建筑、商贸服务等领域

清洁生产示范，从源头和全过程控制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降低资源消耗。发布清洁生产审核方案，公布清洁生产强

制审核企业名单。实施清洁生产示范工程，推广应用清洁生产技术。 

  （二十五）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加强共伴生矿产资源及尾矿综合利用，建设绿色矿山。推动煤矸石、粉煤

灰、工业副产石膏、冶炼和化工废渣、建筑和道路废弃物以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农林废物资源化利用，大力发

展利废新型建筑材料。废弃物实现就地消化，减少转移。到 2015 年，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72%以上。 

  （二十六）加快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化。加快“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推进再生资源规模化利用。培育

一批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矿山机械、办公用品等再制造示范企业，发布再制造产品目录，完善再制造旧件回收

体系和再制造产品标准体系，推动再制造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加快建设城市社区和乡村回收站点、分拣中心、

集散市场“三位一体”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二十七）促进垃圾资源化利用。健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制度，完善分类回收、密闭运输、集中处理

体系。鼓励开展垃圾焚烧发电和供热、填埋气体发电、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鼓励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协同处理城

市生活垃圾和污泥。 

  （二十八）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实施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定区域、行

业和产品用水效率指标体系。推广普及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加快重点用水行业节水技术改造，提高工业用水循环利

用率。加强城乡生活节水，推广应用节水器具。推进再生水、矿井水、海水等非传统水资源利用。建设海水淡化及

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创建示范城市。到 2015 年，实现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 30%。 

  七、加快节能减排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 

  （二十九）加快节能减排共性和关键技术研发。在国家、部门和地方相关科技计划和专项中，加大对节能

减排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继续推进节能减排科技专项行动，组织高效节能、废物资源化以及

小型分散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共性、关键和前沿技术攻关。组建一批国家级节能减排工程实验室及专家

队伍。推动组建节能减排技术与装备产业联盟，继续通过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加大节能减排科技研发力度。

加强资源环境高技术领域创新团队和研发基地建设。 

  （三十）加大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示范。实施节能减排重大技术与装备产业化工程，重点支持稀土永磁无

铁芯电机、半导体照明、低品位余热利用、地热和浅层地温能应用、生物脱氮除磷、烧结机烟气脱硫脱硝一体化、

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污泥和垃圾渗滤液处理处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资源化、金属无害化处理等关键技术与设备

产业化，加快产业化基地建设。 

  （三十一）加快节能减排技术推广应用。编制节能减排技术政策大纲。继续发布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

录、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建立节能减排技术遴选、评定及推广机制。重点推广能量梯级利用、

低温余热发电、先进煤气化、高压变频调速、干熄焦、蓄热式加热炉、吸收式热泵供暖、冰蓄冷、高效换热器，以

及干法和半干法烟气脱硫、膜生物反应器、选择性催化还原氮氧化物控制等节能减排技术。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

政府在节能环保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加大推广力度。 

  八、完善节能减排经济政策 

  （三十二）推进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煤、电、油、气、水、矿产等资源

性产品价格关系。推行居民用电、用水阶梯价格。完善电力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深化供热体制改革，全面推行供热

计量收费。对能源消耗超过国家和地区规定的单位产品能耗（电耗）限额标准的企业和产品，实行惩罚性电价。各

地可在国家规定基础上，按程序加大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实施力度。严格落实脱硫电价，研究制定燃煤电厂烟气

脱硝电价政策。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费政策，研究将污泥处理费用逐步纳入污水处理成本问题。改革垃圾处理收费

方式，加大征收力度，降低征收成本。 

  （三十三）完善财政激励政策。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中央财政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加快节能

减排重点工程实施和能力建设。深化“以奖代补”、“以奖促治”以及采用财政补贴方式推广高效节能家用电器、照

明产品、节能汽车、高效电机产品等支持机制，强化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继续支持企业实施

节能减排项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节能减排的投入。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完善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制度，

逐步提高节能环保产品比重，研究实行节能环保服务政府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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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健全税收支持政策。落实国家支持节能减排所得税、增值税等优惠政策。积极推进资源税费改

革，将原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税计征办法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并适当提高税负水平，依法清理取消涉及矿产

资源的不合理收费基金项目。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选择防治任务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护税，逐

步扩大征收范围。完善和落实资源综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进出口税收政策，遏制高耗能、

高排放产品出口。对用于制造大型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设备确有必要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抓紧研究制定税

收优惠政策。 

  （三十五）强化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各类金融机构对节能减排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适

合节能减排项目特点的信贷管理模式。引导各类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社会捐赠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增加

对节能减排领域的投入。提高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贷款门槛，将企业环境违法信息纳入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和银

监会信息披露系统，与企业信用等级评定、贷款及证券融资联动。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重点区域涉重金属企业

应当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建立银行绿色评级制度，将绿色信贷成效与银行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评价、机构准入、

业务发展相挂钩。 

  九、强化节能减排监督检查 

  （三十六）健全节能环保法律法规。推进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加快制定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机

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等行政法规。修订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能效标识管理办法、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等部

门规章。 

  （三十七）严格节能评估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把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对

年度减排目标未完成、重点减排项目未按目标责任书落实的地区和企业，实行阶段性环评限批。对未通过能评、环

评审查的投资项目，有关部门不得审批、核准、批准开工建设，不得发放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排污许可

证，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有关单位不得供水、供电。加强能评和环评审查的监督管理，严肃查处各种违规审批

行为。能评费用由节能审查机关同级财政部门安排。 

  （三十八）加强重点污染源和治理设施运行监管。严格排污许可证管理。强化重点流域、重点地区、重点

行业污染源监管，适时发布主要污染物超标严重的国家重点环境监控企业名单。列入国家重点环境监控范围的电力、

钢铁、造纸、印染等重点行业的企业，要安装运行管理监控平台和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系统，定期报告运行情况及

污染物排放信息，推动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联网共享。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厂监控平台建设，提高污水收集率，做好

运行和污染物削减评估考核，考核结果作为核拨污水处理费的重要依据。对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收费

政策不落实、污水处理厂建成后一年内实际处理水量达不到设计能力 60%，以及已建成污水处理设施但无故不运行

的地区，暂缓审批该城市项目环评，暂缓下达有关项目的国家建设资金。 

  （三十九）加强节能减排执法监督。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专项检查，督促各项措施落实，严

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重点用能单位和重点污染源的执法检查力度，加大对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和建筑

施工阶段标准执行情况、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情况，以及节能环保产品质量和能效

标识的监督检查力度。对严重违反节能环保法律法规，未按要求淘汰落后产能、违规使用明令淘汰用能设备、虚标

产品能效标识、减排设施未按要求运行等行为，公开通报或挂牌督办，限期整改，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实

行节能减排执法责任制，对行政不作为、执法不严等行为，严肃追究有关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负责人的责任。 

  十、推广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 

  （四十）加大能效标识和节能环保产品认证实施力度。扩大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标识实施范围，加强宣传和

政策激励，引导消费者购买高效节能产品。继续推进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环保装备认证，规范认证行为，扩

展认证范围，建立有效的国际协调互认机制。加强标识、认证质量的监管。 

  （四十一）建立“领跑者”标准制度。研究确定高耗能产品和终端用能产品的能效先进水平，制定“领跑

者”能效标准，明确实施时限。将“领跑者”能效标准与新上项目能评审查、节能产品推广应用相结合，推动企业

技术进步，加快标准的更新换代，促进能效水平快速提升。 

  （四十二）加强节能发电调度和电力需求侧管理。改革发电调度方式，电网企业要按照节能、经济的原则，

优先调度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以及余热余压、煤层气、填埋气、煤矸石和垃圾等发电上网，优先安排节

能、环保、高效火电机组发电上网。研究推行发电权交易。电网企业要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公布节能发电调

度信息，电力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节能发电调度工作的监督。落实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制定配套政策，规范有序用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539 页 共 3277 页 

电。以建设技术支撑平台为基础，开展城市综合试点，推广能效电厂。 

  （四十三）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落实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扶持政策，引导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采用合

同能源管理方式为用能单位实施节能改造，扶持壮大节能服务产业。研究建立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节能量审核和交易

制度，培育第三方审核评估机构。鼓励大型重点用能单位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组建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

引导和支持各类融资担保机构提供风险分担服务。 

  （四十四）推进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完善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建立健全排污

权交易市场，研究制定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的指导意见。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建立自愿减排机制，推进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四十五）推行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行特许经营。总结燃煤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试点经验，完善相关政

策措施。鼓励采用多种建设运营模式开展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工业园区污染物集中治理，确保处理设施稳定高效运

行。实行环保设施运营资质许可制度，推进环保设施的专业化、社会化运营服务。完善市场准入机制，规范市场行

为，打破地方保护，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十一、加强节能减排基础工作和能力建设 

  （四十六）加快节能环保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制（修）订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产品能效和污染物

排放等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建筑节能标准和设计规范，提高准入门槛。制定和完善环保产品及装备标准。完善机

动车燃油消耗量限值标准、低速汽车排放标准。制（修）订轻型汽车第五阶段排放标准，颁布实施第四、第五阶段

车用燃油国家标准。建立满足氨氮、氮氧化物控制目标要求的排放标准。鼓励地方依法制定更加严格的节能环保地

方标准。 

  （四十七）强化节能减排管理能力建设。建立健全节能管理、监察、服务“三位一体”的节能管理体系，

加强政府节能管理能力建设，完善机构，充实人员。加强节能监察机构能力建设，配备监测和检测设备，加强人员

培训，提高执法能力，完善覆盖全国的省、市、县三级节能监察体系。继续推进能源统计能力建设。推动重点用能

单位按要求配备计量器具，推行能源计量数据在线采集、实时监测。开展城市能源计量建设示范。加强减排监管能

力建设，推进环境监管机构标准化，提高污染源监测、机动车污染监控、农业源污染检测和减排管理能力，建立健

全国家、省、市三级减排监控体系，加强人员培训和队伍建设。 

  十二、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 

  （四十八）加强节能减排宣传教育。把节能减排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体系以及基础教育、高

等教育、职业教育体系。组织好全国节能宣传周、世界环境日等主题宣传活动，加强日常性节能减排宣传教育。新

闻媒体要积极宣传节能减排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国家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宣传先进典型，普及节能减

排知识和方法，加强舆论监督和对外宣传，积极为节能减排营造良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 

  （四十九）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抓好家庭社区、青少年、企业、学校、军营、农村、政府机构、

科技、科普和媒体等十个节能减排专项行动，通过典型示范、专题活动、展览展示、岗位创建、合理化建议等多种

形式，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发挥职工节能减排义务监督员队伍作用，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生

产方式、消费模式和生活习惯。 

  （五十）政府机关带头节能减排。各级人民政府机关要将节能减排作为机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健

全规章制度，落实岗位责任，细化管理措施，树立节约意识，践行节约行动，作节能减排的表率。 

  附件：1.“十二五”各地区节能目标 

     2.“十二五”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3.“十二五”各地区氨氮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4.“十二五”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5.“十二五”各地区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 

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1〕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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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

认真贯彻执行。 

  一、“十一五”时期，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把节能

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取得了显著

成效。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19.1%，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下降

14.29%和 12.45%，基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约束性目标，扭转了“十五”后期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上升的趋势，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奠定了坚

实基础。 

  二、充分认识做好“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十二五”时

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

构持续升级，我国能源需求呈刚性增长，受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和环境容量制约以及全球性能源

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十二五”时期节能减排形势仍然十分严

峻，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我国节能减排工作还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推进难度增大、激励约

束机制不健全、基础工作薄弱、能力建设滞后、监管不力等问题。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改变，不

但“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难以实现，还将严重影响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各地区、各部门要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全局意识、危

机意识和责任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进一步把节能减排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作为检验经济是否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标准，下更大决

心，用更大气力，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快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严格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进一步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有效驱动、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格局。要切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

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建设，着力健全激励和约束机

制，进一步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总责、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

的工作要求。要进一步明确企业的节能减排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细

化和完善管理措施，落实目标任务。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大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推

广力度，真正把节能减排转化为企业和各类社会主体的内在要求。要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资

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促进节能减

排的良好氛围。 

  四、要全面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的组织领导，狠抓监督检查，严格考核问责。发展改革委

负责承担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切实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综合协调，组织

推动节能降耗工作；环境保护部为主承担污染减排方面的工作；统计局负责加强能源统计和监

测工作；其他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各省级人民政府要立即部署本地区

“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责任、分工和进度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和中央企业要按照本通知的要求，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

目标责任，狠抓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出现节能减排工作前松后紧的问题，确保实现“十二五”

节能减排目标。 

                             国务院 

                         二○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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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一、节能减排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坚持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相结合，形成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坚持强化责任、健全法制、完善政策、加强监管相结合，

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坚持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进步、强化工程措施、加强管理引导

相结合，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显著减少污染物排放；进一步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

体、市场有效驱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格局，确保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

约束性目标，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主要目标。到 201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到 0.869吨标准煤（按

2005 年价格计算），比 2010年的 1.034 吨标准煤下降 16%，比 2005 年的 1.276吨标准煤下降

32%；“十二五”期间，实现节约能源 6.7亿吨标准煤。2015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

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 2347.6万吨、2086.4 万吨，比 2010年的 2551.7 万吨、2267.8万吨分别

下降 8%；全国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 238.0万吨、2046.2 万吨，比 2010年的

264.4 万吨、2273.6万吨分别下降 10%。 

  二、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 

  （三）合理分解节能减排指标。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节能潜力、环境容量

及国家产业布局等因素，将全国节能减排目标合理分解到各地区、各行业。各地区要将国家下

达的节能减排指标层层分解落实，明确下一级政府、有关部门、重点用能单位和重点排污单位

的责任。 

  （四）健全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加强能源生产、流通、消费统计，建立和完

善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能耗统计制度以及分地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指标季度统计制

度，完善统计核算与监测方法，提高能源统计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修订完善减排统计监测和核

查核算办法，统一标准和分析方法，实现监测数据共享。加强氨氮、氮氧化物排放统计监测，

建立农业源和机动车排放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完善节能减排考核办法，继续做好全国和各地区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公报工作。 

  （五）加强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把地区目标考核与行业目标评价相结合，把落实五年目标

与完成年度目标相结合，把年度目标考核与进度跟踪相结合。省级人民政府每年要向国务院报

告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有关部门每年要向国务院报告节能减排措施落实情况。国务院每年

组织开展省级人民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告。强化考核结果运

用，将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

要内容，纳入政府绩效和国有企业业绩管理，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并对成绩突出的

地区、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三、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六）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新上

项目，进一步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强化节能、环保、土地、安全等指标约束，依法严格节能评

估审查、环境影响评价、建设用地审查，严格贷款审批。建立健全项目审批、核准、备案责任

制，严肃查处越权审批、分拆审批、未批先建、边批边建等行为，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严

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产品出口。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必须坚持高标准，严禁污染产业和

落后生产能力转入。 

  （七）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抓紧制定重点行业“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实施方案，将任务

按年度分解落实到各地区。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指导、督促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做好职工安

置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安排资金，支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中央财政统筹支持各地

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对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增加转移支付加大支持和奖励力度。完善淘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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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产能公告制度，对未按期完成淘汰任务的地区，严格控制国家安排的投资项目，暂停对该地

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办理核准、审批和备案手续；对未按期淘汰的企业，依法吊销排污许可

证、生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对虚假淘汰行为，依法追究企业负责人和地方政府有关人

员的责任。 

  （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严格落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运用高新技术

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重点支持对产业升级带动

作用大的重点项目和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提高加工贸易

准入门槛，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合理引导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九）调整能源结构。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基础上发展水电，在确保安全的基础

上发展核电，加快发展天然气，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

能源。到 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 11.4%。 

  （十）提高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到 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达到 47%和 8%左右。 

  四、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 

  （十一）实施节能重点工程。实施锅炉窑炉改造、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余热余

压利用、节约替代石油、建筑节能、绿色照明等节能改造工程，以及节能技术产业化示范工

程、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合同能源管理推广工程和节能能力建设工程。到 2015年，工业锅

炉、窑炉平均运行效率比 2010年分别提高 5个和 2个百分点，电机系统运行效率提高 2-3个

百分点，新增余热余压发电能力 2000 万千瓦，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

造 4 亿平方米以上，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5000万平方米，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6000 万平方米，高效节能产品市场份额大幅度提高。“十二五”时期，形成 3亿吨标准煤的节

能能力。 

  （十二）实施污染物减排重点工程。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改造提升现

有设施，强化脱氮除磷，大力推进污泥处理处置，加强重点流域区域污染综合治理。到 2015

年，基本实现所有县和重点建制镇具备污水处理能力，全国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 4200万吨，

新建配套管网约 16万公里，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85%，形成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削减能力 280万

吨、30万吨。实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工程，形成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削减能力 140万

吨、10万吨。实施脱硫脱硝工程，推动燃煤电厂、钢铁行业烧结机脱硫，形成二氧化硫削减能

力 277 万吨；推动燃煤电厂、水泥等行业脱硝，形成氮氧化物削减能力 358万吨。 

  （十三）实施循环经济重点工程。实施资源综合利用、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城市矿产”

示范基地、再制造产业化、餐厨废弃物资源化、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示范

推广等循环经济重点工程，建设 100 个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80 个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示范城

市、50个“城市矿产”示范基地、5个再制造产业集聚区、100个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和无害化处理示范工程。 

  （十四）多渠道筹措节能减排资金。节能减排重点工程所需资金主要由项目实施主体通过

自有资金、金融机构贷款、社会资金解决，各级人民政府应安排一定的资金予以支持和引导。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承担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的主体责任，严格城镇污水处

理费征收和管理，国家对重点建设项目给予适当支持。 

  五、加强节能减排管理 

  （十五）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建立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分解落实机制，制定实施方

案，把总量控制目标分解落实到地方政府，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加大考核和监督力度。将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作为控制地区能源消费增量和总量的重要措施。建立能源消费总量

预测预警机制，跟踪监测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和高耗能行业用电量等指标，对能源消费总量增

长过快的地区及时预警调控。在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以及城乡建设和消费领域全

面加强用能管理，切实改变敞开口子供应能源、无节制使用能源的现象。在大气联防联控重点

区域开展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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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依法加强年耗能万吨标准煤以上用能单位节能管

理，开展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现节能 2.5亿吨标准煤。落实目标责任，实行能源审计制

度，开展能效水平对标活动，建立健全企业能源管理体系，扩大能源管理师试点；实行能源利

用状况报告制度，加快实施节能改造，提高能源管理水平。地方节能主管部门每年组织对进入

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的企业节能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公告考核结果。对未完成年度节能

任务的企业，强制进行能源审计，限期整改。中央企业要接受所在地区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

争当行业节能减排的排头兵。 

  （十七）加强工业节能减排。重点推进电力、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石油石化、化工、

建材、造纸、纺织、印染、食品加工等行业节能减排，明确目标任务，加强行业指导，推动技

术进步，强化监督管理。发展热电联产，推广分布式能源。开展智能电网试点。推广煤炭清洁

利用，提高原煤入洗比例，加快煤层气开发利用。实施工业和信息产业能效提升计划。推动信

息数据中心、通信机房和基站节能改造。实行电力、钢铁、造纸、印染等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新建燃煤机组全部安装脱硫脱硝设施，现役燃煤机组必须安装脱硫设施，不能稳定

达标排放的要进行更新改造，烟气脱硫设施要按照规定取消烟气旁路。单机容量 30万千瓦及

以上燃煤机组全部加装脱硝设施。钢铁行业全面实施烧结机烟气脱硫，新建烧结机配套安装脱

硫脱硝设施。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建材等重点行业实施脱硫改造。新型干法水泥窑实施低氮

燃烧技术改造，配套建设脱硝设施。加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重金属污染防治，以

湘江流域为重点开展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 

  （十八）推动建筑节能。制定并实施绿色建筑行动方案，从规划、法规、技术、标准、设

计等方面全面推进建筑节能。新建建筑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提高标准执行率。推进北方采

暖地区既有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实施“节能暖房”工程，改造供热老旧管网，实行供热

计量收费和能耗定额管理。做好夏热冬冷地区建筑节能改造。推动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应

用，推广使用新型节能建材和再生建材，继续推广散装水泥。加强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

设，完善能源审计、能效公示，推动节能改造与运行管理。研究建立建筑使用全寿命周期管理

制度，严格建筑拆除管理。加强城市照明管理，严格防止和纠正过度装饰和亮化。 

  （十九）推进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优化交通运输结构。积极

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科学合理配置城市各种交通资源，有序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提高铁路

电气化比重。实施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城市试点，深入开展“车船路港”千家企业低碳交通

运输专项行动，推广公路甩挂运输，全面推行不停车收费系统，实施内河船型标准化，优化航

路航线，推进航空、远洋运输业节能减排。开展机场、码头、车站节能改造。加速淘汰老旧汽

车、机车、船舶，基本淘汰 2005年以前注册运营的“黄标车”，加快提升车用燃油品质。实

施第四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在有条件的重点城市和地区逐步实施第五阶段排放标准。全面推

行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探索城市调控机动车保有总量，积极推广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二十）促进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加快淘汰老旧农用机具，推广农用节能机械、设备和

渔船。推进节能型住宅建设，推动省柴节煤灶更新换代，开展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发展户

用沼气和大中型沼气，加强运行管理和维护服务。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实施农村清洁工程，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配套建设废弃物处理设施的比例达到 50%以

上，鼓励污染物统一收集、集中处理。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分布式、低成本、易维护的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鼓励使用高效、安全、低毒农药，推动有机农业发展。 

  （二十一）推动商业和民用节能。在零售业等商贸服务和旅游业开展节能减排行动，加快

设施节能改造，严格用能管理，引导消费行为。宾馆、商厦、写字楼、机场、车站等要严格执

行夏季、冬季空调温度设置标准。在居民中推广使用高效节能家电、照明产品，鼓励购买节能

环保型汽车，支持乘用公共交通，提倡绿色出行。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限制过度包装，抑制

不合理消费。 

  （二十二）加强公共机构节能减排。公共机构新建建筑实行更加严格的建筑节能标准。加

快公共机构办公区节能改造，完成办公建筑节能改造 6000万平方米。国家机关供热实行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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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收费。开展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创建 2000家示范单位。推进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严格用车油耗定额管理，提高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比例。建立完善公共机构能源审计、能

效公示和能耗定额管理制度，加强能耗监测平台和节能监管体系建设。支持军队重点用能设施

设备节能改造。 

  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二十三）加强对发展循环经济的宏观指导。研究提出进一步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见。

编制全国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专项规划，指导各地做好规划编制和实施工作。研究制

定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目录。制定循环经济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及实施方案。深化循环经济

示范试点，推广循环经济典型模式。建立完善循环经济统计评价制度。 

  （二十四）全面推行清洁生产。编制清洁生产推行规划，制（修）订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

系，发布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推行方案。重点围绕主要污染物减排和重金属污染治理，全面推进

农业、工业、建筑、商贸服务等领域清洁生产示范，从源头和全过程控制污染物产生和排放，

降低资源消耗。发布清洁生产审核方案，公布清洁生产强制审核企业名单。实施清洁生产示范

工程，推广应用清洁生产技术。 

  （二十五）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加强共伴生矿产资源及尾矿综合利用，建设绿色矿山。推

动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副产石膏、冶炼和化工废渣、建筑和道路废弃物以及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农林废物资源化利用，大力发展利废新型建筑材料。废弃物实现就地消化，减少转移。

到 2015 年，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72%以上。 

  （二十六）加快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化。加快“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推进再生资源规

模化利用。培育一批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矿山机械、办公用品等再制造示范企业，发布再

制造产品目录，完善再制造旧件回收体系和再制造产品标准体系，推动再制造的规模化、产业

化发展。加快建设城市社区和乡村回收站点、分拣中心、集散市场“三位一体”的再生资源回

收体系。 

  （二十七）促进垃圾资源化利用。健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制度，完善分类回收、密闭

运输、集中处理体系。鼓励开展垃圾焚烧发电和供热、填埋气体发电、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鼓励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协同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和污泥。 

  （二十八）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实施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

理，制定区域、行业和产品用水效率指标体系。推广普及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加快重点用水行

业节水技术改造，提高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加强城乡生活节水，推广应用节水器具。推进再

生水、矿井水、海水等非传统水资源利用。建设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创建示范城

市。到 2015年，实现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 30%。 

  七、加快节能减排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 

  （二十九）加快节能减排共性和关键技术研发。在国家、部门和地方相关科技计划和专项

中，加大对节能减排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继续推进节能减排科技专项行

动，组织高效节能、废物资源化以及小型分散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共性、关键和前

沿技术攻关。组建一批国家级节能减排工程实验室及专家队伍。推动组建节能减排技术与装备

产业联盟，继续通过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加大节能减排科技研发力度。加强资源环境高

技术领域创新团队和研发基地建设。 

  （三十）加大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示范。实施节能减排重大技术与装备产业化工程，重点

支持稀土永磁无铁芯电机、半导体照明、低品位余热利用、地热和浅层地温能应用、生物脱氮

除磷、烧结机烟气脱硫脱硝一体化、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污泥和垃圾渗滤液处理处置、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资源化、金属无害化处理等关键技术与设备产业化，加快产业化基地建设。 

  （三十一）加快节能减排技术推广应用。编制节能减排技术政策大纲。继续发布国家重点

节能技术推广目录、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建立节能减排技术遴选、评定及

推广机制。重点推广能量梯级利用、低温余热发电、先进煤气化、高压变频调速、干熄焦、蓄

热式加热炉、吸收式热泵供暖、冰蓄冷、高效换热器，以及干法和半干法烟气脱硫、膜生物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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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器、选择性催化还原氮氧化物控制等节能减排技术。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政府在节能环保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加大推广力度。 

  八、完善节能减排经济政策 

  （三十二）推进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煤、电、油、气、

水、矿产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关系。推行居民用电、用水阶梯价格。完善电力峰谷分时电价政

策。深化供热体制改革，全面推行供热计量收费。对能源消耗超过国家和地区规定的单位产品

能耗（电耗）限额标准的企业和产品，实行惩罚性电价。各地可在国家规定基础上，按程序加

大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实施力度。严格落实脱硫电价，研究制定燃煤电厂烟气脱硝电价政

策。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费政策，研究将污泥处理费用逐步纳入污水处理成本问题。改革垃圾

处理收费方式，加大征收力度，降低征收成本。 

  （三十三）完善财政激励政策。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中央财政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的投入

力度，加快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实施和能力建设。深化“以奖代补”、“以奖促治”以及采用财

政补贴方式推广高效节能家用电器、照明产品、节能汽车、高效电机产品等支持机制，强化财

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继续支持企业实施节能减排项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要加大对节能减排的投入。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完善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制度，逐步提高节能

环保产品比重，研究实行节能环保服务政府采购。 

  （三十四）健全税收支持政策。落实国家支持节能减排所得税、增值税等优惠政策。积极

推进资源税费改革，将原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税计征办法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并适当提

高税负水平，依法清理取消涉及矿产资源的不合理收费基金项目。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选

择防治任务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护税，逐步扩大征收范围。完善和落实资源综

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进出口税收政策，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产品出

口。对用于制造大型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设备确有必要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抓紧研究

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三十五）强化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各类金融机构对节能减排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

金融机构创新适合节能减排项目特点的信贷管理模式。引导各类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

业、社会捐赠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增加对节能减排领域的投入。提高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贷款

门槛，将企业环境违法信息纳入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和银监会信息披露系统，与企业信用等

级评定、贷款及证券融资联动。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重点区域涉重金属企业应当购买环境

污染责任保险。建立银行绿色评级制度，将绿色信贷成效与银行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评价、机构

准入、业务发展相挂钩。 

  九、强化节能减排监督检查 

  （三十六）健全节能环保法律法规。推进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

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加快制定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排污许可证

管理条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等行政法规。修订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管理办法、能效标识管理办法、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 

  （三十七）严格节能评估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把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

的前置条件，对年度减排目标未完成、重点减排项目未按目标责任书落实的地区和企业，实行

阶段性环评限批。对未通过能评、环评审查的投资项目，有关部门不得审批、核准、批准开工

建设，不得发放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排污许可证，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有关单

位不得供水、供电。加强能评和环评审查的监督管理，严肃查处各种违规审批行为。能评费用

由节能审查机关同级财政部门安排。 

  （三十八）加强重点污染源和治理设施运行监管。严格排污许可证管理。强化重点流域、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污染源监管，适时发布主要污染物超标严重的国家重点环境监控企业名

单。列入国家重点环境监控范围的电力、钢铁、造纸、印染等重点行业的企业，要安装运行管

理监控平台和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系统，定期报告运行情况及污染物排放信息，推动污染源自

动监控数据联网共享。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厂监控平台建设，提高污水收集率，做好运行和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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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削减评估考核，考核结果作为核拨污水处理费的重要依据。对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

后、收费政策不落实、污水处理厂建成后一年内实际处理水量达不到设计能力 60%，以及已建

成污水处理设施但无故不运行的地区，暂缓审批该城市项目环评，暂缓下达有关项目的国家建

设资金。 

  （三十九）加强节能减排执法监督。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专项检查，督促各

项措施落实，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重点用能单位和重点污染源的执法检查力度，加

大对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和建筑施工阶段标准执行情况、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

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情况，以及节能环保产品质量和能效标识的监督检查力度。对严重违反节

能环保法律法规，未按要求淘汰落后产能、违规使用明令淘汰用能设备、虚标产品能效标识、

减排设施未按要求运行等行为，公开通报或挂牌督办，限期整改，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

理。实行节能减排执法责任制，对行政不作为、执法不严等行为，严肃追究有关主管部门和执

法机构负责人的责任。 

  十、推广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 

  （四十）加大能效标识和节能环保产品认证实施力度。扩大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标识实施范

围，加强宣传和政策激励，引导消费者购买高效节能产品。继续推进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

品、环保装备认证，规范认证行为，扩展认证范围，建立有效的国际协调互认机制。加强标

识、认证质量的监管。 

  （四十一）建立“领跑者”标准制度。研究确定高耗能产品和终端用能产品的能效先进水

平，制定“领跑者”能效标准，明确实施时限。将“领跑者”能效标准与新上项目能评审查、

节能产品推广应用相结合，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加快标准的更新换代，促进能效水平快速提

升。 

  （四十二）加强节能发电调度和电力需求侧管理。改革发电调度方式，电网企业要按照节

能、经济的原则，优先调度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以及余热余压、煤层气、填埋气、

煤矸石和垃圾等发电上网，优先安排节能、环保、高效火电机组发电上网。研究推行发电权交

易。电网企业要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公布节能发电调度信息，电力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节

能发电调度工作的监督。落实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制定配套政策，规范有序用电。以建设技

术支撑平台为基础，开展城市综合试点，推广能效电厂。 

  （四十三）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落实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扶持政策，引导专业化节能

服务公司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为用能单位实施节能改造，扶持壮大节能服务产业。研究建立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节能量审核和交易制度，培育第三方审核评估机构。鼓励大型重点用能单位

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组建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引导和支持各类融资担保机构提供

风险分担服务。 

  （四十四）推进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完善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

点，建立健全排污权交易市场，研究制定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的指导意见。开展碳排放

交易试点，建立自愿减排机制，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四十五）推行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行特许经营。总结燃煤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试点经

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鼓励采用多种建设运营模式开展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工业园区污染物

集中治理，确保处理设施稳定高效运行。实行环保设施运营资质许可制度，推进环保设施的专

业化、社会化运营服务。完善市场准入机制，规范市场行为，打破地方保护，为企业创造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 

  十一、加强节能减排基础工作和能力建设 

  （四十六）加快节能环保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制（修）订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产

品能效和污染物排放等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建筑节能标准和设计规范，提高准入门槛。制定

和完善环保产品及装备标准。完善机动车燃油消耗量限值标准、低速汽车排放标准。制（修）

订轻型汽车第五阶段排放标准，颁布实施第四、第五阶段车用燃油国家标准。建立满足氨氮、

氮氧化物控制目标要求的排放标准。鼓励地方依法制定更加严格的节能环保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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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七）强化节能减排管理能力建设。建立健全节能管理、监察、服务“三位一体”的

节能管理体系，加强政府节能管理能力建设，完善机构，充实人员。加强节能监察机构能力建

设，配备监测和检测设备，加强人员培训，提高执法能力，完善覆盖全国的省、市、县三级节

能监察体系。继续推进能源统计能力建设。推动重点用能单位按要求配备计量器具，推行能源

计量数据在线采集、实时监测。开展城市能源计量建设示范。加强减排监管能力建设，推进环

境监管机构标准化，提高污染源监测、机动车污染监控、农业源污染检测和减排管理能力，建

立健全国家、省、市三级减排监控体系，加强人员培训和队伍建设。 

  十二、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 

  （四十八）加强节能减排宣传教育。把节能减排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体系以

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体系。组织好全国节能宣传周、世界环境日等主题宣传活

动，加强日常性节能减排宣传教育。新闻媒体要积极宣传节能减排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国家

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宣传先进典型，普及节能减排知识和方法，加强舆论监督和对

外宣传，积极为节能减排营造良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 

  （四十九）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抓好家庭社区、青少年、企业、学校、军营、农

村、政府机构、科技、科普和媒体等十个节能减排专项行动，通过典型示范、专题活动、展览

展示、岗位创建、合理化建议等多种形式，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发挥职工节能减排

义务监督员队伍作用，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生活习惯。 

  （五十）政府机关带头节能减排。各级人民政府机关要将节能减排作为机关工作的一项重

要任务来抓，健全规章制度，落实岗位责任，细化管理措施，树立节约意识，践行节约行动，

作节能减排的表率。 

  附件：1.“十二五”各地区节能目标 

     2.“十二五”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3.“十二五”各地区氨氮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4.“十二五”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5.“十二五”各地区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附件 1： 

“十二五”各地区节能目标 

地区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  

“十一五”时期  

“十

二

五”

时期  

2006-

2015

年累

计 

全国  19.06  16  32.01 

北京  26.59  17  39.07 

天津  21.00  18  35.22 

河北  20.11  17  33.69 

山西  22.66  16  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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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22.62  15  34.23 

辽宁  20.01  17  33.61 

吉林  22.04  16  34.51 

黑龙江  20.79  16  33.46 

上海  20.00  18  34.40 

江苏  20.45  18  34.77 

浙江  20.01  18  34.41 

安徽  20.36  16  33.10 

福建  16.45  16  29.82 

江西  20.04  16  32.83 

山东  22.09  17  35.33 

河南  20.12  16  32.90 

湖北  21.67  16  34.20 

湖南  20.43  16  33.16 

广东  16.42  18  31.46 

广西  15.22  15  27.94 

海南  12.14  10  20.93 

重庆  20.95  16  33.60 

四川  20.31  16  33.06 

贵州  20.06  15  32.05 

云南  17.41  15  29.80 

西藏  12.00  10  20.80 

陕西  20.25  16  33.01 

甘肃  20.26  15  32.22 

青海  17.04  10  25.34 

宁夏  20.09  15  32.08 

新疆  8.91  10  18.02 

  备注：“十一五”各地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除新疆外均为国家统计局最终公布数据，新疆为初步

核实数据。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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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单位：万吨 

地区  

2010 年 2015 年 2015 年 比 2010 年(%) 

排放量  
其中： 

工业和生活  
控制量  

其中： 

工业和生活  
增加或减少  

其中： 

工业和生活 

 北京 20.0 10.9 18.3 9.8 -8.7 -9.8 

 天津 23.8 12.3 21.8 11.2 -8.6 -9.2 

河北 142.2 45.6 128.3 40.7 -9.8 -10.8 

山西 50.7 31.2 45.8 27.9 -9.6 -10.6 

内蒙古 92.1 27.5 85.9 25.4 -6.7 -7.5 

辽宁 137.3 47.0 124.7 42.1 -9.2 -10.4 

吉林 83.4 28.8 76.1 26.1 -8.8 -9.4 

黑龙江 161.2 47.8 147.3 43.4 -8.6 -9.3 

上海 26.6 22.5 23.9 20.1 -10.0 -10.5 

江苏 128.0 86.3 112.8 75.3 -11.9 -12.8 

浙江 84.2 61.4 74.6 53.7 -11.4 -12.5 

安徽 97.3 55.6 90.3 52.0 -7.2 -6.5 

福建 69.6 45.8 65.2 43.1 -6.3 -6.0 

江西 77.7 51.9 73.2 48.3 -5.8 -7.0 

山东 201.6 62.7 177.4 54.6 -12.0 -12.9 

河南 148.2 62.0 133.5 55.8 -9.9 -10.0 

湖北 112.4 62.1 104.1 59.0 -7.4 -5.0 

湖南 134.1 71.8 124.4 66.8 -7.2 -7.0 

广东 193.3 130.6 170.1 113.8 -12.0 -12.9 

广西 80.7 58.1 74.6 53.6 -7.6 -7.8 

海南 20.4 9.2 20.4 9.2 0 0 

重庆 42.6 29.4 39.5 27.5 -7.2 -6.5 

四川 132.4 75.0 123.1 71.3 -7.0 -5.0 

贵州 34.8 28.1 32.7 26.4 -6.0 -6.1 

云南 56.4 48.0 52.9 45.0 -6.2 -6.2 

西藏 2.7 2.3 2.7 2.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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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57.0 36.4 52.7 33.5 -7.6 -7.9 

甘肃 40.2 25.5 37.6 23.7 -6.4 -6.9 

青海 10.4 8.1 12.3 9.6 18.0 18.0 

宁夏 24.0 13.3 22.6 12.5 -6.0 -6.3 

新疆 56.9 26.2 56.9 26.2 0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9.5 4.7 9.5 4.7 0 0 

合计 2551.7 1328.1 2335.2 1214.6 -8.5 -8.5 

  备注：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削减 8%的总量控制目标为 2347.6万吨（其中工业和生活 1221.9万吨），实

际分配给各地区 2335.2万吨（其中工业和生活 1214.6万吨），国家预留 12.4 万吨，用于化学需氧量排污权有偿

分配和交易试点工作。 

  

附件 3： 

“十二五”各地区氨氮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单位：万吨 

地区  

2010 年 2015 年 2015 年 比 2010 年(%) 

排放量  
其中： 

工业和生活  
控制量  

其中： 

工业和生活  
增加或减少  

其中： 

工业和生活 

北京  2.20  1.64  1.98  1.47  -10.1  -10.2 

天津  2.79  2.18  2.50  1.95  -10.5  -10.4 

河北  11.61  6.98  10.14  6.10  -12.7  -12.6 

山西  5.93  4.66  5.21  4.08  -12.2  -12.4 

内蒙古  5.45  4.19  4.92  3.79  -9.7  -9.5 

辽宁  11.25  7.56  10.01  6.69  -11.0  -11.5 

吉林  5.87  3.92  5.25  3.49  -10.5  -10.9 

黑龙江  9.45  6.14  8.47  5.49  -10.4  -10.6 

上海  5.21  4.83  4.54  4.21  -12.9  -12.9 

江苏  16.12  11.98  14.04  10.40  -12.9  -13.2 

浙江  11.84  8.96  10.36  7.84  -12.5  -12.5 

安徽  11.20  7.07  10.09  6.38  -9.9  -9.8 

福建  9.72  6.16  8.90  5.67  -8.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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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9.45  6.18  8.52  5.57  -9.8  -9.8 

山东  17.64  10.06  15.29  8.70  -13.3  -13.5 

河南  15.57  8.80  13.61  7.66  -12.6  -12.9 

湖北  13.29  8.25  12.00  7.43  -9.7  -9.9 

湖南  16.95  10.15  15.29  9.16 -9.8 -9.8 

广东 23.52 17.53 20.39 15.16 -13.3 -13.5 

广西 8.45 5.63 7.71 5.13 -8.7 -8.9 

海南 2.29 1.36 2.29 1.37 0 1.0 

重庆 5.59 4.19 5.10 3.81 -8.8 -9.0 

四川 14.56 8.50 13.31 7.78 -8.6 -8.5 

贵州 4.03 3.19 3.72 2.94 -7.7 -7.8 

云南 6.00 4.66 5.51 4.29 -8.1 -8.0 

西藏 0.33 0.28 0.33 0.28 0 0 

陕西 6.44 4.80 5.81 4.34 -9.8 -9.6 

甘肃 4.33 3.70 3.94 3.38 -8.9 -8.7 

青海 0.96 0.87 1.10 1.00 15.0 15.0 

宁夏 1.82 1.60 1.67 1.47 -8.0 -8.0 

新疆 4.06 3.08 4.06 3.08 0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51 0.25 0.51 0.25 0 0 

合计 264.4 179.4 236.6 160.4 -10.5 -10.6 

  备注：全国氨氮排放量削减 10%的总量控制目标为 238.0万吨（其中工业和生活 161.5万吨），实际分配给

各地区 236.6万吨（其中工业和生活 160.4 万吨），国家预留 1.4万吨，用于氨氮排污权有偿分配和交易试点工

作。 

  

附件 4： 

“十二五”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单位：万吨 

地区  2010 年排放量  2015 年控制量  2015 年比 2010 年（%） 

北京  10.4   9.0  -13.4 

天津  23.8  21.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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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143.8  125.5  -12.7 

山西  143.8  127.6  -11.3 

内蒙古  139.7  134.4  -3.8 

辽宁  117.2  104.7  -10.7 

吉林  41.7  40.6  -2.7 

黑龙江  51.3  50.3  -2.0 

上海  25.5  22.0  -13.7 

江苏  108.6  92.5  -14.8 

浙江  68.4  59.3  -13.3 

安徽  53.8  50.5  -6.1 

福建  39.3  36.5  -7.0 

江西  59.4  54.9  -7.5 

山东  188.1  160.1  -14.9 

河南  144.0  126.9  -11.9 

湖北  69.5  63.7  -8.3 

湖南  71.0  65.1  -8.3 

广东  83.9  71.5  -14.8 

广西  57.2  52.7  -7.9 

海南  3.1  4.2  34.9 

重庆  60.9  56.6  -7.1 

四川  92.7  84.4  -9.0 

贵州  116.2  106.2  -8.6 

云南  70.4  67.6  -4.0 

西藏  0.4  0.4  0 

陕西  94.8  87.3  -7.9 

甘肃  62.2  63.4  2.0 

青海  15.7  18.3  16.7 

宁夏  38.3  36.9  -3.6 

新疆  63.1  63.1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9.6  9.6  0 

合计  2267.8  2067.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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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削减 8%的总量控制目标为 2086.4万吨，实际分配给各地区 2067.4万吨，国家

预留 19.0万吨，用于二氧化硫排污权有偿分配和交易试点工作。 

  

附件 5： 

“十二五”各地区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单位：万吨 

地区  2010 年排放量  2015 年控制量  2015 年比 2010 年（%） 

北京  19.8  17.4  -12.3 

天津  34.0  28.8  -15.2 

河北  171.3  147.5  -13.9 

山西  124.1  106.9  -13.9 

内蒙古  131.4  123.8  -5.8 

辽宁  102.0  88.0  -13.7 

吉林  58.2  54.2  -6.9 

黑龙江  75.3  73.0  -3.1 

上海  44.3  36.5  -17.5 

江苏  147.2  121.4  -17.5 

浙江  85.3  69.9  -18.0 

安徽  90.9  82.0  -9.8 

福建  44.8  40.9  -8.6 

江西  58.2  54.2  -6.9 

山东  174.0  146.0  -16.1 

河南  159.0  135.6  -14.7 

湖北  63.1  58.6  -7.2 

湖南  60.4  55.0  -9.0 

广东  132.3  109.9  -16.9 

广西  45.1  41.1  -8.8 

海南  8.0  9.8  22.3 

重庆  38.2  35.6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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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62.0  57.7  -6.9 

贵州  49.3  44.5  -9.8 

云南  52.0  49.0  -5.8 

西藏  3.8  3.8  0 

陕西  76.6  69.0  -9.9 

甘肃  42.0  40.7  -3.1 

青海  11.6  13.4  15.3 

宁夏  41.8  39.8  -4.9 

新疆  58.8  58.8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8.8  8.8  0 

合计  2273.6  2021.6  -11.1 

  备注：全国氮氧化物排放量削减 10%的总量控制目标为 2046.2万吨，实际分配给各地区 2021.6万吨，国家

预留 24.6万吨，用于氮氧化物排污权有偿分配和交易试点工作。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6 

 

索 引 号：  000014349/2016-00271  主题分类：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 

发文机关：  国务院  成文日期：  2016 年 12 月 20 日 

标  题：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 

发文字号：  国发〔2016〕74 号  发布日期：  2017 年 01 月 05 日 

主 题 词：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 

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6〕7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一、“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节能

减排作为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各项工作积极有序推进。

“十二五”时期，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18.4%，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分别减少 12.9%、18%、13%和 18.6%，超额完成节能减排预定目标任务，为经济结构调整、环境改善、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充分认识做好“十三五”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优

化明显加快，能源消费增速放缓，资源性、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发展逐渐衰减。但必须清醒认识到，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我国能源需求刚性增长，资源环境问题仍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之

一，节能减排依然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各地区、各部门不能有丝毫放松和懈怠，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下更大决心，用更大气力，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措施，切实将节能减排工作推向深入。 

三、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驱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要切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综合运用经济、

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着力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总责、政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555 页 共 3277 页 

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的工作要求。要进一步明确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细化和完

善管理措施，落实节能减排目标任务。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大市场化机制推广力度，真正把节能减排转化

为企业和各类社会主体的内在要求。要努力增强全体公民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实施全民节能行动，形成全

社会共同参与、共同促进节能减排的良好氛围。 

四、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的组织领导。要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国务院每年组织开展省级人民政府节能减排目标

责任评价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目标责任考核、绩效考核、任职考察、换届考察的

重要内容。发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承担领导小组的

具体工作，切实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综合协调，组织推动节能降耗工作；环境保护部主要承担污染减排方面的工作；

国务院国资委要切实加强对国有企业节能减排的监督考核工作；国家统计局负责加强能源统计和监测工作；其他各

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各省级人民政府要立即部署本地区“十三五”节能减排工作，进一步明

确相关部门责任、分工和进度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和中央企业要按照本通知的要求，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目标责任，狠抓贯彻

落实，强化考核问责，确保实现“十三五”节能减排目标。 

 

                            国务院 

 

                          2016 年 12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 

（一）总体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动力，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

市场驱动、社会参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确保完成“十三五”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保障人

民群众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有力

支撑。 

（二）主要目标。到 2020 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 2015 年下降 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50 亿吨

标准煤以内。全国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 2001 万吨、207 万吨、1580 万吨、

1574 万吨以内，比 2015 年分别下降 10%、10%、15%和 15%。全国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比 2015 年下降 10%以

上。 

二、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 

（三）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促进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进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不断优化工业产品结构。支持

重点行业改造升级，鼓励企业瞄准国际同行业标杆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严禁以任何名

义、任何方式核准或备案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增加产能项目。强化节能环保标准约束，严格行业规范、准入管理和

节能审查，对电力、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石油石化、船舶、煤炭、印染、造纸、制革、染料、焦化、电镀等

行业中，环保、能耗、安全等不达标或生产、使用淘汰类产品的企业和产能，要依法依规有序退出。（牵头单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科技部、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

总局、国家海洋局等） 

（四）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新能源汽车、

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新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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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技术应用，新建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能源利用效率（PUE）值优于 1.5。支持技术装备和服务模式创新。鼓励发

展节能环保技术咨询、系统设计、设备制造、工程施工、运营管理、计量检测认证等专业化服务。开展节能环保产

业常规调查统计。打造一批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节能环保企业。到 2020 年，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提高到 15%和 56%，节能环保、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

车等绿色低碳产业总产值突破 10 万亿元，成为支柱产业。（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

护部，参加单位：科技部、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等） 

（五）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加强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推广使用优质煤、洁净型煤，推进煤改气、

煤改电，鼓励利用可再生能源、天然气、电力等优质能源替代燃煤使用。因地制宜发展海岛太阳能、海上风能、潮

汐能、波浪能等可再生能源。安全发展核电，有序发展水电和天然气发电，协调推进风电开发，推动太阳能大规模

发展和多元化利用，增加清洁低碳电力供应。对超出规划部分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不纳入能耗总量和强度目标考核。

在居民采暖、工业与农业生产、港口码头等领域推进天然气、电能替代，减少散烧煤和燃油消费。到 2020 年，煤

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下降到 58%以下，电煤占煤炭消费量比重提高到 5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达到 15%，天然气消费比重提高到 10%左右。（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国管局、国家海洋局等） 

三、加强重点领域节能 

（六）加强工业节能。实施工业能效赶超行动，加强高能耗行业能耗管控，在重点耗能行业全面推行能效对标，

推进工业企业能源管控中心建设，推广工业智能化用能监测和诊断技术。到 2020 年，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化

水平显著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 2015 年降低 18%以上，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石化、

化工等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提升工业

生产效率和能耗效率。开展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行动，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工业园区的应用，将可再生能源

占比指标纳入工业园区考核体系。（牵头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科技

部、环境保护部、质检总局等） 

（七）强化建筑节能。实施建筑节能先进标准领跑行动，开展超低能耗及近零能耗建筑建设试点，推广建筑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编制绿色建筑建设标准，开展绿色生态城区建设示范，到 2020 年，城镇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

建筑面积比重提高到 50%。实施绿色建筑全产业链发展计划，推行绿色施工方式，推广节能绿色建材、装配式和钢

结构建筑。强化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实施改造面积 5 亿平方米以上，2020 年前基本完成北方采暖地区有改造

价值城镇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推动建筑节能宜居综合改造试点城市建设，鼓励老旧住宅节能改造与抗震加固改造、

加装电梯等适老化改造同步实施，完成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1 亿平方米以上。推进利用太阳能、浅层地热能、空

气热能、工业余热等解决建筑用能需求。（牵头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林业局、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 

（八）促进交通运输节能。加快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发挥不同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推广

甩挂运输等先进组织模式，提高多式联运比重。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推进“公交都市”创建活动，到 2020 年大城

市公共交通分担率达到 30%。促进交通用能清洁化，大力推广节能环保汽车、新能源汽车、天然气（CNG/LNG）

清洁能源汽车、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等，并支持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提高交通运输工具能效水平，到 2020 年新增

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 5.0 升/百公里。推进飞机辅助动力装置（APU）替代、机场地面车辆“油改电”、新能

源应用等绿色民航项目实施。推动铁路编组站制冷/供暖系统的节能和燃煤替代改造。推动交通运输智能化，建立公

众出行和物流平台信息服务系统，引导培育“共享型”交通运输模式。（牵头单位：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国管局、中国民航局、中直管理局、中国铁路总

公司等） 

（九）推动商贸流通领域节能。推动零售、批发、餐饮、住宿、物流等企业建设能源管理体系，建立绿色节能

低碳运营管理流程和机制，加快淘汰落后用能设备，推动照明、制冷和供热系统节能改造。贯彻绿色商场标准，开

展绿色商场示范，鼓励商贸流通企业设置绿色产品专柜，推动大型商贸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完善绿色饭店标

准体系，推进绿色饭店建设。加快绿色仓储建设，支持仓储设施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鼓励建设绿色物流园区。

（牵头单位：商务部，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质检总局、国家旅游局等） 

（十）推进农业农村节能。加快淘汰老旧农业机械，推广农用节能机械、设备和渔船，发展节能农业大棚。推

进节能及绿色农房建设，结合农村危房改造稳步推进农房节能及绿色化改造，推动城镇燃气管网向农村延伸和省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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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煤灶更新换代，因地制宜采用生物质能、太阳能、空气热能、浅层地热能等解决农房采暖、炊事、生活热水等用

能需求，提升农村能源利用的清洁化水平。鼓励使用生物质可再生能源，推广液化石油气等商品能源。到 2020 年，

全国农村地区基本实现稳定可靠的供电服务全覆盖，鼓励农村居民使用高效节能电器。（牵头单位：农业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科技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十一）加强公共机构节能。公共机构率先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新建建筑全部达到绿色建筑标准。推进公共机

构以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节能改造，积极推进政府购买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探索用能托管模式。2020 年公共机构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和人均能耗分别比 2015 年降低 10%和 11%。推动公共机构建立能耗基准和公开能源资源消费信

息。实施公共机构节能试点示范，创建 3000 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遴选 200 家能效领跑者。公共机构率先

淘汰老旧车，率先采购使用节能和新能源汽车，中央国家机关、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购

买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车辆总量的比例提高到 50%以上，新建和既有停车场要配备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预

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公共机构率先淘汰采暖锅炉、茶浴炉、食堂大灶等燃煤设施，实施以电代煤、以气代煤，率

先使用太阳能、地热能、空气能等清洁能源提供供电、供热/制冷服务。（牵头单位：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参

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中直管理局等） 

（十二）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开展重点用能单位“百千万”行动，按照属地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原

则，国家、省、地市分别对“百家”、“千家”、“万家”重点用能单位进行目标责任评价考核。重点用能单位要围绕

能耗总量控制和能效目标，对用能实行年度预算管理。推动重点用能单位建设能源管理体系并开展效果评价，健全

能源消费台账。按标准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进一步完善能源计量体系。依法开展能源审计，组织实施能源绩效

评价，开展达标对标和节能自愿活动，采取企业节能自愿承诺和政府适当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大力提升重点用能单

位能效水平。严格执行能源统计、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管理岗位和能源管理负责人等制度。（牵头单位：国家

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总局、国

家统计局、国管局、国家能源局、中直管理局等） 

（十三）强化重点用能设备节能管理。加强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审查和监管，构建安全、节能、环保三位一体

的监管体系。组织开展燃煤锅炉节能减排攻坚战，推进锅炉生产、经营、使用等全过程节能环保监督标准化管理。

“十三五”期间燃煤工业锅炉实际运行效率提高 5 个百分点，到 2020 年新生产燃煤锅炉效率不低于 80%，燃气锅

炉效率不低于 92%。普及锅炉能效和环保测试，强化锅炉运行及管理人员节能环保专项培训。开展锅炉节能环保普

查整治，建设覆盖安全、节能、环保信息的数据平台，开展节能环保在线监测试点并实现信息共享。开展电梯能效

测试与评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鼓励永磁同步电机、变频调速、能量反馈等节能技术的集成应用，开展老旧电

梯安全节能改造工程试点。推广高效换热器，提升热交换系统能效水平。加快高效电机、配电变压器等用能设备开

发和推广应用，淘汰低效电机、变压器、风机、水泵、压缩机等用能设备，全面提升重点用能设备能效水平。（牵

头单位：质检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国管局、国家

能源局、中直管理局等） 

四、强化主要污染物减排 

（十四）控制重点区域流域排放。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东北等重点地区，以及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城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新增耗煤项目实行煤炭消耗等量或减量替代；实施重点区域大气污染传输通道气

化工程，加快推进以气代煤。加快发展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利用城市和工业园区周边现有热电联产机组、纯凝发

电机组及低品位余热实施供热改造，淘汰供热供气范围内的燃煤锅炉（窑炉）。结合环境质量改善要求，实施行业、

区域、流域重点污染物总量减排，在重点行业、重点区域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控制，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的

部分省市实施总磷排放总量控制，在沿海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总氮排放总量控制，对重点行业的重点重金属排放实

施总量控制。加强我国境内重点跨国河流水污染防治。严格控制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

七大重点流域干流沿岸的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化学纤维制造、有色金属冶炼、纺织印

染等项目。分区域、分流域制定实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锅炉、造纸、印染、化工、焦化、农副食品加工、原

料药制造、制革、电镀等重点行业、领域限期整治方案，升级改造环保设施，确保稳定达标。实施重点区域、重点

流域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行动。城市建成区内的现有钢铁、建材、有色金属、造纸、印染、原料药制造、化工等污染

较重的企业应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牵头单位：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

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管局、国家海洋局等） 

（十五）推进工业污染物减排。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加强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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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行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等量或减量替代。建立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工业企业

环境管理体系。继续推行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制度，逐步扩大总量减排行业范围。以削减挥发性有机物、

持久性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物为重点，实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工业特征污染物削减计划。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

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加快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大力推进石化、化工、印刷、工业涂装、电子信息等行业挥发性有机

物综合治理。全面推进现有企业达标排放，研究制修订农药、制药、汽车、家具、印刷、集装箱制造等行业排放标

准，出台涂料、油墨、胶黏剂、清洗剂等有机溶剂产品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限值强制性环保标准，控制集装箱、汽车、

船舶制造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推动有关企业实施原料替代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强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工业聚集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及污染治理。加强工业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推动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建立企业排放红黄牌制度。（牵头单位：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财政部、质检总局、国家能源局等） 

（十六）促进移动源污染物减排。实施清洁柴油机行动，全面推进移动源排放控制。提高新机动车船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环保标准，发布实施机动车国Ⅵ排放标准。加速淘汰黄标车、老旧机动车、船舶以及高排放工程机械、农

业机械。逐步淘汰高油耗、高排放民航特种车辆与设备。2016 年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 380 万辆，2017 年基本淘汰

全国范围内黄标车。加快船舶和港口污染物减排，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冀水域设立船舶排放控制区，主

要港口 90%的港作船舶、公务船舶靠港使用岸电，50%的集装箱、客滚和邮轮专业化码头具备向船舶供应岸电的能

力；主要港口大型煤炭、矿石码头堆场全面建设防风抑尘设施或实现煤炭、矿石封闭储存。加快油品质量升级，2017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全面供应国Ⅴ标准的车用汽油、柴油；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全面供应与国Ⅴ标准柴油相同硫

含量的普通柴油；抓紧发布实施第六阶段汽、柴油国家（国Ⅵ）标准，2020 年实现车用柴油、普通柴油和部分船舶

用油并轨，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内河和江海直达船舶均统一使用相同标准的柴油。车用汽柴油应加入符合要

求的清净剂。修订《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推进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

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品油运输船舶和油罐车、气罐车等油气回收治理工作。加强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

达标和油品质量监督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牵头单位：环境保护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质检总

局、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商总局等） 

（十七）强化生活源污染综合整治。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发展进行填平补齐、升级改造，完善配套管网，

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合理确定污水排放标准，加强运行监管，实现污水处理厂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对雨污合流、

清污混流管网的改造力度，优先推进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收集、纳管。强化农村生活污染源

排放控制，采取城镇管网延伸、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等多种形式，加快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改厕。促进再生水利用，

完善再生水利用设施。注重污水处理厂污泥安全处理处置，杜绝二次污染。到 2020 年，全国所有县城和重点镇具

备污水处理能力，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污水基本实现全收集、全处理，城市、县城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 95%、85%

左右。加强生活垃圾回收处理设施建设，强化对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的管理和督导，提升城市生活垃圾回收

处理水平，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普遍建立村庄保洁制度，推广垃圾分类和就近资源化利用，到 2020 年，90%以

上行政村的生活垃圾得到处理。加大民用散煤清洁化治理力度，推进以电代煤、以气代煤，推广使用洁净煤、先进

民用炉具，制定散煤质量标准，加强民用散煤管理，力争 2017 年底前基本解决京津冀区域民用散煤清洁化利用问

题，到 2020 年底前北方地区散煤治理取得明显进展。加快治理公共机构食堂、餐饮服务企业油烟污染，推进餐厨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家具、印刷、汽车维修等政府定点招标采购企业要使用低挥发性原辅材料。严格执行有机溶剂

产品有害物质限量标准，推进建筑装饰、汽修、干洗、餐饮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牵头单位：环境保护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质检总局、国管

局、中直管理局等） 

（十八）重视农业污染排放治理。大力推广节约型农业技术，推进农业清洁生产。促进畜禽养殖场粪便收集处

理和资源化利用，建设秸秆、粪便等有机废弃物处理设施，加强分区分类管理，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

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并给予合理补偿。开展农膜回收利用，到 2020 年农膜回收率达到 80%以上，率先实现

东北黑土地大田生产地膜零增长。深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提倡增施有机肥，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统

防统治，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到 2020 年实现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化肥利用率提高到 40%

以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提前一年完成。研究建立农药使用环境影响后评估制度，推进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处理。建立逐级监督落实机制，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加强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秸秆禁烧。（牵头单位：农

业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质检总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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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十九）全面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按照空间布局合理化、产业结构最优化、产业链接循环化、资源利用高效

化、污染治理集中化、基础设施绿色化、运行管理规范化的要求，加快对现有园区的循环化改造升级，延伸产业链，

提高产业关联度，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土地集约利用、资源能源高效利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对综合性开发

区、重化工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不同性质的园区，加强分类指导，强化效果评估和工作考核。到 2020

年，75%的国家级园区和 50%的省级园区实施循环化改造，长江经济带超过 90%的省级以上（含省级）重化工园区

实施循环化改造。（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参加单位：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商务

部等） 

（二十）加强城市废弃物规范有序处理。推动餐厨废弃物、建筑垃圾、园林废弃物、城市污泥和废旧纺织品等

城市典型废弃物集中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推进燃煤耦合污泥等城市废弃物发电。选择 50 个左右地级及以上城市规

划布局低值废弃物协同处理基地，完善城市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到 2020 年，餐厨废弃物资源化率达到 30%。（牵

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参加单位：环境保护部、农业部、民政部、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 

（二十一）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提质升级。依托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促进资源再生利用企业集聚化、

园区化、区域协同化布局，提升再生资源利用行业清洁化、高值化水平。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太阳能光

伏组件、碳纤维材料、生物基纤维、复合材料和节能灯等新品种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推进动力蓄电池梯级利用和规

范回收处理。加强再生资源规范管理，发布重点品种规范利用条件。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推动汽车零部件及大型

工业装备、办公设备等产品再制造。规范再制造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再生产品、再制造产品的推广应用机制。鼓励

专业化再制造服务公司与钢铁、冶金、化工、机械等生产制造企业合作，开展设备寿命评估与检测、清洗与强化延

寿等再制造专业技术服务。继续开展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和机电产品再制造试点示范工作。到 2020 年，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产业产值达到 1.5 万亿元，再制造产业产值超过 1000 亿元。（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

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等） 

（二十二）统筹推进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强共伴生矿产资源及尾矿综合利用。推动煤矸石、粉煤灰、

工业副产石膏、冶炼和化工废渣等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开展大宗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推进水

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大力推动农作物秸秆、林业“三剩物”（采伐、造材和加工剩余物）、规模化养殖场粪

便的资源化利用，因地制宜发展各类沼气工程和燃煤耦合秸秆发电工程。到 2020 年，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

到 73%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5%。（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

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国家能源局等） 

（二十三）加快互联网与资源循环利用融合发展。支持再生资源企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化逆向物流

网点布局，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回收网络，在地级及以上城市逐步建设废弃物在线回收、交易等平台，推广“互联

网+”回收新模式。建立重点品种的全生命周期追溯机制。在开展循环化改造的园区建设产业共生平台。鼓励相关

行业协会、企业逐步构建行业性、区域性、全国性的产业废弃物和再生资源在线交易系统，发布交易价格指数。支

持汽车维修、汽车保险、旧件回收、再制造、报废拆解等汽车产品售后全生命周期信息的互通共享。到 2020 年，

初步形成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高值废弃物在线回收利用体系。（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保监会等） 

六、实施节能减排工程 

（二十四）节能重点工程。组织实施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电机系统能效提升、余热暖民、绿色照明、

节能技术装备产业化示范、能量系统优化、煤炭消费减量替代、重点用能单位综合能效提升、合同能源管理推进、

城镇化节能升级改造、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示范工程等节能重点工程，推进能源综合梯级利用，形成 3 亿吨标准煤左

右的节能能力，到 2020 年节能服务产业产值比 2015 年翻一番。（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总局、国管局、国家能源局、中直管理局等） 

（二十五）主要大气污染物重点减排工程。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程，到 2020 年累计完成 5.8 亿

千瓦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任务，限期淘汰 2000 万千瓦落后产能和不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机组。实施电力、钢

铁、水泥、石化、平板玻璃、有色等重点行业全面达标排放治理工程。实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煤改

气”和“煤改电”工程，扩大城市禁煤区范围，建设完善区域天然气输送管道、城市燃气管网、农村配套电网，加

快建设天然气储气库、城市调峰站储气罐等基础工程，新增“煤改气”工程用气 450 亿立方米以上，替代燃煤锅炉

18.9 万蒸吨。实施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程，到 2020 年石化企业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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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牵头单位：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总局等） 

（二十六）主要水污染物重点减排工程。加强城市、县城和其他建制镇生活污染减排设施建设。加快污水收集

管网建设，实施城镇污水、工业园区废水、污泥处理设施建设与提标改造工程，推进再生水回用设施建设。加快畜

禽规模养殖场（小区）污染治理，75%以上的养殖场（小区）配套建设固体废弃物和污水贮存处理设施。（牵头单位：

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海洋局等） 

（二十七）循环经济重点工程。组织实施园区循环化改造、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工农复合型循环

经济示范区建设、京津冀固体废弃物协同处理、“互联网+”资源循环、再生产品与再制造产品推广等专项行动，建

设 100 个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示范基地、50 个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基地、20 个工农复合型循环经济示范区，推

进生产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产业体系。到 2020 年，再生资源替代原生资源量达到 13 亿吨，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 3 万亿元。（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参加单位：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等） 

七、强化节能减排技术支撑和服务体系建设 

（二十八）加快节能减排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启动“十三五”节能减排科技战略研究和专项规划编制

工作，加快节能减排科技资源集成和统筹部署，继续组织实施节能减排重大科技产业化工程。加快高超超临界发电、

低品位余热发电、小型燃气轮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细颗粒物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汽车尾气净化、原油和

成品油码头油气回收、垃圾渗滤液处理、多污染协同处理等新型技术装备研发和产业化。推广高效烟气除尘和余热

回收一体化、高效热泵、半导体照明、废弃物循环利用等成熟适用技术。遴选一批节能减排协同效益突出、产业化

前景好的先进技术，推广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牵头单位：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

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等） 

（二十九）推进节能减排技术系统集成应用。推进区域、城镇、园区、用能单位等系统用能和节能。选择具有

示范作用、辐射效应的园区和城市，统筹整合钢铁、水泥、电力等高耗能企业的余热余能资源和区域用能需求，实

现能源梯级利用。大力发展“互联网+”智慧能源，支持基于互联网的能源创新，推动建立城市智慧能源系统，鼓

励发展智能家居、智能楼宇、智能小区和智能工厂，推动智能电网、储能设施、分布式能源、智能用电终端协同发

展。综合采取节能减排系统集成技术，推动锅炉系统、供热/制冷系统、电机系统、照明系统等优化升级。（牵头单

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科技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质检总局等） 

（三十）完善节能减排创新平台和服务体系。建立完善节能减排技术评估体系和科技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

建设绿色技术服务平台，推动建立节能减排技术和产品的检测认证服务机制。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节能减排

科技企业和服务基地，建立一批节能科技成果转移促进中心和交流转化平台，组建一批节能减排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研究基地（平台）等。继续发布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建立节能减排技术遴选、评定及推广机制。

加快引进国外节能环保新技术、新装备，推动国内节能减排先进技术装备“走出去”。（牵头单位：科技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质检总局等） 

八、完善节能减排支持政策 

（三十一）完善价格收费政策。加快资源环境价格改革，健全价格形成机制。督促各地落实差别电价和惩罚性

电价政策，严格清理地方违规出台的高耗能企业优惠电价政策。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督促各地严格落实

水泥、电解铝等行业阶梯电价政策，促进节能降耗。研究完善天然气价格政策。完善居民阶梯电价（煤改电除外）

制度，全面推行居民阶梯气价（煤改气除外）、水价制度。深化供热计量收费改革，完善脱硫、脱硝、除尘和超低

排放环保电价政策，加强运行监管，严肃查处不执行环保电价政策的行为。鼓励各地制定差别化排污收费政策。研

究扩大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行业排污费征收范围。实施环境保护费改税，推进开征环境保护税。落实污水处理费政策，

完善排污权交易价格体系。加大垃圾处理费收缴力度，提高收缴率。（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参加

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国家能源局等） 

（三十二）完善财政税收激励政策。加大对节能减排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统筹安排相关专项资金，支持节能

减排重点工程、能力建设和公益宣传。创新财政资金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项目的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

用。推广节能环保服务政府采购，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完善节能环保产品政府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制度。清理取消

不合理化石能源补贴。对节能减排工作任务完成较好的地区和企业予以奖励。落实支持节能减排的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等优惠政策，修订完善《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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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逐步扩大征收范围。继续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从事国家鼓励类项目的企业进口

自用节能减排技术装备且符合政策规定的，免征进口关税。（牵头单位：财政部、税务总局，参加单位：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国管局等） 

（三十三）健全绿色金融体系。加强绿色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推进绿色金融业务创新。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

对节能减排重点工程给予多元化融资支持。健全市场化绿色信贷担保机制，对于使用绿色信贷的项目单位，可按规

定申请财政贴息支持。对银行机构实施绿色评级，鼓励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机制，支持以用能权、碳排放

权、排污权和节能项目收益权等为抵（质）押的绿色信贷。推进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

融债券，鼓励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研究设立绿色发展基金，鼓励社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设立节能环保产业投资基金。

支持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项目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鼓励绿色信贷资产、节能减排项目应收账款证券化。在环境高风

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积极推动绿色金融领域国际合作。（牵头单位：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九、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 

（三十四）建立市场化交易机制。健全用能权、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创新有偿使用、预算管理、投融

资等机制，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推进碳排放权交易，2017 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用能权有偿使用和

交易制度，选择若干地区开展用能权交易试点。加快实施排污许可制，建立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继续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试点地区到 2017 年底基本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扩大试点范围，发展跨区域排污

权交易市场。（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环境保护部） 

（三十五）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合同能源管理推广工程，鼓励节能服务公司创新服务模式，为用户提

供节能咨询、诊断、设计、融资、改造、托管等“一站式”合同能源管理综合服务。取消节能服务公司审核备案制

度，任何地方和单位不得以是否具备节能服务公司审核备案资格限制企业开展业务。建立节能服务公司、用能单位、

第三方机构失信黑名单制度，将失信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落实节能服务公司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各级

政府加大对合同能源管理的支持力度。政府机构按照合同能源管理合同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的支出，视同能源费用

支出。培育以合同能源管理资产交易为特色的资产交易平台。鼓励社会资本建立节能服务产业投资基金。支持节能

服务公司发行绿色债券。创新投债贷结合促进合同能源管理业务发展。（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税

务总局，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国管局、银监会、证监会、中直管理局等） 

（三十六）健全绿色标识认证体系。强化能效标识管理制度，扩大实施范围。推行节能低碳环保产品认证。完

善绿色建筑、绿色建材标识和认证制度，建立可追溯的绿色建材评价和信息管理系统。推进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制

修订绿色商场、绿色宾馆、绿色饭店、绿色景区等绿色服务评价办法，积极开展第三方认证评价。逐步将目前分头

设立的环保、节能、节水、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产品统一整合为绿色产品，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

标识体系。加强节能低碳环保标识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虚标企业。开展能效、水效、环保领跑者引领行动。（牵头

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质检总局，参加单位：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

商务部等） 

（三十七）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鼓励在环境监测与风险评估、环境公用设施建设与运行、重点区域和重

点行业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领域推行第三方治理。研究制定第三方治理项目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加大

财政对第三方治理项目的补助和奖励力度。鼓励各地积极设立第三方治理项目引导基金，解决第三方治理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引导地方政府开展第三方治理试点，建立以效付费机制。提升环境服务供给水平与质量。到 2020

年，环境公用设施建设与运营、工业园区第三方治理取得显著进展，污染治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环境公

用设施投资运营体制改革基本完成，涌现出一批技术能力强、运营管理水平高、综合信用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环

境服务公司。（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等） 

（三十八）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推行节能低碳、环保电力调度，建设国家电力需求侧管理平台，推广电能服

务，总结电力需求侧管理城市综合试点经验，实施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行动，引导电网企业支持和配合平

台建设及试点工作，鼓励电力用户积极采用节电技术产品，优化用电方式。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扩大峰谷电价、分

时电价、可中断电价实施范围。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建设，增强电网调峰和需求侧响应能力。（牵头单位：国家发

展改革委，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能源局等） 

十、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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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健全节能减排计量、统计、监测和预警体系。健全能源计量体系和消费统计指标体系，完善企业联

网直报系统，加大统计数据审核与执法力度，强化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确保统计数据基本衔接。完善环境统计体系，

补充调整工业、城镇生活、农业等重要污染源调查范围。建立健全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和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测系统，

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消耗实现实时监测，强化企业污染物排放自行监测和环境信息公开，2020 年污染源自动监控

数据有效传输率、企业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保持在 90%以上，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结果公布率保持在 95%以上。定期

公布各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单位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发布预警信息，及时提醒高预警等级地区和单位的相关

负责人，强化督促指导和帮扶。完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建立地市报告、省级核查、国家审查的减排管理机制，

鼓励引入第三方评估；加强重点减排工程调度管理，对环境质量改善达不到进度要求、重点减排工程建设滞后或运

行不稳定、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地区及时预警。（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参加

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总局、国管局等） 

（四十）合理分解节能减排指标。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改革完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制度。强

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健全目标责任分解机制，将全国能耗总量控制和节能目标分解到各地区、主要行业和重点用能

单位。各地区要根据国家下达的任务明确年度工作目标并层层分解落实，明确下一级政府、有关部门、重点用能单

位责任，逐步建立省、市、县三级用能预算管理体系，编制用能预算管理方案；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突出重点

工程减排，实行分区分类差别化管理，科学确定减排指标，环境质量改善任务重的地区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牵

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管局、国

家能源局等） 

（四十一）加强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强化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考核，坚持总量减排和环境质量考核相结合，建

立以环境质量考核为导向的减排考核制度。国务院每年组织开展省级人民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将考核

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继续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对未完成能耗

强度降低目标的省级人民政府实行问责，对未完成国家下达能耗总量控制目标任务的予以通报批评和约谈，实行高

耗能项目缓批限批。对环境质量改善、总量减排目标均未完成的地区，暂停新增排放重点污染物建设项目的环评审

批，暂停或减少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必要时列入环境保护督查范围。对重点单位节能减排考核结果进行公告并纳入

社会信用记录系统，对未完成目标任务的暂停审批或核准新建扩建高耗能项目。落实国有企业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

将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作为企业绩效和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对节能减排贡献突出的地区、单位和个人以

适当方式给予表彰奖励。（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中央组织部，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国管局、国家海洋局等） 

十一、强化节能减排监督检查 

（四十二）健全节能环保法律法规标准。加快修订完善节能环保方面的法律制度，推动制修订环境保护税法、

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能源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制修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

境监测管理条例、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锅炉节能环保监督管理办法、节能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污染地

块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等。健全节能标准体系，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实现重点行

业、设备节能标准全覆盖，继续实施百项能效标准推进工程。开展节能标准化和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制

定完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制修订环保产品、环保设施运行效果评估、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环境监测方法等相

关标准。鼓励地方依法制定更加严格的节能环保标准，鼓励制定节能减排团体标准。（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质检总局、国务院法制办，参加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国

家统计局、国管局、国家海洋局、国家能源局、中直管理局等） 

（四十三）严格节能减排监督检查。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专项检查，督促各项措施落实。强化节能环保执法监察，

加强节能审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对重点用能单位和重点污染源的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用

能和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公布违法单位名单，发布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公开通

报或挂牌督办，确保节能环保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有效落实。强化执法问责，对行政不作为、执法不严

等行为，严肃追究有关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负责人的责任。（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

保护部，参加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质检总局、国家海洋局等） 

（四十四）提高节能减排管理服务水平。建立健全节能管理、监察、服务“三位一体”的节能管理体系。建立

节能服务和监管平台，加强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建设。继续推进能源统计能力建设，加强工作力量。加强节能监察

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省、市、县三级节能监察体系。健全环保监管体制，开展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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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试点，推进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全面加强挥发性有机物环境空气质量和污染排放自动在线监测工作。

开展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出台主要污染物减排核查核算办法（细则）。进一步健全能源计量体系，深入推进

城市能源计量建设示范，开展计量检测、能效计量比对等节能服务活动，加强能源计量技术服务和能源计量审查。

建立能源消耗数据核查机制，建立健全统一的用能量和节能量审核方法、标准、操作规范和流程，加强核查机构管

理，依法严厉打击核查工作中的弄虚作假行为。推动大数据在节能减排领域的应用。创新节能管理和服务模式，开

展能效服务网络体系建设试点，促进用能单位经验分享。制定节能减排培训纲要，实施培训计划，依托专业技术人

才知识更新工程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项目，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节能管理部门、节能监察机构、用能单位相

关人员的培训。（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国管局、国家海洋局、中直管理局等） 

十二、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 

（四十五）推行绿色消费。倡导绿色生活，推动全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更加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

健康，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开展旧衣“零抛弃”活动，方便闲置旧物交换。积极引导绿色金融支

持绿色消费，积极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高效家电、节水型器具等节能环保低碳产品，减少一次性用

品的使用，限制过度包装，尽可能选用低挥发性水性涂料和环境友好型材料。加快畅通绿色产品流通渠道，鼓励建

立绿色批发市场、节能超市等绿色流通主体。大力推广绿色低碳出行，倡导绿色生活和休闲模式。到 2020 年，能

效标识 2 级以上的空调、冰箱、热水器等节能家电市场占有率达到 50%以上。（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

保护部，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全

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 

（四十六）倡导全民参与。推动全社会树立节能是第一能源、节约就是增加资源的理念，深入开展全民节约行

动和节能“进机关、进单位、进企业、进军营、进商超、进宾馆、进学校、进家庭、进社区、进农村”等“十进”

活动。制播节能减排公益广告，鼓励建设节能减排博物馆、展示馆，创建一批节能减排宣传教育示范基地，形成人

人、事事、时时参与节能减排的社会氛围。发展节能减排公益事业，鼓励公众参与节能减排公益活动。加强节能减

排、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国际合作，推动落实《二十国集团能效引领计划》。（牵头单位：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外交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质

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管局、中直管理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 

（四十七）强化社会监督。充分发挥各种媒体作用，报道先进典型、经验和做法，曝光违规用能和各种浪费行

为。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及时准确披露各类环境信息，扩大公开范围，保障公众知情权，维护公众环境权益。依法

实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可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牵头单位：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 

 

 

附件：1.“十三五”各地区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 

   2.“十三五”主要行业和部门节能指标 

   3.“十三五”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4.“十三五”各地区氨氮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5.“十三五”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6.“十三五”各地区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7.“十三五”重点地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附件 1 

 

“十三五”各地区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 

地  区 
“十三五”能耗强度 

降低目标（%） 

2015 年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十三五”能耗增量 

控制目标（万吨标准煤） 

北 京 17 6853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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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 17 8260 1040 

河 北 17 29395 3390 

山 西 15 19384 3010 

内蒙古 14 18927 3570 

辽 宁 15 21667 3550 

吉 林 15 8142 1360 

黑龙江 15 12126 1880 

上 海 17 11387 970 

江 苏 17 30235 3480 

浙 江 17 19610 2380 

安 徽 16 12332 1870 

福 建 16 12180 2320 

江 西 16 8440 1510 

山 东 17 37945 4070 

河 南 16 23161 3540 

湖 北 16 16404 2500 

湖 南 16 15469 2380 

广 东 17 30145 3650 

广 西 14 9761 1840 

海 南 10 1938 660 

重 庆 16 8934 1660 

四 川 16 19888 3020 

贵 州 14 9948 1850 

云 南 14 10357 1940 

西 藏 10 — — 

陕 西 15 11716 2170 

甘 肃 14 7523 1430 

青 海 10 4134 1120 

宁 夏 14 5405 1500 

新 疆 10 15651 3540 

 
注：西藏自治区相关数据暂缺。 

 

附件 2 

 

“十三五”主要行业和部门节能指标 

指  标 单 位 
2015 年 

实际值 

2020 年 

目标值 变化幅度/变化率 

工业： 

单位工业增加值（规模以

上）能耗 
      ［-18%］ 

火电供电煤耗 克标准煤/千瓦时 315 30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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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钢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 572 560 -12 

水泥熟料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112 105 -7 

电解铝液交流电耗 千瓦时/吨 13350 13200 -150 

炼油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油/吨 65 63 -2 

乙烯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816 790 -26 

合成氨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1331 1300 -31 

纸及纸板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530 480 -50 

建筑： 

城镇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

造累计面积 
亿平方米 12.5 17.5 +5 

城镇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累

计面积 
亿平方米 1 2 +1 

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标准执

行率 
% 20 50 +30 

交通运输：         

铁路单位运输工作量综合

能耗 

吨标准煤/ 

百万换算吨公里 
4.71 4.47 ［-5%］ 

营运车辆单位运输周转量

能耗下降率 
      ［-6.5%］ 

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

能耗下降率 
      ［-6%］ 

民航业单位运输周转量能

耗 
千克标准煤/吨公里 0.433 ＜0.415 ＞［-4%］ 

新生产乘用车平均油耗 升/百公里 6.9 5 -1.9 

公共机构：         

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

耗 
千克标准煤/平方米 20.6 18.5 ［-10%］ 

公共机构人均能耗 千克标准煤/人 370.7 330.0 ［-11%］ 

终端用能设备： 

燃煤工业锅炉（运行）效率 % 70 75 +5 

电动机系统效率 % 70 75 +5 

一级能效容积

式空气压缩机

市场占有率 

小于 55kW % 15 30 +15 

55kW 至

220kW 
% 8 13 +5 

大 于

220kW 
% 5 8 +3 

一级能效电力变压器市场

占有率 
% 0.1 10 +9.9 

二级以上能效房间空调器

市场占有率 
% 22.6 50 +27.4 

二级以上能效电冰箱市场

占有率 
% 98.3 99 +0.7 

二级以上能效家用燃气热

水器市场占有率 
% 93.7 9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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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内为变化率。 

 

附件 3 

 

“十三五”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区 
2015 年排放量 

（万吨） 

2020 年减排比例 

（%） 

2020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 

（万吨） 

北京 16.2 14.4 2.33 

天津 20.9 14.4 2.47 

河北 120.8 19.0 16.14 

山西 40.5 17.6 4.75 

内蒙古 83.6 7.1 5.19 

辽宁 116.7 13.4 8.41 

吉林 72.4 4.8 2.32 

黑龙江 139.3 6.0 7.33 

上海 19.9 14.5 2.72 

江苏 105.5 13.5 10.39 

浙江 68.3 19.2 7.64 

安徽 87.1 9.9 7.70 

福建 60.9 4.1 2.14 

江西 71.6 4.3 2.73 

山东 175.8 11.7 13.30 

河南 128.7 18.4 16.98 

湖北 98.6 9.9 8.25 

湖南 120.8 10.1 10.49 

广东 160.7 10.4 11.06 

广西 71.1 1.0 0.35 

海南 18.8 1.2 0.16 

重庆 38.0 7.4 2.36 

四川 118.6 12.8 14.09 

贵州 31.8 8.5 2.77 

云南 51.0 14.1 5.85 

西藏 2.9 － － 

陕西 48.9 10.0 2.63 

甘肃 36.6 8.2 2.40 

青海 10.4 1.1 0.07 

宁夏 21.1 1.2 0.10 

新疆 56.0 1.6 0.71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10.0 1.6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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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0年减排比例根据各地区地表水质量改善任务确定，重点工程减排量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及相关规划提出的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确定。 

 

附件 4 

 

“十三五”各地区氨氮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 区 
2015 年排放量 

（万吨） 

2020 年减排比例 

（%） 

2020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 

（万吨） 

北 京 1.6 16.1 0.24 

天 津 2.4 16.1 0.38 

河 北 9.7 20.0 1.59 

山 西 5.0 18.0 0.61 

内蒙古 4.7 7.0 0.28 

辽 宁 9.6 8.8 0.85 

吉 林 5.1 6.4 0.20 

黑龙江 8.1 7.0 0.48 

上 海 4.3 13.4 0.53 

江 苏 13.8 13.4 1.25 

浙 江 9.8 17.6 0.85 

安 徽 9.7 14.3 1.07 

福 建 8.5 3.5 0.30 

江 西 8.5 3.8 0.32 

山 东 15.3 13.4 1.49 

河 南 13.4 16.6 1.93 

湖 北 11.4 10.2 1.02 

湖 南 15.1 10.1 1.41 

广 东 20.0 11.3 1.54 

广 西 7.7 1.0 0.08 

海 南 2.1 1.9 0.04 

重 庆 5.0 6.3 0.32 

四 川 13.1 13.9 1.74 

贵 州 3.6 11.2 0.41 

云 南 5.5 12.9 0.67 

西 藏 0.3 － － 

陕 西 5.6 10.0 0.38 

甘 肃 3.7 8.0 0.28 

青 海 1.0 1.4 0.01 

宁 夏 1.6 0.7 0.01 

新 疆 4.0 2.8 0.0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5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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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0年减排比例根据各地区地表水质量改善任务确定，重点工程减排量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及相关规划提出的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确定。 

 

附件 5 

 

“十三五”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 区 
2015 年排放量 

（万吨） 

2020 年减排比例 

（%） 

2020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 

（万吨） 

北 京 7.1 35 1.8 

天 津 18.6 25 2.8 

河 北 110.8 28 18.4 

山 西 112.1 20 22.4 

内蒙古 123.1 11 13.5 

辽 宁 96.9 20 14.4 

吉 林 36.3 18 5.2 

黑龙江 45.6 11 4.3 

上 海 17.1 20 3.4 

江 苏 83.5 20 13.3 

浙 江 53.8 17 9.1 

安 徽 48.0 16 5.2 

福 建 33.8 — 3.5 

江 西 52.8 12 6.3 

山 东 152.6 27 35.0 

河 南 114.4 28 20.5 

湖 北 55.1 20 10.9 

湖 南 59.6 21 8.5 

广 东 67.8 3 2.0 

广 西 42.1 13 4.5 

海 南 3.2 — 0.4 

重 庆 49.6 18 8.1 

四 川 71.8 16 11.2 

贵 州 85.3 7 6.0 

云 南 58.4 1 0.6 

西 藏 0.5 — — 

陕 西 73.5 15 11.0 

甘 肃 57.1 8 4.6 

青 海 15.1 6 0.9 

宁 夏 35.8 12 4.3 

新 疆 66.8 3 2.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1.0 13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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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20年减排比例根据各地区空气质量改善任务确定，重点工程减排量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及相关规划提出的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确定。 

 

附件 6 

 

“十三五”各地区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 区 
2015 年排放量 

（万吨） 

2020 年减排比例 

（%） 

2020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 

（万吨） 

北 京 13.8 25 0.7 

天 津 24.7 25 3.5 

河 北 135.1 28 19.9 

山 西 93.1 20 16.3 

内蒙古 113.9 11 12.5 

辽 宁 82.8 20 14.9 

吉 林 50.2 18 9.0 

黑龙江 64.5 11 7.1 

上 海 30.1 20 5.2 

江 苏 106.8 20 18.7 

浙 江 60.7 17 10.3 

安 徽 72.1 16 9.0 

福 建 37.9 — 4.6 

江 西 49.3 12 5.9 

山 东 142.4 27 31.0 

河 南 126.2 28 15.8 

湖 北 51.5 20 5.9 

湖 南 49.7 15 6.3 

广 东 99.7 3 3.0 

广 西 37.3 13 3.3 

海 南 9.0 — 1.2 

重 庆 32.1 18 2.8 

四 川 53.4 16 3.7 

贵 州 41.9 7 2.9 

云 南 44.9 1 0.4 

西 藏 5.3 — — 

陕 西 62.7 15 9.4 

甘 肃 38.7 8 3.1 

青 海 11.8 6 0.7 

宁 夏 36.8 12 4.4 

新 疆 63.7 3 1.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9.9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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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0年减排比例根据各地区空气质量改善任务确定，重点工程减排量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及相关规划提出的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确定。 

 

附件 7 

 

“十三五”重点地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区 2015 年排放量（万吨） 
2020 年减排比例

（%） 

2020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

（万吨） 

北 京 23.4 25 3.5 

天 津 33.9 20 4.6 

河 北 154.6 20 19.5 

辽 宁 105.4 10 10.5 

上 海 42.1 20 8.4 

江 苏 187.0 20 31.2 

浙 江 139.2 20 25.5 

安 徽 95.9 10 9.2 

山 东 192.1 20 38.4 

河 南 167.5 10 16.6 

湖 北 98.7 10 9.9 

湖 南 98.3 10 7.9 

广 东 137.8 18 20.7 

重 庆 40.2 10 4.0 

四 川 111.3 5 5.6 

陕 西 67.5 5 3.4 

 
注：“十三五”期间主要推进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和工业涂装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减排，相关指标根据重点

行业减排潜力、环境质量改善需求等因素分解落实到各有关省份。 

 

 

 

 

8.3.7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09 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09〕48 号 2009 年 07 月 19 日） 

http://www.ccgp.gov.cn/jnhb/jnhbzc/201310/t20131029_3583960.htm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9-08/03/content_18251622.htm  

国办发〔2009〕4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2009 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九年七月十九日 

2009 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 

“十一五”前三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把节能减排作为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抓

手，作为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重要内容，工作力度不断加大，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全国单位 GDP 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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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逐季降低，2006 年下降 1.79%，2007 年下降 4.04%，2008 年下降 4.59%，三年累计下降 10.1%，节能约 2.9 亿

吨标准煤。全国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不断降低，2007 年分别下降 4.66%和 3.14%，2008 年分别

下降 5.95%和 4.42%，“十一五”前三年累计分别下降 8.95%和 6.61%。 

虽然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特别是今年以来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但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突出，

第三产业比重偏低，高耗能工业增速较快。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加剧，给节能减排工作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有的地方出现盲目上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苗头，有的地方擅自出台高耗能行业电价优惠政策；一些企业效益回落，

影响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实施。工作层面也还存在着认识不到位、激励政策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基础

工作薄弱等问题。从目前进展情况看，“十一五”节能目标完成进度仍落后于时间进度，形势严峻，任务艰巨。 

2009 年是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认识

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中坚持节

能减排不动摇，继续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内需、

保增长、调结构的重要内容，作为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全面落实各项节能

减排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务求取得更大成效，确保节能减排目标完成进度与“十一五”规划实施进度

同步。 

一、加强目标责任考核。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对省级政府 2008 年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现场评价考核，

评价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告，落实奖惩措施，实行严格的问责制。组织各地节能主管部门开展千家企业节能目标责任

评价考核，审核汇总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告并做好考核结果的运用。发布 2008 年全国和各地区单位 GDP 能耗、主

要污染物排放及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指标公报，以及 2009 年上半年全国单位 GDP 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指标公

报。抓好军队资源节约统计与考评工作。 

二、推动重点工程实施。继续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新增中央投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和国外优惠贷款对节能

减排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建设、循环经济发展、淘汰落后产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

建设、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以及节能环保能力建设。2009 年，通过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形成 7500 万吨标准

煤的节能能力；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对能效等级 1 级或 2 级以上高效节能空调、冰箱等 10 大类产品，通过

财政补贴方式加大推广力度；推广节能灯 1.2 亿只；支持在北京、上海、重庆等 13 个城市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

范试点。新增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1000 万立方米，全国 36 个大城市基本实现污水全部收集处理；新增燃煤电厂烟

气脱硫设施 5000 万千瓦以上，新增钢铁企业烧结机烟气脱硫设施 20 台（套）。 

三、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盲目扩张。组织修订《产业结构调整目录》。在抓紧组织实施钢铁、汽车、造船、

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物流等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

策和项目审核管理规定，强化用地审查、节能评估审查、环境影响评价，从严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盲目扩张。

继续推动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力度，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进行改造和

提升。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2009 年“上大压小”关停小火电机组 1500 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 1000 万

吨、炼钢 600 万吨、水泥 5000 万吨、造纸 50 万吨、铁合金 70 万吨、焦炭 600 万吨。完善淘汰落后产能退出机制，

公告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推广大型企业兼并重组落后企业等有效做法，落实好差别电价政策和淘汰落后产能企

业职工安置政策措施。发布节能设备指导目录、落后高耗能设备淘汰目录等，推动淘汰落后高耗能设备。落实节能

发电调度办法，抓紧出台配套政策。大力促进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四、加快技术开发和推广。围绕能源、资源、环境等领域，建设和完善若干国家工程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和

国家重点实验室，在高效发电、重污染行业清洁生产、建筑节能等方面组织科研攻关，攻克一批节能减排关键和共

性技术。编制工业、通信业清洁生产技术指南和重点节能技术推广专项规划。支持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

电站重大科技专项。加大新技术、新产品产业化的实施力度，推动电动汽车产业化，做好“金太阳”太阳能发电、

大型超超临界发电、有机废水循环利用等技术的规模化推广应用。制定半导体照明（LED）产业发展意见。推进浅

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加快风能资源的评估与开发。发布农业机械节能减排技术。出台关于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加快节

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鼓励专业节能公司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为中小企业、公共机构实施节能改造。启动污

泥处理处置示范工作。积极推进环保产业发展，继续开展烟气脱硫特许经营试点，规范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特许经

营，鼓励排污单位委托专业化公司承担污染治理或设施运营。发布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设备（产品）目录，编

制环保装备示范工程规划。广泛开展节能减排国际合作，切实加强双边、区域和多边在节能、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研

发等方面的交流，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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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着力抓好重点领域节能减排。继续大力推进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发布能源利用状况公告，开展节能管理师

试点，形成 2000 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制定发布钢铁、建材、电子信息、军工和中小企业节能减排指导意见，

深入开展重点耗能行业能效水平对标活动。扩大强制性能效标识实施范围，制定发布电风扇、微波炉、通风机、工

业锅炉等 6 种产品能效标识实施规则。组织开展 5 万个锅炉房节能管理达标活动。2009 年底施工阶段执行节能强

制性标准比例提高到 90%以上；全面开展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2009 年改造 6000 万平方米；继续

推进供热按用热量计量收费；扩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规模，出台推动太阳能光电技术在建筑领域应用的实施

意见，实施好新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新农村农房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化应用项目。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优化道

路运输组织管理；严格执行汽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实施落后车辆淘汰制度，完善报废汽车回收机制；加快发展

水路运输，推进船型标准化；加快电气化铁路建设；优化航线航路，启动机场节电工程，研究建立民航业节能减排

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交通运输行业节能减排监测考核体系。安排财政资金 70 亿元，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

推进节约型机关、学校、科技场馆、文化场馆、医院、体育场馆等“六个 100 示范工程”建设，研究建立公共机构

节能考核制度。开展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统计、审计和公示工作。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农村沼气建设；实施农村清

洁工程，加大“以奖促治”工作力度，解决一批村镇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推进零售业节能降耗。 

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做好循环经济促进法贯彻实施工作。组织编制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印发省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编制指南。建立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循环经济技术研发、示范推广、能力建设

等。深化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开展“循环经济专家行”活动。加快实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出台促进汽车零部

件再制造产业发展意见，建立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标识制度。组织编制实施再生金属利用规划、重大机电装备再

制造产业发展规划。加快国家生态示范工业园区建设。研究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统计制度。发展矿产资源

领域循环经济，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加快脱硫石膏、磷石膏、农作物秸秆等资源化重点工程建设。启动第三批

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和第三批“禁止现场搅拌砂浆”工作。制定重点电子信息产品污染物管理目录，推动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回收利用。加快第二批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支持建设一批统一规范的社区回收站点、专业化分拣

中心和区域集散市场。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再生利用。启动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试点。促进灾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进一步加大“限塑”和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力度。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治理商品过度包装的有关文件精神，抓

紧制定治理商品过度包装的相关标准和政策。推动机电产品包装节材代木。推进循环农业促进行动，重点抓好 10

个循环农业地市建设，以及农垦制糖业、天然橡胶业的循环产业建设。 

七、完善相关经济政策。继续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落实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方案。完善天然气价格形

成机制。实行鼓励余热余压发电的上网和价格政策。继续推进电价改革，完善需求侧电价管理制度。继续实行促进

节约用水的水价制度，鼓励使用再生水。完善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偿制度。出台农村老旧渡船拆解改造补偿制度。

研究调整车辆购置税政策。推进环保收费改革，提高收缴率。研究建立污染物减排激励机制。修订高污染、高环境

风险产品名录，继续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继续实施促进节能减排的政府采购政策，完善清单动

态管理制度、公示制度和执行政策的奖惩制度。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逐步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进

一步扩大用于节能减排的企业债券发行规模，研究开展污水处理项目收益债券试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金融

机构继续加大对节能减排重大项目的信贷支持。推进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 

八、加快法规和标准建设。完善节能减排法律法规体系，加快节约能源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建设。落

实好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研究起草排污许可证条例。尽快出台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

查办法、城镇排水和污水处理条例。修订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能效标识管理办法、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办法，

组织制订、修订电炉钢冶炼和氧化铝、尿素等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水源热泵机组、小功率电

机、容积式空气压缩机、通风机、工业锅炉等用能产品强制性能效标准。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电石、热轧带肋钢

筋等高耗能和易造成环境污染产品的市场准入条件。制订电力企业节能降耗主要指标监管评价标准。 

九、强化节能减排监管。加强对各地区节能减排工作的监督检查，督促各项节能减排优惠政策的落实，坚决制

止和纠正擅自出台对高耗能行业实行优惠电价、违规乱上高耗能和高排放项目等行为。加强节能减排执法检查，严

肃查处严重浪费能源资源、严重破坏环境、违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私自排污等问题。开展能效标识、能源计

量器具配备、能源计量数据及使用、高耗能特种设备等专项检查。深入开展环保执法专项行动，重点做好电力、钢

铁、建材、造纸等 12 个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职工节能减

排义务监督员队伍建设，强化对义务监督员的培训。发布电力企业节能减排情况通报。 

十、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加快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建设。加强资源环境、循环经济基础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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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抓紧组建国家节能中心，健全省级节能监察

机构和节能技术服务中心。结合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第二、三产业用能单位能耗调查和主要耗能行业重

点耗能设备普查。继续推进污染源普查工作，加强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与统计等能力建设。

进一步完善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启动建设全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电力行业节能减排监

管信息平台。 

十一、开展规划编制等重大问题研究。编制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展“十二五”

节能专项规划前期研究，研究节能重大问题，重点做好节能目标预测。对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开展“十二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前期研究，重点对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及排放指标等开展专题研究。做

好“十二五”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的前期研究，重点是目标、技术路线、政策机制等，特别是对垃圾

处理技术路线、污泥无害化处理做专题研究，为制订“十二五”规划纲要做好前期准备。 

十二、加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继续广泛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以节油节电和全民节能为重点，深

入开展节能减排宣传教育，普及节能环保知识，积极倡导节约型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生活习惯。做好 2009 年

全国节能宣传周、中国城市无车日、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六·五”环境日的宣传活动。各

地区要对节能减排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开展“汽车节能环保驾驶”活动，

大力宣传节能环保驾驶理念。新闻媒体要加大节能减排报道力度，宣传先进经验，曝光反面典型，发挥舆论的引导

和监督作用。 

发展改革委要加强节能减排综合协调，环境保护部要做好减排协调工作，指导、督促、检查各地区、各部门落实国

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本工作安排的各项工作，及时向国务院报告节能减排进展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8.3.7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 （国办发〔2004〕30 号 2004 年 04 月 01 日） 

http://www.gov.cn/xxgk/pub/govpublic/mrlm/200803/t20080328_32367.html  

索 引 号:000014349/2004-00066 主题分类: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 发布机构: 国务院办公

厅 发文日期: 2004年04月01日 名  称: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 文  号: 国办发〔2004〕

30 号 主 题 词: 经济管理 资源 节约 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   

 国办发〔2004〕3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解决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问题，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经国务院同意，2004 年

至 2006 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资源节约活动，全面推进能源、原材料、水、土地等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工作。

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重要意义 

   能源、原材料、水、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保

障。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耕地、淡水、森林、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铁、铜、铝等重要矿产的国内保障程度低。资源供给不足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

要制约因素。同时，由于我国许多行业和地区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大、污染重，目前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

原材料和水资源消耗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靠大量消耗资源支撑经济增长，不仅使资源约束矛盾更加突出，环境

压力加大，也制约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组织开展资源节约活动，推进资源节约工作，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缓解资源瓶颈制约，实现国民

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

重要措施；是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各级

领导干部，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

的政绩观，采取有效措施，扎扎实实地推进资源节约工作。 

   二、资源节约活动的目标和基本要求 

  (一)目标：经过三年努力，使全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资源意识和节约意识显著增强，部分行业盲目发

展、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严重浪费资源现象得到有效遏制，资源节约技术和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资源节约政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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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标准不断完善并得到较好实施，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万元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下降 5%，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取水量下降 10%，水的重复利用率提高 5 个百分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显著提高，耕地减少趋势得到遏制，资源瓶颈制约得到有效缓解，全社会自觉节约资源的机制初步形成，建设资源

节约型社会迈出坚实步伐。 

  (二)基本要求：一是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相结合。在研究

制定“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重大项目等各项工作中，要按

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把节约资源、降低消耗

放在突出位置，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加快循环经济发展。二是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与调整经济结构相结合。加快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抓紧完善并严格执行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准入条件，坚决制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

重复建设；完善产业政策，扶优扶强，促进优胜劣汰。三是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与技术进步相结合。要推动资源节

约科技开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组织实施资源节约重大技术示范，推广应用先进高效的节能、节水设备和器具，

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资源节约的整体技术水平。四是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与缓解经济

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瓶颈制约相结合。要优化电力生产调度，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以高耗能行业为重点，在强化

负荷管理的同时，大力节约用电；加快大型灌区和北方缺水城市节水工程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加大企业

节水技术改造力度，推进城市节约用水。加快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采取有效的节地措

施。 

   三、采取综合措施，扎实推进资源节约工作 

  (一)建立健全资源节约责任制。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各单位要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的高

度，明确责任。要建立健全资源节约责任制，明确一位领导干部负责资源节约工作。要完善能源、水、原材料使用

的计量、记录、报告、奖惩等管理制度，把资源节约的责任纳入各工作岗位的职责之中，纳入各单位日常管理和工

作考核之中，做到层层有责任，逐级抓落实。政府机构要在资源节约活动中发挥表率作用，制订节能实施方案和能

耗水耗定额、支出标准，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降低费用支出，带头节约资源。 

  (二)加强规划指导，完善法规标准。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编制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专

项规划，提出目标、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要抓紧完善资源节约法规和规章，完善节能节水配套法规，制订汽车燃

油经济性标准和设备能效标准、重点行业取水定额标准，修订节能设计规范。扩大节能节水产品认证范围，建立强

制性能效标识制度，把好市场准入关。各地区、有关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实际，抓紧制订配套法规和相关规

划。 

  (三)研究制订财政、税收、价格等激励政策。发展改革委要会同财政、税务部门抓紧制订并不断完善节能、

节水设备(产品)目录，并研究采取优惠政策，鼓励生产、销售和使用节能、节水设备(产品)，鼓励开发和利用可再生

能源。要充分运用价格调节机制，促进节能、节水、节约原材料和资源综合利用。各级财政要支持资源节约和资源

综合利用，并将节能、节水设备(产品)纳入政府采购目录。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对重大节能技术开发、示范

和改造项目加大投资力度。 

  (四)加快资源节约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各地区、有关部门要重点支持一批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技术开

发、技术改造项目，通过发布目录、组织现场会、举办展览、技术交流等方式，加快先进成熟技术的推广应用；重

点推广洁净煤，节约和替代石油，高效节能锅炉、风机、水泵、电动机及拖动系统调速和建筑节能技术；推广空调

节电技术、绿色照明和高耗能行业能量系统优化技术；推广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废水资源化和“零”排放技术、中

水回用和海水利用技术；推广“三废”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技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 

  (五)推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节约新机制。建立信息发布制度，及时发布国内外各类能耗、水耗、先进技

术和管理信息，加快资源节约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的推广应用；推行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融资担保等新机制，

培育和发展节能节水技术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节能节水技术服务；推行综合资源规划和需求侧管理方法，引导资

源合理配置和利用；积极稳妥地推进供热和物业管理体制改革，努力降低资源费用支出。 

  (六)组织资源节约专项检查。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对严重缺电、缺水地区，重点城市、重点

行业和企业节能、节水情况的监督检查。各地发展改革委(经贸委)要会同有关部门，依法组织节能、节水执法和监

测机构，对本地区煤炭、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造纸等高耗能(水)企业以及宾馆、商厦、写字楼

等公共设施节能、节水情况进行检查；对能效标准、高耗电产品限额标准、建筑节能标准及行业节能设计规范执行

情况进行检查；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增列节能篇(章)的规定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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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要采取措施及时整改。坚决关闭或淘汰技术落后、浪费资源、污染严重的企业或项目。 

   四、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一)加强资源节约活动的组织领导。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明确各方责任，中央制定原则，地方负责落实，

部门指导协调，加强监督检查，共同做好工作。地方人民政府要积极贯彻落实资源节约活动的工作部署和各项要求，

结合本地区实际，制订方案，扎实推进。有关部门要合理分工，加强协调，督促检查。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教育部、

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国资委、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环

保总局、广电总局、法制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和单位，建立资源节约活动协调机制，研究制订政策

措施，协调、指导和推动资源节约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做好资源节约的教育培训工作。各地区、有关部门要将资源节约纳入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

育和技术培训体系，制订培训规划，编写培训教材，加强资源节约教育；要对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节能节水管理人

员进行不同层次的教育和培训，并加强节能节水执法监督人员和检测机构人员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资源节约的技

术水平、执法监督和服务水平。 

  (三)广泛开展对全社会的资源节约宣传。各地区、有关部门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文化等部门和社会团体要广泛宣传我国资源形势，宣传节约资源、建立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意义，宣传国

家资源节约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弘扬先进典型，曝光资源浪费行为，倡导节俭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节约光荣，

浪费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不断提高公众的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共青团组织要在青少年中开展资源节约宣

传和实践活动，教育青少年从小养成节约资源的良好习惯。大力开展群众性的资源节约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等活

动。在每年夏季用电高峰，积极组织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 

  

                          国务院办公厅       

                         二○○四年四月一日  

 

 

8.3.73）《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标准》（2006-06-06） 

http://www.mohurd.gov.cn/wbdt/xzzx/zzfjbz/200702/t20070211_160450.html 

http://xxgk.pingxiang.gov.cn/szbmxxgk/sjsj/fgwj/fg/201207/t20120709_653234.htm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标准  

一、总  则 

（一）为了加强对从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企业的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结合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特点，制定本标准； 

（二）本标准工程范围系指各类建设工程中的建筑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除外）； 

（三）本标准是核定从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活动的企业资质等级的依据； 

（四）本标准设一级、二级、三级三个级别； 

（五）本标准中工程业绩和专业技术人员业绩指标是指已竣工并验收质量合格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二、标  准 

（一）一级 

1、企业资信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并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工商注册资本金不少于 1000 万元，净资产不少于 1200 万元； 

（3）近五年独立承担过单项合同额不少于 1500 万元的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或施工或设计施工一体）不少于 2

项；或单项合同额不少于 750 万元的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或施工或设计施工一体）不少于 4 项； 

（4）近三年每年工程结算收入不少于 4000 万元。 

2、技术条件 

（1）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不少于 8 年从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经历，具备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结构工程师、

一级建筑师、一级项目经理）执业资格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企业具备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结构工程师、一级项目经理）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6 人。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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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良好。具备技术、安全、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二）二级 

1、企业资信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并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工商注册资本金不少于 500 万元，净资产不少于 600 万元； 

（3）近五年独立承担过单项合同额不少于 500 万元的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或施工或设计施工一体）不少于 2

项；或单项合同额不少于 250 万元的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或施工或设计施工一体）不少于 4 项； 

    （4）近三年最低年工程结算收入不少于 1000 万元。 

2、技术条件 

（1）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不少于 6 年从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经历，具有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注册结构工

程师、建筑师、项目经理）执业资格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企业具有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结构工程师、项目经理）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5 人。 

3、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良好。具备技术、安全、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三）三级 

1、企业资信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工商注册资本金不少于 50 万元，净资产不少于 60 万元。 

2、技术条件 

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不少于三年从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经历，具有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建筑师、项目经理）

执业资格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具有完善的技术、安全、合同、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三、承包业务范围 

（一）取得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的企业，可从事各类建设工程中的建筑装饰装修项目的咨询、设

计、施工和设计与施工一体化工程，还可承担相应工程的总承包、项目管理等业务（建筑幕墙工程除外）； 

（二）取得一级资质的企业可承担各类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规模不受限制（建筑幕墙工程除外）； 

（二）取得二级资质的企业可承担单项合同额不高于 1200 万元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除外）； 

（三）取得三级资质的企业可承担单项合同额不高于 300 万元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除外）。 

四、附  则 

（一）企业申请三级资质晋升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晋升一级资质，应在近两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无质量、安

全责任事故； 

（二）取得《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证书》的单位，其原《建筑装饰装修专项工程设计资格证书》、

《建筑装饰装修专项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证书》收回注销； 

（三）新设立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申请二级资质或三级资质，申请二级资质除对“企业资信”（2）中净资产以

及（3）、（4）不作要求外，其他条件均应符合二级资质标准要求。申请三级资质除对“企业资信”（2）中净资产不

作要求外，其他条件均应符合三级资质标准要求； 

（四）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五）本标准自二 OO 六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8.3.74）《城镇供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建设部公告 2018 年第 118 号 2018 年 06 月 12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12/t20181204_2386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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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号：000013338/2018-00514 主题信息：标准定额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

2018 年 06 月 12 日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产品标准《城镇供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的公告有 效 

期：2018 年 12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2018 年第 118 号主 题 词：住房

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产品标准 

《城镇供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的公告   

  现批准《城镇供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为城镇建设行业产品标准，编号为 CJ/T 141-2018，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原《城市供水 二氧化硅的测定 硅钼蓝分光光度法》CJ/T 141-2001、《城市供水 锑的测定》CJ/T 142-

2001、《城市供水 钠、镁、钙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CJ/T 143-2001、《城市供水 有机磷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CJ/T 

144-2001、《城市供水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CJ/T 145-2001、《城市供水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分析法》CJ/T 

146-2001、《城市供水 多环芳烃的测定 液相色谱法》CJ/T 147-2001、《城市供水 粪性链球菌的测定》CJ/T 148-2001、

《城市供水 亚硫酸盐还原厌氧菌（梭状芽胞杆菌）孢子的测定》CJ/T 149-2001 和《城市供水 致突变物的测定 鼠

伤寒沙门氏菌/哺乳动物微粒体酶试验》CJ/T 150-2001 同时废止。 

  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www.mohurd.gov.cn）公开，并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

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8 年

6 月 12 日 

《城镇供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12/W020181204044520.pdf  

    

 

 

 

8.3.75）《预制混凝土楼梯》（建设部公告 2018 年第 125 号 2018 年 06 月 26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12/t20181204_238684.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18-00515 主题信息：标准定额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

2018 年 06 月 26 日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产品标准《预制混凝土楼梯》的公告有 效 期：2018

年 12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2018 年第 125 号主 题 词：住房城乡建设部

关于发布行业产品标准 

《预制混凝土楼梯》的公告   

  现批准《预制混凝土楼梯》为建筑工业行业产品标准，编号为 JG/T 562-2018，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实

施。原《住宅楼梯 预制混凝土梯段》JG 3002.1-1992 和《住宅楼梯 预制混凝土中间平台》JG 3002.2-1992 同时废

止。 

  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www.mohurd.gov.cn）公开，并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

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8 年

6 月 26 日 

《预制混凝土楼梯》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12/W02018120404485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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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6）《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建设部令第 29 号  2012 年 12 月 03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33

号 2016 年 01 月 18 日）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301/t20130128_212713.html 2012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603/t20160318_226949.html  2016 

《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  2012 

索 引 号：000013338/2012-00946 主题信息：城乡规划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2012 年 12 月 03 日文件名称：城乡规划违法违纪

行为处分办法有 效 期：2013 年 01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9 号主 题 词：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   

  《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已经 2012 年 9 月 24 日监察部第 6 次部长办公会议、2012 年 8 月 27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第 101 次部务会议、2012 年 5 月 10 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第 84 次部常务会议、2012 年 7 月 30

日国家公务员局第 37 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监察部部长 马馼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 尹

蔚民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姜伟

新 

                                      2012 年 12 月 3 日  

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管理，惩处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有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的单位中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以及有城乡规划违法违

纪行为的个人，应当承担纪律责任。属于下列人员的（以下统称有关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

理权限依法给予处分： 

  （一）行政机关公务员； 

  （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四）企业、人民团体中由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本办法规定的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执

行。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及国务院监察机关、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制定的处分规章对城乡规

划违法违纪行为的处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地方人民政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

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依法应当编制城乡规划而未组织编制的； 

  （二）未按法定程序编制、审批、修改城乡规划的。 

  第四条 地方人民政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制定或者作出与城乡规划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文件相抵触的规定或者决定，造成不良后果

或者经上级机关、有关部门指出仍不改正的； 

  （二）在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的； 

  （三）违反风景名胜区规划，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立各类开发区的； 

  （四）违反规定以会议或者集体讨论决定方式要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不符合城乡规划的建设项目发放规

划许可的。 

  第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及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编制城乡规划的，对有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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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第六条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

利，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

处分： 

  （一）违反法定程序干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修改，或者擅自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二）违反规定调整土地用途、容积率等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或者擅自改变规划许可内容的； 

  （三）违反规定对违法建设降低标准进行处罚，或者对应当依法拆除的违法建设不予拆除的。 

  第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承担城乡规划监督检查职能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

分： 

  （一）发现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违反规划许可的规定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的行为不予查处，或者接到

举报后不依法处理的； 

  （二）在规划管理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的。 

  第八条 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后，违反规定

调整土地用途、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第九条 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处分： 

  （一）未依法对经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予以公布的； 

  （二）未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同意修改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的。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或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的镇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

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一）违反规划条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二）超越职权或者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核发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核发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核发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 

  （四）违反规划批准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活动或者违反规定批准

对历史建筑进行迁移、拆除的； 

  （五）违反基础设施用地的控制界限（黄线）、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绿线）、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

的保护范围界限（紫线）、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地域界限（蓝线）等城乡规划强制性内容的规定核发规划许可的。 

  第十一条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未依法组织编制或者未按照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总体规划的要

求编制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

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未依法组织编制或者未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编制城市的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记

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一）对未依法取得选址意见书的建设项目核发建设项目批准文件的； 

  （二）未依法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确定规划条件或者改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依法确定的

规划条件的； 

  （三）对未依法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四）对未在乡、村庄规划区建设用地范围内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办理用地审批

手续，造成不良影响的。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580 页 共 3277 页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违反风景名胜区规划，批准在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

内建设宾馆、培训中心、招待所、疗养院以及别墅、住宅等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的，对有关责任

人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十五条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缆车、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的选址方案未经国务院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核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擅自核发选址意见书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记

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未依法取得建设项目规划许可，擅自开工建设的； 

  （二）未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许可，擅自改变规划条件、设计方案，或者不按照规划要求配建公共设施及

配套工程的； 

  （三）以伪造、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建设项目规划许可手续的； 

  （四）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或者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 

  （五）违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破坏传统

格局、历史风貌，或者擅自新建、扩建、拆除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 

  （六）违反风景名胜区规划在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内建设宾馆、培训中心、招待所、疗养院以及别墅、住

宅等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的。 

  第十七条 受到处分的人员对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申请复核或者申诉。 

  第十八条 任免机关、监察机关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建立案件移送制度。 

  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查处城乡规划违法违纪案件，认为应当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

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及时查处，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任免机关或

者监察机关。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查处城乡规划违法案件，认为应当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给予处分的，应当在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或者其他处理决定后，及时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应当依

法及时查处，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第十九条 有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应当给予党纪处分的，移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处理；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2016 

索 引 号：000013338/2016-00468 主题信息：其他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2016 年 01 月 18 日文件名称：关于修改《城乡规划

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的决定 有 效 期：2016 年 01 月 18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33 号主 题 词：关于修改《城乡规划违法违

纪行为处分办法》的决定    

  《关于修改<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的决定》已经 2015 年 12 月 25 日监察部第 25 次部长办公

会议、2015 年 9 月 6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第 72 次部务会议、2015 年 12 月 7 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第 25 次部常务会

议、2015 年 8 月 27 日国家公务员局第 59 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监察部部长：黄树贤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

长：尹蔚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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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政高 

                                        2016 年 1 月 18 日 

  

 

关于修改《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的决定 

  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决定对《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作如下修改： 

  将第十五条修改为：“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缆车、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的选址方案未经省级

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直辖市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核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擅自核

发选址意见书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职处分。”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8.3.77）《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标）管理办法》（商务部 银监会 保监会令 2011 年第 3 号）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zcfb/a/201112/20111207880792.shtml  

【发布单位】商务部 银监会 保监会  

【发布文号】商务部 银监会 保监会令 2011 年第 3 号  

【发布日期】2011-12-07  

【实施日期】2012-01-15  

   《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标）管理办法》已经商务部、银监会、保监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2

年 1 月 15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部 长：陈德铭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 席：尚福林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 席；项俊波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标）核准管理，规范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标）活动，保障对

外承包工程项目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促进对外承包工程健康发展，根据《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对

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法取得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企业或其他单位（以下统称单位）以投标或议标方式承包合同报价金额

不低于 500 万美元的境外建设工程项目，应当在对外投标或议标前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

标）核准（以下简称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核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是指中国的单位承包境外建设工程项目，包括咨询、勘察、设计、监理、

招标、造价、采购、施工、安装、调试、运营、管理等活动。 

第四条          商务部负责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核准工作。 

商务部建立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数据库系统管理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核准。 

第五条  国家鼓励对外承包工程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申请融资、办理保函等业务。开展上述业务应当符

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第二章  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核准 

第六条  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应当通过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数据库系统申请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核准。 

申请核准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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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情况说明； 

（二）     中国驻项目所在国使馆（领馆）经商机构出具的意见; 

（三）有关商会出具的意见； 

（四）需境内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或信用保险的项目，需提交境内金融机构出具的承贷或承保意向函。  

第七条  中国驻项目所在国使馆（领馆）经商机构应当在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根据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提出申

请后通过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数据库系统提出明确意见。中国驻项目所在国使馆（领馆）经商机构在提出意见时应当

综合考虑外经贸政策、驻在国安全风险、项目环保与可能涉及的多国利益以及企业业务开展情况、突发事件报送和

项目外派劳务人员等问题。  

第八条  有关商会应当在中国驻项目所在国使馆（领馆）经商机构出具意见后通过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数据库系

统提出明确意见。有关商会在提出意见时应当综合考虑企业公平竞争和行业自律等有关情况。 

第九条  商务部在收到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完备材料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予以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

网上核准，并向申请单位颁发《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标）核准证》（以下简称《核准证》）。 

第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核准： 

（一）申请单位受到商务部或者其他部门暂停经营对外承包工程或相关业务的处罚尚未期满； 

（二）申请核准前 3 年内因实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不规范经营行为或重大失误给中国与项目所在国双边关系

和经贸合作造成严重影响； 

（三）申请核准前 3 年内参加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标）时擅自以中国政府或者金融机构的名义对外承诺

融资； 

（四）申请核准前 2 年内未按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其开展对外承包工程的情况，或未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

送业务统计资料； 

（五）申请核准前 3 年内不遵守《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并导致重大事故； 

（六）申请核准前 2 年内未按《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要求向中国驻工程项目所在国使馆（领馆）报告订立

工程项目合同情况或不接受使馆（领馆）在突发事件防范、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及外派人员保护等方面的指导； 

（七）申请核准前 3 年内曾因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核准证》被商务部撤销核准。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获得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核准的单位，可以就相关项目向境内金融机构申请办理保函、信贷或信用保

险，向境内金融机构申请项目保函、信贷或信用保险时，应当提交《核准证》等相关文件。 

第十二条  境内金融机构不得向未依据本办法办理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核准的单位开立保函、提供信贷或信用保

险。 

第十三条  获得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核准的单位应当在项目评标结果公布后 10 个工作日内，在对外承包工程项

目数据库系统上填报评标结果。 

中标单位应当在开工后每个月在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数据库系统上填报项目实施进展情况，直至对外承包工程项

目合同义务终止。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申请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核准的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或者伪造相关证明、提交虚假材料的，商务部不予

核准，并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拒不改正的，处 3 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 万元以下罚

款。 

申请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核准的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核准证》的，由商务部撤销核准，并给予

警告，处 3 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 万元以下罚款；发生《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规定情形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根据《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在一定期限

内禁止对外承包新的工程项目直至吊销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证书。 

第十五条  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核准的，商务部给予警告，处 3 万元

以下罚款；并可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 万元以下罚款；发生《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

情形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根据《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对外承包

新的工程项目直至吊销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证书。 

第十六条  商务部、中国驻项目所在国使馆（领馆）经商机构、有关商会的工作人员在办理对外承包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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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出具意见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滥用职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法给予处分。 

第十七条  金融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为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开立保函、提供信贷或信用保险的，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有关金融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核准证》由商务部统一印制。 

第十九条  中国内地的单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承包工程项目的投标（议标）管理，

参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机电产品、大型机械和成套设备出口，不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不低于”、“以下”均含本数。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1 月 15 日起施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下发〈对外承包工

程项目投标（议标）许可暂行办法〉的通知》（〔1999〕外经贸合发第 699 号）、《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中国人民银

行 财政部关于印发〈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标）许可暂行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外经贸合发〔2001〕285

号）和《商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关于〈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标）许可暂行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商

合发〔2005〕20 号）同时废止。    

 

 

 

 

 

8.3.78）《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处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令第 22 号  2010 年 7 月 8 日） 

http://www.dyedz.gov.cn/quneidaohang/jigongwei/zhengcefagui/2013-01-08/17488.html  

http://www.jjjc.yn.gov.cn/info-56-10726.html  

http://www.hblz.gov.cn/show.asp?id=364  

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处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22 号） 

   《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处分规定》已经 2010 年 6 月 18 日监察部第 6 次部长办公会议审议通

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公务员局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监察部部长：马馼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      

                                 2010 年 7 月 8 日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行政机关公务员廉洁从政，规范工程建设秩序，惩处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

域行为，确保工程建设项目安全、廉洁、高效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副科级以上行政机关公务员。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公务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

行政机关的决定、命令，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向相关部门、单位或者有关人员以指定、授意、暗示等方式

提出要求，影响工程建设正常开展或者干扰正常监管、执法活动的行为。      

    第四条 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决策，有下列情形之一，索贿受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的，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要求有关部门允许未经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建设的；      

   （二）要求建设单位对未经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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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要求有关部门审批或者核准违反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市场准入标准以及未通过节能评估和审查、环

境影响评价审批等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工程建设项目的；      

   （四）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违反技术标准和有关规定，规划、设计项目方案的；      

   （五）违反规定以会议或者集体讨论决定方式安排工程建设有关事项的；      

   （六）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决策行为的。      

    第五条 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索贿受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

私利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要求有关部门对依法应当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不招标，或者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实行邀

请招标的；      

   （二）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化整为零，或者假借保密工程、抢险救灾

等特殊工程的名义规避招标的；      

   （三）为招标人指定招标代理机构并办理招标事宜的；      

   （四）影响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人资格的确定或者评标、中标结果的；      

   （五）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行为的。      

    第六条 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土地使用权、矿业权审批和出让，有下列情形之一，索贿受贿、为自己或者他人

谋取私利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要求有关部门对应当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土地使用权采用划拨、协议方式供地的；      

   （二）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采用合作开发、招商引资、历史遗留问题等名义或者使用先行立项、先行选址

定点确定用地者等手段规避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      

   （三）影响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中竞买人的确定或者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结果的；      

   （四）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确定后，要求有关部门违反规定批准减免、缓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      

   （五）要求有关部门为不符合供地政策的工程建设项目批准土地，或者为不具备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书条件

的工程建设项目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书的；      

   （六）要求有关部门违反规定审批或者出让探矿权、采矿权的；      

   （七）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土地使用权、矿业权审批和出让行为的。      

    第七条 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城乡规划管理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索贿受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的，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要求有关部门违反规定改变城乡规划的；      

   （二）要求有关部门违反规定批准调整土地用途、容积率等规划设计条件的；      

   （三）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城乡规划管理活动行为的。      

    第八条 违反规定插手干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索贿受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

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要求有关部门同意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或者资质等级不相符的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活动的；      

   （二）要求有关部门为不符合商品房预售条件的开发项目发放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      

   （三）对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要求有关部门允许其交付使用的；      

   （四）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房地产开发用地、立项、规划、建设和销售等行为的。      

    第九条 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索贿受贿、为自己或者他

人谋取私利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要求建设单位或者勘察、设计、施工等单位转包、违法分包工程建设项目，或者指定生产商、供应商、

服务商的；      

   （二）要求试验检测单位弄虚作假的；      

   （三）要求项目单位违反规定压缩工期、赶进度，导致发生工程质量事故或者严重工程质量问题的；      

   （四）在对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进行监督管理过程中，对有关行政监管部门或者中介机构施加影响，导

致发生工程质量事故或者严重工程质量问题的；      

   （五）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行为的。      

   第十条 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索贿受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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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要求有关部门为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二）对有关行政监管部门进行的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活动施加影响，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三）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安全生产行为的。      

    第十一条 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环境保护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索贿受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

利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要求有关部门降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级、拆分审批、超越审批权限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      

   （二）对有关行政监管部门进行的环境保护监督检查活动施加影响，导致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或者防治生态

破坏的设施不能与工程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      

   （三）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环境保护工作行为的。      

    第十二条 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物资采购和资金安排使用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索贿受贿、为

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处分：      

   （一）要求有关部门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物资采购的；       

   （二）要求有关部门对不符合预算要求、工程进度需要的工程建设项目支付资金，或者对符合预算要求、工

程进度需要的工程建设项目不及时支付资金的；      

   （三）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物资采购和资金安排使用管理行为的。      

    第十三条 有本规定第四条至第十二条行为之一，虽未索贿受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但给国家和人

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或者给本地区、本部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

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十四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预有关部门对工程建设领域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的，给予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十五条 受到处分的人员对处分决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可以申请复核或者申诉。      

   第十六条 有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应当给予党纪处分的，移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处理；涉

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下列人员有本规定第四条至第十四条行为之一的，依照本规定给予处分：      

   （一）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中副科级或者相当

于副科级以上工作人员；      

   （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由行政机关任命的副科级或者相当于副科级以上人员。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8.3.79）《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0 年 5 月 7 日） 

http://www.gzdis.gov.cn/xxgk/xxgkml/djfg_14426/dnfgzd_14427/jsdf_14436/201607/t20160726_1064093.html  

http://jcj.mofcom.gov.cn/article/fgwj/fgsy/201707/20170702609993.shtml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ddsx201006008 

http://www.xixia.gov.cn/sitesources/xxxrmzf/page_pc/bmxxgk/xxgkml/tzgg/articlebda3df0f28434a5abb7e550253d383

ab.html 

http://xxgk.hznu.edu.cn/c/2015-03-23/618674.shtml 

http://www.tzsjs.gov.cn/Resource/ContentShow/ItemHtml/2017-12/1711956011/1935726954.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1636326.html  

为进一步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规范工程建设秩序，惩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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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确保工程建设项目安全、廉洁、高效运行，现对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适用《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一、党和国家机关中副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有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的，依照本解释处

理。 

  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副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企

业)及其分支机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有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的，适用本解释。 

  二、本解释所称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是指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性

规定或者议事规则，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向相关部门、单位或者有关人员以指定、授意、暗示等方式提出

要求，影响工程建设正常开展或者干扰正常监管、执法活动的行为。 

  三、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决策，有下列情形之一，谋取私利的，依照本解释第十二条处理： 

  (一)要求有关部门允许未经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建设的; 

  (二)要求建设单位对未经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建设的; 

  (三)要求有关部门审批或者核准违反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市场准入标准以及未通过节能评估和审查、环

境影响评价审批等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工程建设项目的; 

  (四)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违反技术标准和有关规定，规划、设计项目方案的; 

  (五)违反规定以会议或者集体讨论决定方式安排工程建设有关事项的; 

  (六)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决策行为的。 

  四、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谋取私利的，依照本解释第十二条

处理： 

  (一)要求有关部门对依法应当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不招标，或者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实行邀

请招标的; 

  (二)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化整为零，或者假借保密工程、抢险救灾

等特殊工程的名义规避招标的; 

  (三)为招标人指定招标代理机构并办理招标事宜的; 

  (四)影响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人资格的确定或者评标、中标结果的; 

  (五)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行为的。 

  五、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土地使用权、矿业权审批和出让，有下列情形之一，谋取私利的，依照本解释第十

二条处理： 

  (一)要求有关部门对应当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土地使用权采用划拨、协议方式供地的; 

  (二)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采用合作开发、招商引资、历史遗留问题等名义或者使用先行立项、先行选址

定点确定用地者等手段规避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 

  (三)影响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中竞买人的确定或者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结果的; 

  (四)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确定后，要求有关部门违反规定批准减免、缓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 

  (五)要求有关部门为不符合供地政策的工程建设项目批准土地，或者为不具备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书条件

的工程建设项目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书的; 

  (六)要求有关部门违反规定审批或者出让探矿权、采矿权的; 

  (七)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土地使用权、矿业权审批和出让行为的。 

  六、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城乡规划管理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谋取私利的，依照本解释第十二条处理： 

  (一)要求有关部门违反规定改变城乡规划的; 

  (二)要求有关部门违反规定批准调整土地用途、容积率等规划设计条件的; 

  (三)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城乡规划管理活动行为的。 

  七、违反规定插手干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谋取私利的，依照本解释第十二条处理： 

  (一)要求有关部门同意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或者资质等级不相符的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活动的; 

  (二)要求有关部门为不符合商品房预售条件的开发项目发放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 

  (三)对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要求有关部门允许其交付使用的; 

  (四)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房地产开发用地、立项、规划、建设和销售等行为的。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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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谋取私利的，依照本解释第

十二条处理： 

  (一)要求建设单位或者勘察、设计、施工等单位转包、违法分包工程建设项目，或者指定生产商、供应商、

服务商的; 

  (二)要求试验检测单位弄虚作假的; 

  (三)要求项目单位违反规定压缩工期、赶进度，导致发生工程质量事故或者严重工程质量问题的; 

  (四)在对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进行监督管理过程中，对有关行政监管部门或者中介机构施加影响，导

致发生工程质量事故或者严重工程质量问题的; 

  (五)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行为的。 

  九、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有下列情形之一，谋取私利的，依照本解释第十二条处理： 

  (一)要求有关部门为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二)对有关行政监管部门进行的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活动施加影响，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三)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安全生产行为的。 

  十、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环境保护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谋取私利的，依照本解释第十二条处理： 

  (一)要求有关部门降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级、拆分审批、超越审批权限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 

  (二)对有关行政监管部门进行的环境保护监督检查活动施加影响，导致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或者防治生态

破坏的设施不能与工程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 

  (三)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环境保护工作行为的。 

  十一、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物资采购和资金安排使用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谋取私利的，依

照本解释第十二条处理： 

  (一)要求有关部门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物资采购的; 

  (二)要求有关部门对不符合预算要求、工程进度需要的工程建设项目支付资金，或者对符合预算要求、工

程进度需要的工程建设项目不及时支付资金的; 

  (三)有其他违反规定插手干预物资采购和资金安排使用管理行为的。 

  十二、党员领导干部有本解释第三条至第十一条行为之一，本人索取他人财物，或者收受、变相收受他人

财物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党员领导干部有本解释第三条至第十一条行为之一，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

受对方财物的，追究该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十三、党员领导干部有本解释第三条至第十一条行为之一，未谋取私利，但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

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党员领导干部有本解释第三条至第十一条行为之一，未谋取私利，也未造成较大损失，但给本地区、本单

位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十四、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妨碍有关部门对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

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十五、本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央纪委、监察部 2004 年 2 月 3 日发布的《关于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

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为个人和亲友

谋取私利的处理规定》同时废止。 

 

 

8.3.80）《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监察部令第 16 号  2008 年 6 月 22 日） 

http://www.jjsh.sdu.edu.cn/a/sdujj/zcfg/zcflfg/2013/0221/106.html  

http://www.gov.cn/bumenfuwu/2012-11/15/content_2601181.htm  

http://www.qxnxfj.gov.cn/zcfg/a/2016-10-31/21.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令 

（第 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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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己经监察部 2008 年 3 月 7 日第 3 次部长办公会议、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2008 年 4 月 17 日第 2 次部务会议、国家信访局 2008 年 4 月 8 日局长办公会议通过，并于 2008 年 6 月

22 日由国务院批准。现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8 年 6 月 30 日   

 

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严格执行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工作责任制，切实落实领导责任，惩处信访工作违纪

行为，维护信访工作秩序，保护信访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信访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各级行政机关公务员。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违反信访工作纪律，是指违反党和国家有关信访工作的规定的行为。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领导责任，是指有关领导人员在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时，承担的与领导工

作职责相关的责任，分为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主要领导责任，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影响或后果负直

接领导责任。  

重要领导责任，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参与决策的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影

响或后果负次要领导责任。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负有主要领导

责任者，给予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一）决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引发信访突出问题或群体性事件的；  

    （二）主要领导不及时处理重要来信、来访或不及时研究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

果的；  

    （三）对疑难复杂的信访问题，未按有关规定落实领导专办责任，久拖不决，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负有主要领导

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一）拒不办理上级机关和信访工作机构交办、督办的重要信访事项，或者编报虚假材料欺骗上级机关，

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拒不执行有关职能机关提出的支持信访请求意见，引发信访突出问题或群体性事件的；    

    （三）本地区、单位或部门发生越级集体上访或群体性事件后，未认真落实上级机关的明确处理意见，导

致矛盾激化、事态扩大或引发重复越级集体上访，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  

    （四）不按有关规定落实信访工作机构提出的改进工作、完善政策、给予处分等建议，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对可能造成社会影响的重大、紧急信访事项和信访信息，隐瞒、谎报、缓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

谎报、缓报，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负有主要领导

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一）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工作作风简单粗暴，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对信访事项应当受理、登记、转送、交办、答复而未按规定办理或逾期未结，或者应当履行督查督

办职责而未履行，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重大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应到现场处置而未到现场处置或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或较

大社会影响的。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负有主要领导

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一）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导致信访事项发生，造成严重后果的；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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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应当作为而不作为，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导致信访事项发生，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侵害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导致信访事项发生，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九条  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或者滥用警械、强制措施，或者违反规定携带、使用武器的，

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撤职或者

开除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第十条  在信访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引发信访突出问题或群体性事件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

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负有重要

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第十一条  有本规定第五条至第十条规定的行为，除给予政纪处分外，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可同时建

议有关机关给予组织处理。  

    第十二条  有本规定第五条至第十条规定的行为，但未造成较大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可以责令作出深刻检

查或给予通报批评。  

    第十三条  对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经批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有本规定第五条至第十条规定的行为的，参照本

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8.3.81）《关于印发《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中纪发

〔2008〕23 号  2008 年 7 月 4 日） 

http://www.gjxfj.gov.cn/xxgk/2010-02/24/c_13186208.htm  

http://etkq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66  

http://www.jx-xinfang.gov.cn/zcfg/flfg/201502/t20150209_360174.html  

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纪发〔2008〕23 号，2008 年 7 月 4 日印发） 

    为严格执行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工作责任制，切实落实领导责任，惩处信访工作违纪行为，维

护信访工作秩序，保护信访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现就信访工作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一、党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中对信访工作违纪行为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中的共产党员，依照本解释追究责任。 

    二、本解释所称违反信访工作纪律，是指违反党和国家有关信访工作的规定的行为。 

    三、本解释所称领导责任，是指有关领导人员在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时，承担的与领导工作职

责相关的责任，分为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处理： 

    （一）决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引发信访突出问题或群体性事件的； 

    （二）主要领导不及时处理重要来信、来访或不及时研究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

果的； 

    （三）对疑难复杂的信访问题，未按有关规定落实领导专办责任，久拖不决，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处理： 

    （一）拒不办理上级机关和信访工作机构交办、督办的重要信访事项，或者编报虚假材料欺骗上级机关，

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拒不执行有关职能机关提出的支持信访请求意见，引发信访突出问题或群体性事件的； 

    （三）本地区、单位或部门发生越级集体上访或群体性事件后，未认真落实上级机关的明确处理意见，导

致矛盾激化、事态扩大或引发重复越级集体上访，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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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不按有关规定落实信访工作机构提出的改进工作、完善政策、给予处分等建议，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处理： 

    （一）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工作作风简单粗暴，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对信访事项应当受理、登记、转送、交办、答复而未按规定办理或逾期未结，或者应当履行督查督

办职责而未履行，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重大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应到现场处置而未到现场处置或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或较

大社会影响的。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处理： 

    （一）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导致信访事项发生，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应当作为而不作为，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导致信访事项发生，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侵害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导致信访事项发生，造成严重后果的。 

    八、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或者滥用警械、强制措施，或者违反规定携带、使用武器的，依

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处理。 

    九、在信访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引发信访突出问题或群体性事件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处理。 

    十、有本解释第四条至第九条规定的行为，可同时建议有关机关给予组织处理。 

    十一、有本解释第四条至第九条规定的行为，但未造成较大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可以责令作出深刻检查或

给予通报批评。 

 

8.3.82）《建设行政许可听证工作规定》（建法[2004]108 号 2004 年 7 月 1 日 ）   

http://www.mohurd.gov.cn/wbdt/xgfgwjjptzd/wsbsdtptzd/200804/t20080426_166002.html  

http://www.ptghj.gov.cn/xxgk/zcjd/201512/t20151215_378834.htm  

http://www.xjjs.gov.cn/gfxwjj/388.jhtml  

关于印发《建设行政许可听证工作规定》的通知建法[2004]108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部机关各单位： 

  《建设行政许可听证工作规定》已经建设部第 3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建设行政许可听证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建设行政管理行为，促进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下简称主管机关），实施

行政许可组织听证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主管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

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主管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第四条 主管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审查该许可事项是否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

关系；直接涉及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必要时可发布公告。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或公告发布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主管机关应当在二十

日内组织听证。  

  第五条 主管机关对第三条规定的事项举行听证的，应当在举行听证会三十日前，向社会公告听证会的时

间、地点、内容、听证会代表产生办法、申请参加听证会须知。  

  符合主管机关规定条件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或推选代表申请参加听证会。 

  主管机关按照听证公告规定的代表产生办法，根据拟听证事项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情况，确定

听证会代表；确定的听证会代表应当具有广泛性、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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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主管机关对第四条规定的事项组织听证的，应当公布确定利害关系人的原则。拟听证的许可事项

涉及利害关系人较多的，可由利害关系人推举或通过抽签等方式确定参加听证的代表。  

  第七条 听证由主管机关内经办行政许可事项的机构或法制工作机构具体组织。 

  第八条 组织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的原则，充分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保证其陈述意见、质证和申辩的权利。  

  第九条 行政许可听证，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应公开举行。 

  第十条 听证工作人员包括听证主持人、记录员，必要时可设一至三名听证员。 

  第十一条 听证主持人、记录员以及必要的听证员由主管机关指定。主管机关应当指定直接审查该行政许

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  

  听证主持人与听证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认为听证主持人与听

证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听证主持人与听证事项确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回避。  

  第十二条 主管机关应制作《听证通知书》，并在举行听证七日前将《听证通知书》送听证会代表或许可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  

  《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听证的事由与依据； 

  （二）听证的时间、地点； 

  （三）听证主持人、记录员、听证员的姓名、职务； 

  （四）听证会代表或许可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与义务； 

  （五）注意事项； 

  第十三条 听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行政许可办理期限内。主管机关应当将所需时间书面告知许可申请人。 

  第十四条 听证会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核实听证参加人的身份和到场情况； 

  （二）听证主持人介绍记录员、听证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及职务，告知听证参加人的权利和义务，宣布听

证开始； 

  （三）听证主持人宣读听证纪律和听证会场有关注意事项； 

  （四）审查该行政许可事项的工作人员提出审查意见并陈述理由，提供有关依据、证据等材料。 

  （五）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维护其合法权益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听证会代表对听证事项发

表意见； 

  （六）有关各方进行申辩和质证； 

  （七）最后陈述； 

  （八）听证笔录交听证参加人确认无误或者补正后签字或者盖章。无正当理由又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记

录员应记明情况；  

  （九）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第十五条 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听证事项名称； 

  （二）听证主持人、记录员、听证员的姓名、职务； 

  （三）听证参加人的姓名或名称、地址以及职业、职务等基本情况； 

  （四）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方式； 

  （五）经办机构工作人员提出的审查意见及陈述的理由； 

  （六）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听证会代表发表的意见； 

  （七）有关各方进行申辩和质证的内容； 

  （八）听证参加人的签字或者盖章，或者听证参加人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情况说明； 

  （九）听证主持人对听证活动中有关事项的处理情况； 

  （十）听证主持人认为需载明的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 主管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听证参加人有权查阅听证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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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举行听证： 

  （一）因不可抗力导致听证无法按期举行的； 

  （二）当事人申请延期，有正当理由的； 

  （三）可以延期的其他情形。 

  延期听证的，主管机关应当书面通知听证参加人，说明理由。 

  延期听证的情形消失后，主管机关应当在五日内举行听证，并书面通知听证参加人。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听证： 

  （一）听证主持人认为听证过程中提出新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提出的事实有待调查核实的； 

  （二）因不可抗力导致听证参加人无法继续参加听证的； 

  （三）应当中止听证的其他情形。 

  中止听证的，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听证参加人，说明理由。 

  中止听证的情形消失后，主管机关应当在五日内恢复听证，并书面通知听证参加人。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听证： 

  （一）申请人撤回听证申请或在听证过程中声明退出的； 

  （二）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场的，或者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中途退场的； 

  （三）有权申请听证的公民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听证权利的； 

  （四）有权申请听证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组织放弃听证权利的； 

  （五）需要终止听证的其他情形。 

  终止听证的，主管机关应当书面通知听证参加人。 

  终止听证后，由主管机关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第二十条 组织听证所需经费由主管机关承担，列入主管部门预算；组织听证必需的场地、设备、工作条

件，由主管机关给予保障。听证事项的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不承担主管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主管机关不得向听证

参加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行政许可法和本规定，不履行法定告知听证义务、不举行依法或依申请应当举行的听

证，以及组织听证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依照法律法规和行政许可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8.3.8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 146 号  2005 年 12 月 31 日） 

http://gtghj.wuhan.gov.cn/pc-244-673.html  1991 

http://www.hfsghj.gov.cn/1324/1328/201502/t20150225_1466123.html   1991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6-02/15/content_191969.htm   2005 

http://zfxxgk.beijing.gov.cn/11011514/gz22j/2015-07/22/content_285587.shtml   2005 

http://www.xygh.gov.cn/zhengce/2015-06-08/4.html  2005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1991 

（1991 年 9 月 3 日建设部令第 14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使城市规划的编制规范化，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

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编制城市规划，必须遵守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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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编制城市规划一般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根据实际需要，在编制总体规划前可以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纲要；大、中城市可以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编制分区规划。 

      第四条  设市城市的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分区规划、详细规划由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需要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纲要的，由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 

      县（自治县、旗）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由县（自治县、旗）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详细规划

由县（自治县、旗）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其他建制镇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由镇人民

政府负责组织编制。   

      第五条  承担编制城市规划任务的单位，应当符合国家关于规划设计资格的规定。 

      第六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确定的各项规划原则，符合有关标准和

技术规范，并积极采用先进的规划设计方法和技术手段。 

      第七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对城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自然环境、城市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等情况进

行深入调查研究，取得准确的基础资料。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提供编制城市规划所需要的基础资料。 

      第八条  在编制城市规划的各个阶段，都应当运用城市设计的方法，综合考虑自然环境、人文因素和居

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对城市空间环境作出统一规划，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城市景观的艺术水平。 

      第九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进行多方案比较和经济技术论证，并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当地居民的意见。 

      第十条  编制城市规划采用的勘察、测量图件和资料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勘 

察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质量要求。 

第二章  总体规划的编制 

      第十一条  城市总体规划纲要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确定城市总体规划的重大原则，并作为编制城市总体

规划的依据。 

      第十二条  城市总体规划纲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论证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原则确定规划期内城市发展目标； 

      （二）论证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原则确定市（县）域城镇体系的结构与布局； 

      （三）原则确定城市性质、规模、总体布局，选择城市发展用地，提出城市规划区范围的初步意见； 

      （四）研究确定城市能源、交通、供水等城市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以及实施城市规划的

重要措施。 

      第十三条  城市总体规划纲要的成果包括文字说明和必要的示意性图纸。 

      第十四条  城市总体规划的主要任务是：综合研究和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空间发展形态，统筹安排城

市各项建设用地，合理配置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处理好远期发展与近期建设的关系，指导城市合理发展。 

      第十五条  城市总体规划的期限一般为二十年，同时应当对城市远景发展作出轮廓性的规划安排。近期

建设规划是总体规划的一个组织部分，应当对城市近期的发展布局和主要建设项目作出安排。近期建设规划期限一

般为五年。建制镇总体规划的期限可以为十年至二十年，近期建设规划可以为三年至五年。 

      第十六条  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设市城市应当编制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县（自治县、旗）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应当编制县域城镇

体系规划。市域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内容包括：分析区域发展条件和制约因素，提出区域城镇发展战略，确定资

源开发、产业配置和保护生态环境、历史文化遗产的综合目标；预测区域城镇化水平，调整现有城镇体系的规模结

构、职能分工和空间布局，确定重点发展的城镇；原则确定区域交通、通讯、能源、供水、排水、防洪等设施的布

局；提出实施规划的措施和有关技术经济政策的建议； 

      （二）确定城市性质和发展方向，划定城市规划区范围； 

      （三）提出规划期内城市人口及用地发展规模，确定城市建设与发展用地的空间布局、功能分区，以及

市中心、区中心位置； 

      （四）确定城市对外交通系统的布局以及车站、铁路枢纽、港口、机场等主要交通设施的规模、位置，

确定城市主、次干道系统的走向、断面、主要交叉口形式，确定主要广场、停车场的位置、容量； 

      （五）综合协调并确定城市供水、排水、防洪、供电、通讯、燃气、供热、消防、环卫等设施的发展目

标和总体布局； 

      （六）确定城市河湖水系的治理目标和总体布局，分配沿海、沿江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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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确定城市园林绿地系统的发展目标及总体布局； 

      （八）确定城市环境保护目标，提出防治污染措施； 

      （九）根据城市防灾要求，提出人防建设、抗震防灾规划目标和总体布局；  （十）确定需要保护的风

景名胜、文物古迹、传统街区，划定保护和控制范围，提出保护措施，历史文化名城要编制专门的保护规划； 

      （十一）确定旧区改建、用地调整的原则、方法和步骤，提出改善旧城区生产、生活环境的要求和措施； 

      （十二）综合协调市区与近郊区村庄、集镇的各项建设，统筹安排近郊区村庄、集镇的居住用地、公共

服务设施、乡镇企业、基础设施和菜地、园地、牧草地、副食品基地，划定需要保留和控制的绿色空间； 

      （十三）进行综合技术经济论证，提出规划实施步骤、措施和方法的建议；   

      （十四）编制近期建设规划，确定近期建设目标、内容和实施部署。建制镇总体规划的内容可以根据其

规模和实际需要适当简化。 

      第十七条  城市总体规划的文件及主要图纸 

      （一）总体规划文件包括规划文本和附件，规划说明及基础资料收入附件。规划文本是对规划的各项目

标和内容提出规定性要求的文件，规划说明是对规划文本的具体解释（以下有关条款同）； 

      （二）总体规划图纸包括：市（县）域城镇布局现状图、城市现状图、用地评定图、市（县）域城镇体

系规划图、城市总体规划图、道路交通规划图、各项专业规划图及近期建设规划图。图纸比例：大、中城市为 1／

10000－－1／25000，小城市为 1／5000－1／10000，其中建制镇为 1／5000；市（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图的比例由

编制部门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第三章  分区规划的编制 

      第十八条  编制分区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对城市土地利用、人口分布和公共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的配置作出进一步的安排，以便与详细规划更好地衔接。 

      第十九条  分区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原则规定分区内土地使用性质、居住人口分布、建筑及用地的容量控制指标； 

      （二）确定市、区、居住区级公共设施的分布及其用地范围； 

      （三）确定城市主、次干道的红线位置、断面、控制点座标和标高，确定支路的走向、宽度以及主要交

叉口、广场、停车场位置和控制范围； 

      （四）确定绿地系统、河湖水面、供电高压线走廊、对外交通设施、风景名胜的用地界线和文物古迹、

传统街区的保护范围，提出空间形态的保护要求； 

      （五）确定工程干管的位置、走向、管径、服务范围以及主要工程设施的位置和用地范围。 

      第二十条  分区规划文件及主要图纸 

      （一）分区规划文件包括规划文本和附件，规划说明及基础资料收入附件；   

      （二）分区规划图纸包括：规划分区位置图、分区现状图、分区土地利用及建筑容量规划图、各项专业

规划图。图纸比例为 1／5000。  

第四章  详细规划的编制 

      第二十一条  详细规划的主要任务是：以总体规划或者分区规划为依据，详细规定建设用地的各项控制

指标和其他规划管理要求，或者直接对建设作出具体的安排和规划设计。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

细规划。 

      第二十二条  根据城市规划的深化和管理的需要，一般应当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以控制建设用地性质、

使用强度和空间环境，作为城市规划管理的依据，并指导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 

      第二十三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详细规定所规划范围内各类不同使用性质用地的界线，规定各类用地内适建，不适建或者有条件

地允许建设的建筑类型； 

      （二）规定各地块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等控制指标；规定交通出入口方位、停车泊位、

建筑后退红线距离、建筑间距等要求； 

      （三）提出各地块的建筑体量、体型、色彩等要求； 

      （四）确定各级支路的红线位置、控制点座标和标高； 

      （五）根据规划容量，确定工程管线的走向、管径和工程设施的用地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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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制定相应的土地使用与建筑管理规定。 

      第二十四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文件和图纸 

      （一）控制性详细规划文件包括规划文本和附件，规划说明及基础资料收入附件。规划文本中应当包括

规划范围内土地使用及建筑管理规定； 

      （二）控制性详细规划图纸包括：规划地区现状图、控制性详细规划图纸。图纸比例为 1／1000—1／

2000。 

      第二十五条  对于当前要进行建设的地区，应当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用以指导各项建筑和工程设施的

设计和施工。 

      第二十六条  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建设条件分析及综合技术经济论证； 

      （二）作出建筑、道路和绿地等的空间布局和景观规划设计，布置总平面图；   

      （三）道路交通规划设计； 

      （四）绿地系统规划设计； 

      （五）工程管线规划设计； 

      （六）竖向规划设计； 

      （七）估算工程量、拆迁量和总造价，分析投资效益。 

      第二十七条  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文件和图纸 

      （一）修建性详细规划文件为规划设计说明书； 

      （二）修建性详细规划图纸包括：规划地区现状图、规划总平面图、各项专业规划图、竖向规划图、反

映规划设计意图的透视图。图纸比例为 1／500—1／2000。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城市规划的规划文本、基础资料、规划说明、规划图纸的具体内容和深度要求由建设部另

行规定。建制镇规划编制的其他要求，由建设部另行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未设镇建制的工矿区、农场、林场的城市型居民点的规划编制，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原国家建委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布的《城

市规划编制审批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2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46 号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已于 2005 年 10 月 28 日经建设部第 76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市规划编制工作，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组织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城市规划是政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

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 

  第四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基本目标，坚持五个统筹，

坚持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坚持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文资源，尊重历史文化，坚持因地

制宜确定城市发展目标与战略，促进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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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考虑人民群众需要，改善人居环境，方便群众生活，充分关注中低收入人群，

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第六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坚持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原则。 

  第七条 城市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大、中城市根据需要，可以依法在总体规划的基础

上组织编制分区规划。 

  城市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第八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省域城镇体

系规划，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依据。 

  第九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采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资料。 

  第十条 承担城市规划编制的单位，应当取得城市规划编制资质证书，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城

市规划编制工作。 

第二章 城市规划编制组织 

  第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分区规划。具体工作由城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承担。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组织制定近

期建设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已经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或者城

市分区规划组织编制。 

  修建性详细规划可以由有关单位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的规划条

件，委托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编制。 

  第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提出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前，应当对现行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的实施情况

进行总结，对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和建设条件做出评价；针对存在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从土地、水、能源和环境

等城市长期的发展保障出发，依据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和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着眼区域统筹和城乡统筹，对城市的定

位、发展目标、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等战略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工作基础。 

  第十三条 城市总体规划应当按照以下程序组织编制： 

  （一）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组织前期研究，在此基础上，按规定提出进行编制工作的报告，经同意后

方可组织编制。其中，组织编制直辖市、省会城市、国务院指定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的，应当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提出报告；组织编制其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的，应当向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报告。 

  （二）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纲要，按规定提请审查。其中，组织编制直辖市、省会城市、国务院指定市

的城市总体规划的，应当报请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审查；组织编制其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的，应当报请省、自

治区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审查。 

  （三）依据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的审查意见，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成

果，按法定程序报请审查和批准。 

  第十四条 在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中，对于涉及资源与环境保护、区域统筹与城乡统筹、城市发展目标与

空间布局、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重大专题，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组织下，由相关领域的专家领衔进行研究。 

  第十五条 在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中，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组织下，充分吸取政府有关部门和军事机关的

意见。 

  对于政府有关部门和军事机关提出意见的采纳结果，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报送审批材料的专题组成部分。 

  组织编制城市详细规划，应当充分听取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保证有关专业规划的空间落实。 

  第十六条 在城市总体规划报送审批前，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 

  在城市详细规划的编制中，应当采取公示、征询等方式，充分听取规划涉及的单位、公众的意见。对有关

意见采纳结果应当公布。 

  第十七条 城市总体规划调整，应当按规定向规划审批机关提出调整报告，经认定后依照法律规定组织调

整。 

  城市详细规划调整，应当取得规划批准机关的同意。规划调整方案，应当向社会公开，听取有关单位和公

众的意见，并将有关意见的采纳结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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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市规划编制要求 

  第十八条 编制城市规划，要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体现布局合理、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的原则，保护自然与文化资源、体现城市特色，考虑城市安全和国防建设需要。 

  第十九条 编制城市规划，对涉及城市发展长期保障的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区域协调发展、风景名胜资

源管理、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等方面的内容，应当确定为必须严格执行的强制性内容。 

  第二十条 城市总体规划包括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和中心城区规划。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先组织编制总体规划纲要，研究确定总体规划中的重大问题，作为编制规划成果

的依据。 

  第二十一条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应当以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以及其它上层次法定规划

为依据，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城市定位和发展战略，按照人口与产业、就业岗位的协调发展要求，控制

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按照有效配置公共资源、改善人居环境的要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区域辐射和带动作

用，合理确定城乡空间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十二条 编制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应当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明确近期内实施城市总体

规划的重点和发展时序，确定城市近期发展方向、规模、空间布局、重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选址安排，提出

自然遗产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与治理的措施。 

  第二十三条 编制城市分区规划，应当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土地利用、人口分布和

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配置做出进一步的安排，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提出指导性要求。 

  第二十四条 编制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考虑相关专

项规划的要求，对具体地块的土地利用和建设提出控制指标，作为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建设项

目规划许可的依据。 

  编制城市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对所在地块的建设提出具体的安排

和设计。 

  第二十五条 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包括专门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历史文化街区应当编制专门的保护性详细规划。 

  第二十六条 城市规划成果的表达应当清晰、规范，成果文件、图件与附件中说明、专题研究、分析图纸

等表达应有区分。 

  城市规划成果文件应当以书面和电子文件两种方式表达。 

  第二十七条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应当严格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城市规划，提交的规划成果应当符合

本办法和国家有关标准。 

第四章 城市规划编制内容 

第一节 城市总体规划 

  第二十八条 城市总体规划的期限一般为二十年，同时可以对城市远景发展的空间布局提出设想。 

  确定城市总体规划具体期限，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要求。 

  第二十九条 总体规划纲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纲要，内容包括：提出市域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确定生态环境、土地和水资源、

能源、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综合目标和保护要求，提出空间管制原则；预测市域总人口及城镇化水平，

确定各城镇人口规模、职能分工、空间布局方案和建设标准；原则确定市域交通发展策略。 

  （二）提出城市规划区范围。 

  （三）分析城市职能、提出城市性质和发展目标。 

  （四）提出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范围。 

  （五）预测城市人口规模。 

  （六）研究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提出建设用地规模和建设用地范围； 

  （七）提出交通发展战略及主要对外交通设施布局原则。 

  （八）提出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目标。 

  （九）提出建立综合防灾体系的原则和建设方针。 

  第三十条 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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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出市域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其中位于人口、经济、建设高度聚集的城镇密集地区的中心城市，

应当根据需要，提出与相邻行政区域在空间发展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城乡统

筹发展等方面进行协调的建议。 

  （二）确定生态环境、土地和水资源、能源、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等方面的保护与利用的综合目标和要求，

提出空间管制原则和措施。 

  （三）预测市域总人口及城镇化水平，确定各城镇人口规模、职能分工、空间布局和建设标准。 

  （四）提出重点城镇的发展定位、用地规模和建设用地控制范围。 

  （五）确定市域交通发展策略；原则确定市域交通、通讯、能源、供水、排水、防洪、垃圾处理等重大基

础设施，重要社会服务设施，危险品生产储存设施的布局。 

  （六）根据城市建设、发展和资源管理的需要划定城市规划区。城市规划区的范围应当位于城市的行政管

辖范围内。 

  （七）提出实施规划的措施和有关建议。 

  第三十一条 中心城区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分析确定城市性质、职能和发展目标。 

  （二）预测城市人口规模。 

  （三）划定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和已建区，并制定空间管制措施。 

  （四）确定村镇发展与控制的原则和措施；确定需要发展、限制发展和不再保留的村庄，提出村镇建设控

制标准。 

  （五）安排建设用地、农业用地、生态用地和其它用地。 

  （六）研究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确定建设用地规模，划定建设用地范围。 

  （七）确定建设用地的空间布局，提出土地使用强度管制区划和相应的控制指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

容积率、人口容量等）。 

  （八）确定市级和区级中心的位置和规模，提出主要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 

  （九）确定交通发展战略和城市公共交通的总体布局，落实公交优先政策，确定主要对外交通设施和主要

道路交通设施布局。 

  （十）确定绿地系统的发展目标及总体布局，划定各种功能绿地的保护范围（绿线），划定河湖水面的保

护范围（蓝线），确定岸线使用原则。 

  （十一）确定历史文化保护及地方传统特色保护的内容和要求，划定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范围（紫

线），确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范围；研究确定特色风貌保护重点区域及保护措施。 

  （十二）研究住房需求，确定住房政策、建设标准和居住用地布局；重点确定经济适用房、普通商品住房

等满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的居住用地布局及标准。 

  （十三）确定电信、供水、排水、供电、燃气、供热、环卫发展目标及重大设施总体布局。 

  （十四）确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目标，提出污染控制与治理措施。 

  （十五）确定综合防灾与公共安全保障体系，提出防洪、消防、人防、抗震、地质灾害防护等规划原则和

建设方针。 

  （十六）划定旧区范围，确定旧区有机更新的原则和方法，提出改善旧区生产、生活环境的标准和要求。 

  （十七）提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原则和建设方针。 

  （十八）确定空间发展时序，提出规划实施步骤、措施和政策建议。 

  第三十二条 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包括： 

  （一）城市规划区范围。 

  （二）市域内应当控制开发的地域。包括：基本农田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地、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

区，地下矿产资源分布地区。 

  （三）城市建设用地。包括：规划期限内城市建设用地的发展规模，土地使用强度管制区划和相应的控制

指标（建设用地面积、容积率、人口容量等）；城市各类绿地的具体布局；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布局。 

  （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城市干道系统网络、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交通枢纽布局；城

市水源地及其保护区范围和其他重大市政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主要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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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包括：历史文化保护的具体控制指标和规定；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

重要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具体位置和界线。 

  （六）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目标，污染控制与治理措施。 

  （七）城市防灾工程。包括：城市防洪标准、防洪堤走向；城市抗震与消防疏散通道；城市人防设施布局；

地质灾害防护规定。 

  第三十三条 总体规划纲要成果包括纲要文本、说明、相应的图纸和研究报告。 

  城市总体规划的成果应当包括规划文本、图纸及附件（说明、研究报告和基础资料等）。在规划文本中应

当明确表述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第三十四条 城市总体规划应当明确综合交通、环境保护、商业网点、医疗卫生、绿地系统、河湖水系、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地下空间、基础设施、综合防灾等专项规划的原则。 

  编制各类专项规划，应当依据城市总体规划。 

第二节 城市近期建设规划 

  第三十五条 近期建设规划的期限原则上应当与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年限一致，并不得违背城

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近期建设规划到期时，应当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新的近期建设规划。 

  第三十六条 近期建设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确定近期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确定近期建设用地范围和布局。 

  （二）确定近期交通发展策略，确定主要对外交通设施和主要道路交通设施布局； 

  （三）确定各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公益设施的建设规模和选址。 

  （四）确定近期居住用地安排和布局； 

  （五）确定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等的保护措施，城市河湖水系、绿化、环境等保护、

整治和建设措施。 

  （六）确定控制和引导城市近期发展的原则和措施。 

  第三十七条 近期建设规划的成果应当包括规划文本、图纸，以及包括相应说明的附件。在规划文本中应

当明确表达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第三节 城市分区规划 

  第三十八条 编制分区规划，应当综合考虑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布局、片区特征、河流道路等自然和

人工界限，结合城市行政区划，划定分区的范围界限。 

  第三十九条 分区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确定分区的空间布局、功能分区、土地使用性质和居住人口分布。 

  （二）确定绿地系统、河湖水面、供电高压线走廊、对外交通设施用地界线和风景名胜区、文物古迹、历

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提出空间形态的保护要求。 

  （三）确定市、区、居住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的分布、用地范围和控制原则； 

  （四）确定主要市政公用设施的位置、控制范围和工程干管的线路位置、管径，进行管线综合。 

  （五）确定城市干道的红线位置、断面、控制点座标和标高，确定支路的走向、宽度，确定主要交叉口、

广场、公交站场、交通枢纽等交通设施的位置和规模，确定轨道交通线路走向及控制范围，确定主要停车场规模与

布局。 

  第四十条 分区规划的成果应当包括规划文本、图件，以及包括相应说明的附件。 

第四节 详细规划 

  第四十一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确定规划范围内不同性质用地的界线，确定各类用地内适建，不适建或者有条件地允许建设的建筑

类型。 

  （二）确定各地块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确定公共设施配套要求、交通出入

口方位、停车泊位、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要求。 

  （三）提出各地块的建筑体量、体型、色彩等城市设计指导原则； 

  （四）根据交通需求分析，确定地块出入口位置、停车泊位、公共交通场站用地范围和站点位置、步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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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以及其它交通设施。规定各级道路的红线、断面、交叉口形式及渠化措施、控制点坐标和标高。 

  （五）根据规划建设容量，确定市政工程管线位置、管径和工程设施的用地界线，进行管线综合。确定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具体要求。 

  （六）制定相应的土地使用与建筑管理规定。 

  第四十二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各地块的主要用途、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容积率、绿地率、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规定应当作为强制性内容。 

  第四十三条 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建设条件分析及综合技术经济论证。 

  （二）建筑、道路和绿地等的空间布局和景观规划设计，布置总平面图。 

  （三）对住宅、医院、学校和托幼等建筑进行日照分析。 

  （四）根据交通影响分析，提出交通组织方案和设计。 

  （五）市政工程管线规划设计和管线综合。 

  （六）竖向规划设计。 

  （七）估算工程量、拆迁量和总造价，分析投资效益。 

  第四十四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应当包括规划文本、图件和附件。图件由图纸和图则两部分组成，规划

说明、基础资料和研究报告收入附件。 

  修建性详细规划成果应当包括规划说明书、图纸。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城市规划编制，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六条 对城市规划文本、图纸、说明、基础资料等的具体内容、深度要求和规格等，由国务院建设

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1991 年 9 月 3 日建设部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同时废

止。 

 

 

     

  

8.3.84）《江西省建设厅行政执法依据目录》（ 2008-09-23）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xzzf/zfyj/200809/t20080923_89032.htm   已经更新时删除 

 

 

8.3.85）《关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 建建[2000]151 号 2000 年 07 月 14 日） 

http://www.zjg.gov.cn/zwfw/076002/076002010/076002010007/20170818/e00dacf5-d603-4c85-92eb-

b9ba4911d3e8.html  

关于印发《关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 (建设厅)，计划单列市建委: 

    为贯彻《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加强政府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现将《关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机构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和建议，及时告我部建筑管理

司。 

关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 

 

为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根据国务院 1984 年《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

行规定》的精神，我国从八十年代中期逐步建立起了政府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制度，各地、各部门相继成立了建设工

程质量监督机构。十几年来，这些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为提高建设工程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的某些方面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2000 年 1 月 30 日发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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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务院第 279 号令《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明确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基本原

则。政府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建设工程使用安全和环境质量，主要依据是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主要方式是政府认可的第三方强制监督，主要内容是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环境质量和与此相关的工程

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主要手段是施工许可制度和竣工验收备案制度。  

  为贯彻《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推动政府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改革，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的深化改革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性质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是经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专业部门考核认定的独立法人。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接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专业部门的委托，依法对建设

工程质量进行强制性监督，并对委托部门负责。  

  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有一定数量的质量监督工程师和助理质量监督工程师，质量监督工程师和助理质量监督工程师的比

例不得低于 1:8，这些人员应占质监机构总人数的 75%以上；  

  （二）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适应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工作需要的仪器、设备；  

  （三）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管理制度。 从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还应当

符合《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暂行办法》规定的设计审查机构的条件。  

  三、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人、质量监督工程师和助理质量监督工程师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人的基本条件：  

  1、 大中城市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人应取得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  

  2、 县和县级市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人应取得质量监督工程师或助理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  

  （二）质量监督工程师的基本条件：  

  1、具有土木工程类本科以上学历；  

  2、 具有 10 年以上建设工程设计、施工、质量管理的工作经历；  

  3、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者获得中级技术职称 8 年以上；  

  4、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  

  5、 熟练掌握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6、有良好职业道德。  

  （三）助理质量监督工程师的基本条件：  

  1、具有土木工程类大专以上学历；  

  2、具有 5 年以上建设工程设计、施工、质量管理的工作经历；  

  3、具有中级技术职称；  

  4、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5、 熟练掌握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6、有良好职业道德。  

  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设立  

  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社会化、专业化的原则，提倡有条件的城市设立若干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建

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包括各类专业工程的质量监督机构），分别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督。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要积极创造条件，在一至两年内实现上述目标。  

  鉴于目前各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实际情况，地级以上城市也可以设立一个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接受当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专业部门的委托，组织协调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对本行政区内的建设工

程质量监督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和管理。对工程项目具体实施质量监督的机构对委托部门负责。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设立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机构，对本行政

区内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和管理，不进行具体工程质量监督。 五、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主

要任务  

  （一）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委托，受理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监督。  

  （二）制定质量监督工作方案。确定负责该项工程的质量监督工程师和助理质量监督工程师。根据有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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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针对工程特点，明确监督的具体内容、监督方式。在方案中对地基基础、主体结

构和其它涉及结构安全的重要部位和关键工序，作出实施监督的详细计划安排。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将质量监

督工作方案通知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三）检查施工现场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核查施工现场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及有关人员的资质或

资格。检查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责任制落实情况，检查有关质量文件、技术资料是

否齐全并符合规定。  

  （四）检查建设工程的实体质量。按照质量监督工作方案，对建设工程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其它涉及结

构安全的关键部位进行现场实地抽查，对用于工程的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的质量进行抽查。对地基基础分部、主

体结构分部工程和其它涉及结构安全的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进行监督。  

  （五）监督工程竣工验收。监督建设单位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的组织形式、验收程序以及在验收过程中提

供的有关资料和形成的质量评定文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实体质量是否存有严重缺陷，工程质量的检验评定是否符

合国家验收标准。  

  （六） 报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工程竣工验收后 5 日内，应向委托部门报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应包括对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质量检查的结论，工程竣工验收的程序、内容和质量检验评定

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及历次抽查该工程发现的质量问题和处理情况等内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必须由质量监督

工程师签署。  

  （七）对预制建筑构件和商品混凝土的质量进行监督。  

  （八）受委托部门委托，按规定收取工程质量监督费。  

  （九）政府主管部门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其他工作。  

  六、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质量监督工程师的权力与责任  

  （一）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进行监督工作中发现有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和影响工程质量的

问题时，有权采取责令改正、局部暂停施工等强制性措施，直至问题得到改正。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报告委托部

门批准后实施。  

  （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及质量监督工程师对监督的工程质量承担监督责任。 质量监督工程师和助

理质量监督工程师发生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的，由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

警告、记过直至取消质量监督工程师和助理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等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政府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人员的管理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基本条件、质量监督工程师和助理质量监督工

程师的资格标准，以及对上述机构和人员的管理办法；制定质量监督工程师培训大纲和教材；考核认定质量监督工

程师资格，颁发证书。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核认定本地区所辖市、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资

格，颁发证书；考核认定助理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颁发证书；并分别将认定资格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助理

质量监督工程师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专业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本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和人员的管理工作。 

8.3.86）《提高住宅设计质量和加强住宅设计管理的若干意见》（ 建设[1997]321 号   1997 年 11 月 23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3239.html  

关于印发《提高住宅设计质量和加强住宅设计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建设[1997]32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各计划单列市建委，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总后营房部：  

  为加强住宅设计管理，进一步提高住宅设计水平，保证住宅建设质量，适应我国城镇住宅建设发展和人同

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我部制定了《提高住宅设计质量和加强住宅设计管理的若干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及时告我部勘察设计司。  

附件：提高住宅设计质量和加强住宅设计管理的若干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提高住宅设计质量和加强住宅设计管理的若干意见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32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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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强住宅设计管理，进一步提高住宅设计水平，保证住宅建设质量，适应我国城镇住宅建设发展和人

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住宅设计应当贯彻“适用、经济、安全、美观”的建设方针和“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以现代家庭

居住行为方式为依据，合理组织室内空间，提高室内空间的利用率，努力完善住宅的使用功能。有条件的住宅建设

项目可吸收住户参与设计，满足不同类型、不同生活方式的家庭需求。  

  二、建筑设计单位应加强居住区和住宅小区规划设计工作。居住区和小区设计要以创造“文明居住环境”

为中心，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方针，精心处理人—建筑—环境三者关系，因地制宜，各具特色，为人们创造优美的居

住生活环境。  

  三、住宅设计应当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住宅建设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住宅和住

宅小区的建设标准、技术规范。不得为满足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不合理的要求，随意修改或变更设计文件，违反有

关技术规范和建设标准。  

  四、住宅设计应注重科技含量，采用行之有效的措施节约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积极选用成熟、先进、

适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鼓励采用新型、高效的节能材料和产品。有条件的地区应大力推广太阳能资源的

利用。  

  五、住宅设计应当重视厨房、卫生间的设计，采用整体设计的观念和方法，按照炊事行为和生理卫生的需

求，合理配置各类设施和成套设备，隐蔽、暗藏各种管道，有效排除油烟和通风排湿，实现厨、卫设计定型化和系

列化，满足使用功能，达到文明、卫生、安全的基本要求。  

  六、设计单位对住宅、住宅小区、居住区内的水、电、气、热、通讯等管线设计要统筹考虑，合理布置。

各专业要协调配合，充分考虑住宅家用电气的发展，特别是空调器、热水器、取暖器等用电量较大的电器，必须合

理设置或预留电器设施，保证住宅设计的整体性和室内外设计的有序安排。  

  七、住宅设计应重视室内外环境，满足住宅对采光、日照、隔声以及热工、卫生等方面的要求，提高居住

的舒适度。  

  八、住宅设计在确保建筑结构体系安全合理的同时，应优先选用大开间灵活分隔的建筑结构体系，为居民

提供灵活、合理、经济的住宅空间，便于住户进行适应自己使用要求的再次装饰。住宅设计和装饰单位尽可能为居

民住宅装饰提供多样化、不同风格、不同档次的装饰设计方案，供住户选择。  

  九、住宅和小区设计应注重地方性，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自然资源和风土人情，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

地方特色的现代建筑形式与小区景观，做到形式与使用功能有机结合。  

  十、我国将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老龄家庭增多，住宅和小区设计应考虑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的特征，以及

老年人的居住要求。为方便老年人和残疾人，新建住宅小区应考虑无障碍设计。  

  十一、为加强住宅建筑的安全防范建设，住宅设计应根据住宅建筑类型及所在地居民习俗，在综合考虑抗

震、防火、景观等要求的前提下，精心设计住宅安全防范设施，保障居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为配合物业管理的需

要，有条件的住宅建设项目应当考虑智能化管理系统的设计。  

  十二、住宅和住宅小区设计应充分考虑居民的道路交通和停车的需求，合理设置或预留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的停车空间，并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交通对居民生活的干扰。各地管理部门可结合本地交通工具发展情况，制定出

相应的标准或技术措施。  

  十三、要加快住宅设计标准化的进程，开发和推广优秀的住宅类型、套型。研究主体建筑构件、各种设施

和设备之间的相互协调，有机配合，有效衔接，促进产品的开发，推进住宅建设产业化和标准化的进程。  

  十四、为加强全国城市住宅建设发展的宏观调控，促进我国城市住宅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缓解城市居民的

住房矛盾，适应住房制度改革的发展需要，各地应控制普通住宅每套平均建筑面积为 60—70 平方米的建设标准。

面向个人销售的商品住宅可结合当地条件和市场需求，适当提高面积标准。  

  十五、设计单位要强化精品意识和创新意识，通过方案竞选，提高住宅设计水平。为鼓励住宅设计的技术

进步，各大中城市应每年组织优秀住宅设计评比工作，并给予奖励。甲乙级设计单位应加大住宅设计方面的投入，

并奖励设计有创新、创优成果和采用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的设计人员。  

  十六、设计单位要加强住宅设计的内部审查制度，健全和完善内部三级审核制度，严把住宅设计质量，杜

绝不合格的设计产品。  

  十七、要强化住宅及住宅小区设计资质管理。住宅的单体设计：二级以上的住宅建设项目应由具备相应设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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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资格的单位承担设计，由一级注册建筑师主持设计；三～四级的住宅建设项目应由具备相应设计资格的单位承担

设计，由二级以上的注册建筑师主持设计。居住区及住宅小区的设计：１０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项目必须由具备建

筑甲级设计资格的单位承担设计；１０万平方米及以下建设项目应由建筑乙级或以上设计资格的单位承担设计，均

由一级注册建筑师主持设计。未经批准，任何设计单位和个人不得越级设计。  

  十八、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把设计质量和水平当作勘察设计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对人民、对历史

高度负责的责任心，加强对住宅设计的管理，定期开展住宅和住宅小区设计方案竞赛，总结优秀住宅设计的特点和

经验，推广采用成熟的优秀住宅，做好住宅设计管理工作。  

  十九、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住宅各专业设计的协调和管理工作。有关专业部门不得片面强调专业

的特殊性，而分割垄断设计任务。住宅和住宅小区各专业的设计，原则上应由总体设计单位统一设计，特殊情况必

须经过批准后，方可由其它单位设计，但应当由一个总体设计单位负责统一协调和管理。  

  二十、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住宅设计审查和质量监督的管理工作，要确保安全，防止保守浪费。

对审查出来的质量问题，要明确提出修改意见，反馈给设计单位，经修改确认后方可实施。审查不合格的住宅设计

文件，不得交付施工。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定期组织人员进行住宅设计文件质量的抽查工作，对抽查出来的质

量问题要从严处理。设计单位质量低劣，将视情况依照有关规定，给予通报批评、核减业务范围、降低或撤销设计

资格等处理。对造成质量事故的设计人员，将视情节轻重，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罚款或追究刑事责任等处罚。  

  二十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意见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8.3.87）《关于严肃查处质量低劣住宅工程的紧急通知》（ 建监[1995]730 号   1997 年 11 月 23 日）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61569  

http://www.chinalawedu.com/falvfagui/fg22598/29346.shtml  

发文单位：建设部 

文  号：建监[1995]730 号 

发布日期：1995-12-13 

执行日期：1995-12-13 

生效日期：1900-1-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解放军总后营房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最近，因住宅工程质量低劣而引起的群众投诉和工程倒塌事故时有发生。在“中国质量万里行”投诉中，

对住宅工程的质量问题反映强烈。如天津市投诉站今年 8 月 10 日至 9 月 10 日接到 49 件关于工程质量问题的投诉，

四川投诉站 7 月 26 日至 8 月 16 日收到 5 起住宅工程质量问题的集体投诉，涉及到 965 户居民问题。今年下半年以

来，我部相继收到 30 多封用户对工程质量问题的上诉信件。从各地投诉反映的情况看，住宅工程质量问题主要发

生在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的商品房，尤其是搬迁房和旧城改造房中。存在的主要质量问题是屋面、厨房、厕所渗漏、

结构裂缝、墙皮或面砖脱落，装饰装修粗糙，器具质量低劣等。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居住生活，有

少数危及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且问题久拖不决。许多用户在多方投诉、求告无门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向“中国

质量万里行”活动等新闻媒介和上级有关主管部门求助。1993 年 9 月 6 日，中央电视台“质量万里行”曝光了河南

省焦作市第十六中学教师住宅楼的严重质量问题；1994 年 8 月 6 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发了福建省长乐市

湖南镇“农民拆迁安置房”的工程质量问题；今年 11 月 22 日晚，中央电视台又曝光了沈阳市铁西区建大三期四小

区 2 号住宅楼的质量问题；今年 12 月 8 日，四川德阳市发生七层综合楼框架主体倒榻的重大事故，全国各大新闻

媒介相继作了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应当看到，以上地区暴露出的住宅工程质量低劣的问题，在近年来工程质量问题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

表性，尽管有关主管部门做了工作，但抓而不紧，措施不力，久拖不决，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此类问

题在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存在。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汲取教训，全面进行对照检查，并要抓住典型事故，严肃处

理，举一反三。为此，我部决定如下： 

  一、高度重视，严肃认真解决好住宅工程质量投诉问题。住宅工程质量低劣，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成为群众投诉的热点。对于投诉的住宅质量问题，有关单位必须做到专人负责，认真核查，采取切实措施，限期整

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予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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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组织施工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其所施工和开发的竣工工程，全面进行一次

用户回访，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避免引起用户的投诉。各企业的用户回访工作，要于 1996 年 1 月底前完成。回

访结果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书面报告。 

  三、各市、县工程质量监督站要对近几年来监督验收的工程，进行一次全面复查。对质量低劣和用户反映

强烈的工程要作出严肃处理，该返修的要责成有关单位返修，有隐患的要及时加固，防止出现房屋倒塌和用户集体

投诉事件的发生。同时，要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对监督不力、不到位的失职行为，要尽快加以纠正，总结经验教训，

维护监督权威，进一步做好监督工作。 

  四、省、市（地）、县要逐级设立工程质量用户投诉站，向社会公布投诉电话，接待和处理用户的投诉。对

1995 年以前发生的问题，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将问题及时妥善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要会同投诉者做出安

排，责成有关责任者限期解决；对要求不合理的投诉或不能解决的问题，要讲明政策，做好说服和安抚工作，杜绝

上诉事件发生。1996 年 1 月 1 日以后发生的工程质量投诉，不论问题大小，一律从严处理，其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

担，并给予相应的处罚。 

  工程质量投诉以属地处理为主。各级投诉站要尽快向当地群众公布，挂牌办公。各省投诉站挂牌办公日要

报建设部备案。建设部的投诉站设在建设监理司，投诉电话 8393293，即日起开始办公，主要接待涉及到跨省区、

跨部门的投诉。 

  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都要立即行动起来，继续深入开展“一学、五严、一追查”活

动，把及时认真查处质量低劣住宅工程及用户投诉工作抓紧抓好。要成立领导小组，由建委（建设厅）一把手担任

组长，制订工作计划，进行全面部署，并向省人民政府进行一次全面汇报。要督促企业及市、县做好回访和复查工

作，并在施工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自查的基础上，组织有关人员对查出的质量问题和有隐患的工程，结合群众的

投诉，逐一到现场实地进行检查，做出妥善的处理。 

  当前，要集中力量解决一批久拖不决的用户长期上告的老大难问题；要严肃查处一批质量严重低劣，存在

重大隐患或严重影响到使用的工程。对工程质量存有隐患的房屋，要及时作出处理，坚决杜绝出现倒塌事故。对居

住在有隐患房屋中的群众，要及早安排迁出，防止造成人身伤亡事故。 

  六、对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单位和人员，以及对群众投诉置之不理的单位和领导者，要查清原因，严

肃处理；对施工企业或房地产开发企业要给予通报批评、停止招投标、降低资质等级的处罚；并公开曝光；对主要

领导和主要责任者要给予行政处罚；对不属于建设系统的单位和人员，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要报告当地政府，提请

政府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要于 1996 年 1 季度末，将这次集中清查处理劣质工程和用户投诉的工

作完成，并写出解决用户投诉以及处理工程质量事故的专题报告，在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同时，抄

报建设部。建设部将汇总后上报国务院。请各地务必按时认真完成此项工作。今后，要把解决用户投诉作为工程质

量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希望各地区、各部门给予高度的重视。 

 

 

 

8.3.88）《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规定》（ 建建[2000]211 号   2000 年 09 月

26 日） 

http://www.mohurd.gov.cn/jzsc/jzsczcfb/200611/t20061101_153215.html 

http://www.zjg.gov.cn/zwfw/076002/076002010/076002010007/20170818/08725156-0065-4323-9644-

e68e8efa6e84.html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规定建建[2000]211 号    

  第一条 为规范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和材料的见证取样和送检

工作，保证工程质量，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有关活动，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见证取样和送检是指在建设单位或工程监理单位人员的见证下，由施工单位的现场试

验人员对工程中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和材料在现场取样，并送至经过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资质认

可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其计量认证的质量检测单位（以下简称“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lfzjz.gov.cn/zhengcefagui/zhufanghechengxiangjianshebuwenjian_z/2013/052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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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jg.gov.cn/zwfw/076002/076002010/076002010007/20170818/08725156-0065-4323-9644-e68e8efa6e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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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见证取样和送检工作实施

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见证取

样和送检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和材料见证取样和送检的比例不得低于有关技术标准中规定应取样数

量的 30％。  

  第六条 下列试块、试件和材料必须实施见证取样和送检。  

  （一）用于承重结构的混凝土试块；  

  （二）用于承重墙体的砌筑砂浆试块；  

  （三）用于承重结构的钢筋及连接接头试件；  

  （四）用于承重墙的砖和混凝土小型砌块；  

  （五）用于拌制混凝土和砌筑砂浆的水泥；  

  （六）用于承重结构的混凝土中使用的掺加剂；  

  （七）地下、屋面、厕浴间使用的防水材料；  

  （八）国家规定必须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其它试块、试件和材料。  

  第七条 见证人员应由建设单位或该工程的监理单位具备建筑施工试验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并应由

建设单位或该工程的监理单位书面通知施工单位、检测单位和负责该项工程的质量监督机构。  

  第八条 在施工过程中，见证人员应按照见证取样和送检计划，对施工现场的取样和送检进行见证，取样

人员应在试样或其包装上作出标识、封志。标识和封志应标明工程名称、取样部位、取样日期、样品名称和样品数

量，并由见证人员和取样人员签字。见证人员应制作见证记录，并将见证记录归入施工技术档案。  

  见证人员和取样人员应对试样的代表性和真实性负责。  

  第九条 见证取样的试块、试件和材料送检时，应由送检单位填写委托单，委托单应有见证人员和送检人

员签字。检测单位应检查委托单及试样上的标识和封志，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检测。  

  第十条 检测单位应严格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进行检测，出具公正、真实、准确的检测报告。见

证取样和送检的检测报告必须加盖见证取样检测的专用章。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8.3.8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 年 3 月 14 日，2018 年 3 月 11 日）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26/content_4264.htm 1954  

http://www.china.com.cn/law/flfg/txt/2006-08/08/content_7063903.htm 1975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6/content_4365.htm   1978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6/content_4421.htm 1982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5/content_4498.htm  1988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5/content_4585.htm 1993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2004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4-04/19/content_334620.htm   200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22/c_1122572202.htm   2018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03/12/content_2046540.htm   2018 

http://www.mod.gov.cn/regulatory/2018-03/22/content_4807615.htm   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4 

（1954 年 9 月 2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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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 1949 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

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

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胜利地

进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这就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

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54 年 9 月 20 日在首都北京，庄严地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这个宪法以 1949 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这个宪法巩固了

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并且反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

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 

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

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

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

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

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 

我国同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我国人民同全世界

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谊也日见增进，这种友谊将继续发展和巩固。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原则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已经获得成就，今后将继续贯彻。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

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

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

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 

第六条 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

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 

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第七条 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

济。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

式。 

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并且以发展生产合作为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

工业的主要道路。 

第八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 

国家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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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改善经营，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

作和供销合作。 

第十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

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

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 

第十一条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第十二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第十三条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

或者收归国有。 

第十四条 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 

第十五条 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

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第十六条 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 

第十七条 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 

第十八条 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 

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

子。 

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

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 

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

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第二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二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 

第二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包括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 

第二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的两个月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如果遇到不能进行选举的非常情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延长任期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

会议为止。 

第二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如果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二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 

第二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宪法； 

（二）制定法律； 

（三）监督宪法的实施；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组成人

员的人选；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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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八）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九）决定国民经济计划； 

（十）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决算； 

（十一）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划分； 

（十二）决定大赦； 

（十三）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十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 

（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 

（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二十九条 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下列人员组成： 

委员长， 

副委员长若干人， 

秘书长， 

委员若干人。 

第三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二）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三）解释法律； 

（四）制定法令； 

（五）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六）撤销国务院的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 

（七）改变或者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 

（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的个别任免； 

（九）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和审判委员会委员； 

（十）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和检察委员会委员； 

（十一）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 

（十二）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的批准和废除； 

（十三）规定军人和外交人员的衔级和其他专门衔级； 

（十四）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十五）决定特赦； 

（十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

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 

（十七）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 

（十八）决定全国或者部分地区的戒严； 

（十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常务委员会为止。 

第三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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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其他需要

设立和委员会。 

民族委员会和法案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第三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第三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

责答复。 

第三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审判。 

第三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随时撤换本单

位选出的代表。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三十五岁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四年。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

律和法令，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任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授予国

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 

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第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 

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

加。 

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第四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选举和任期，适用宪法第三十九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选举和任期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下一任主席、副主席就职

为止。 

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的时候，由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

关。 

第四十八条 国务院由下列人员组成： 

总理， 

副总理若干人， 

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 

秘书长。 

国务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四十九条 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并且审查这些决议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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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 

（四）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 

（五）改变或者撤销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的不适当的命令和指示； 

（六）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七）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 

（八）管理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 

（九）管理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 

（十）管理民族事务； 

（十一）管理华侨事务； 

（十二）保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十三）管理对外事务； 

（十四）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 

（十五）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划分； 

（十六）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行政人员； 

（十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五十条 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主持国务院会议。 

副总理协助总理工作。 

第五十一条 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负责管理本部门的工作。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在本部门的权限内，

根据法律、法令和国务院的决议、命令，可以发布命令和指示。 

第五十二条 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四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 

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 

（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十四条 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由宪法第二章第五节规定。 

第五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五十六条 省、直辖市、县、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

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 

第五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

期两年。 

第五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法律、法令的遵守和执行，规划地方的经济建设、

文化建议和公共事业，审查和批准地方的预算和决算，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少数民

族的平等权利。 

第五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 

第六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通过和发布决议。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下一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

当的决议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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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条 省、直辖市、县、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

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

程序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六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

国家行政机关。 

第六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分别由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各一人，副省长、副市长、副县

长、副区长、副乡长、副镇长各若干人和委员各若干人组成。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六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的行政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发布决议和命令。 

第六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人民委员会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 

县级以上的人民委员会有权停止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的执行，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

门的不适当的命令和指示和下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第六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五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六十七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的组织，应当根据宪法第二章第四节规定的关于地方国家机

关的组织的基本原则。自治机关的形式可以依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规定。 

第六十八条 在多民族杂居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中，各有关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第六十九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二章第四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 

第七十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地方的财政。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组织本地方的公安部队。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七十一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

文字。 

第七十二条 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并且帮助各少

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 

第六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七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 

第七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任期四年。 

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七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第七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第七十七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

当事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

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第七十八条 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 

第七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第八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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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八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在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并且一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下，

进行工作。 

第八十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期四年。 

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八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 

第八十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八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

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

外。 

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八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

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第八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第八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

不受逮捕。 

第九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第九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

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规定工人和职员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逐步扩充劳

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

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

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 

第九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

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第九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

权利。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第九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

者口头控告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第九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 

第九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参加和平运动、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

给以居留的权利。 

第一百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第一百零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第一百零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第一百零三条 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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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律服兵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第一百零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第一百零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第一百零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 修正) 

序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

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

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 

二十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乘胜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

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

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 

我们要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

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 

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一切被压

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

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我国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国内外敌人，克服一切困难，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无产

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

选出的代表。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

部分。 

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制。 

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

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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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 

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第七条 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 

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 

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

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第八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破

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公共利益。 

第九条 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第十条 国家实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充分发挥中央和

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社会生产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进人民的物质

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国家机关都必须实行精简的原则。它的领导机构，都必须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第十二条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

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

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

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十四条 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

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又是生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任务，是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

安全，防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 

第二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人民解放军选出的代表组成。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特邀若干爱国人

士参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在特殊情况下，任期可以延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提前或者延期。 

第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

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算，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

他职权。 

第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它的职权是：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接受外国使节，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以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委员长，副委员长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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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务院 

第十九条 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若干人，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等人员组成。 

第二十条 国务院的职权是：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统一领导各部、各委

员会和全国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地区、市、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农村人民公社、镇的

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免，并报上级

国家机关审查批准。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在本地区内，保证法律、法令的执行，领

导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审查和批准地方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决算，维护革命秩序，保障公民

权利。 

第四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二十四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它的自治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除行使宪法第二章第三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外，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行

使自治权。 

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积极支持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 

第五节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第二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它的常设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任免。 

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 

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于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六条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和法律。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一个公民的崇高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二十七条 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 

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

物质帮助的权利。 

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任何人不

得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 

妇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国家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第二十八条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

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 

第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参加革命运动、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

给以居留的权利。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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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国旗是五星红旗。 

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首都是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 年） 

（1978 年 3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序 言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人民革

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在１９４９年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开始。建国以后，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

国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各条战线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经过反对国内外敌人

的反复斗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得

到了巩固和加强。我国已经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战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

行到底的根本保证。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议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根据中国

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

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

主义复辟，准备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颠覆和侵略。 

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

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要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要正确区别和处

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在全国人民中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

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一切困难，更好地巩固无产阶级专

政，较快地建设我们的国家。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我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按照

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加

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联合一切受到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侵略、颠覆、干涉、控制、欺负的国家，

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反对新的世界战争，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事业而奋斗。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间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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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团结的行为，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制。 

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或者农村的基层组织统一安排和管理下，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

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第六条 国营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 

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海陆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土地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第七条 农村人民公社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现在一般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

所有，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向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 

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牧区还可

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第八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障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

济的巩固和发展。 

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侵吞、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危害

公共利益。 

第九条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第十条 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实行

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而以精神鼓励为主的方针，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十一条 国家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

展国民经济，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以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国家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的方针，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 

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十二条 国家大力发展科学事业，加强科学研究，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尽量采

用先进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实行专业队伍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学习和独创相结合。 

第十三条 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

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第十四条 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各项文化事业都必

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国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第十五条 国家机关必须经常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依靠人民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疾苦，精

兵简政，厉行节约，提高效能，反对官僚主义。 

国家机关各级领导人员的组成，必须按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 

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努

力钻研业务，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接受群众监督，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正确地执行国家的政策，实事求是，

不得弄虚作假，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第十七条 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保障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管理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监督国家

机关和工作人员。 

第十八条 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惩办新

生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国家依照法律剥夺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

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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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国家大力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

命化现代化建设，加强民兵建设，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根本任务是：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

全，防御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 

第二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二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解放军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应经

过民主协商，由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可以延长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或者提前召开

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提前或者延期。 

第二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宪法； 

（二）制定法律； 

（三）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四）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 

（五）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议，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六）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七）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算； 

（八）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划分； 

（九）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务院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二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

工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委员长， 

副委员长若干人， 

秘书长， 

委员若干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常大会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第二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二）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三）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 

（四）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五）改变或者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 

（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议，决定任免国务院的个别组成人员； 

（七）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八）决定任免驻外全权代表； 

（九）决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 

（十）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 

（十一）决定特赦； 

（十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的情况，决定宣布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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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接受外国使节；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

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协助委员长工作，可以代行委员长的部分职权。 

第二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 

第二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

提出质询。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 

第二十九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

的代表。 

第二节 国务院 

第三十条 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三十一条 国务院由下列人员组成： 

总理， 

副总理若干人， 

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 

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副总理协助总理工作。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并且审查这些决议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统一领导各部、各委员会和其他所属机构的工作； 

（四）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 

（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 

（六）保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七）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划分； 

（八）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行政人员； 

（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 

（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三）县、自治县分为人民公社、镇。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 

第三十四条 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人民公社、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 

人民公社的人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是基层政权组织，又是集体经济的领导机构。 

省革命委员会可以按地区设立行政公署，作为自己的派出机构。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 

第三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省、直辖市、县、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经过民主协商，无记名投票选举；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经过民主协商，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 

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人民公社、镇的人

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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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由本级革命委员会召集。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三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法令的遵守和执行，保证国家计划的

执行，规划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议和公共事业，审查和批准地方的经济计划和预算、决算，保护公共财产，维

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通过和发布决议。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县和县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

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本级革命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革命委员会所属机关提出质询。

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 

第三十七条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

国家行政机关。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的行政

工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发布决议和命令。县和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国务院统一领导。 

第四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三十八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的产生、任期、职权和派出机构的设置等，应当根据宪法第二章第

三节规定的关于地方国家机关的组织的基本原则。 

在多民族居住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中，各有关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第三十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除行使宪法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外，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

治权。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请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第四十条 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充分考虑各少数民族的特点

和需要，大力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积极支持和帮助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

经济和文化。 

第五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的规定实行群众代表陪审的制度。对于重大的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要发动群

众讨论和提出处理意见。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第四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四十三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

宪法和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人民检察院

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下级人民检察院

的检察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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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条 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 

第四十五条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

论、大字报”的权利。 

第四十六条 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第四十七条 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第四十八条 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根据统筹兼顾的原则安排劳动就业，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劳动

报酬，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扩大集体福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第四十九条 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规定劳动时间和休假制度，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

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第五十条 劳动者在年老、生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逐步发展社会保险、

社会救济、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等事业，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国家关怀和保障革命残废军人、革命烈士家属的生活。 

第五十一条 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逐步增加各种类型的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设施，普及教育，以保证公

民享受这种权利。 

国家特别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第五十二条 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

艺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第五十三条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男女同工

同酬。 

男女婚姻自主。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第五十四条 国家保护华侨和侨眷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 

第五十五条 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权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控告。

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有权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申诉。对这种控告和申诉，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第五十六条 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遵守宪

法和法律。 

第五十七行 公民必须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保守国家机密。 

第五十八条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一个公民的崇高职责。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五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参加革命运动、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

给以居留权利。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第六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 年） 

（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82 年 12 月 4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

施行） 

 

序 言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一八四○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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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 

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

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

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

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

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国防。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

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

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

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

责。 

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

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

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

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

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

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

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

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

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624 页 共 3277 页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

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

分离的部分。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五条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

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

集体所有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第七条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第八条 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

副业和饲养自留畜。 

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

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 

第九条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

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

资源。 

第十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

于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第十一条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

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第十二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第十三条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第十四条 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

理制度，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改进劳动组织，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 

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

文化生活。 

第十五条 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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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 

第十六条 国营企业在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经营管理

的自主权。 

国营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第十七条 集体经济组织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 

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由它的全体劳动者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

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它

们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 

第十九条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

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 

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二十条 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第二十一条 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

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 

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第二十二条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

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第二十三条 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第二十四条 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

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

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第二十五条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第二十六条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 

第二十七条 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

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 

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

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第二十八条 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

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第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

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增强国防力量。 

第三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 

（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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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 

第三十一条 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以法律规定。 

第三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 

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三条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

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

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

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

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

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

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

酬和福利待遇。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营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

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 

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 

第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 

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第四十四条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

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第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

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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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第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

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

的权利。 

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 

第四十九条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第五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

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

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

益的行为。 

第五十五条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五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第三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第五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第五十九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

的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 

第六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的两个月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如果遇到不能进行选举的非常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

数通过，可以推迟选举，延长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在非常情况结束后一年内，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六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如果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 

第六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宪法； 

（二）监督宪法的实施； 

（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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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八）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九）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一）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十二）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 

（十三）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 

（十四）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十五）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六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 

（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 

（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六十四条 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

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六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委员长， 

副委员长若干人， 

秘书长， 

委员若干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有权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第六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它行使职权到下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常务委员会为止。 

委员长、副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六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

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四）解释法律； 

（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

的部分调整方案； 

（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八）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

选； 

（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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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选； 

（十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 

（十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

检察院检察长，并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 

（十三）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 

（十四）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 

（十五）规定军人和外交人员的衔级制度和其他专门衔级制度； 

（十六）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十七）决定特赦； 

（十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

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 

（十九）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 

（二十）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 

（二十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六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召集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副委员长、秘书长协助委员长工作。 

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第六十九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七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

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 

第七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

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第七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分别

提出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第七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

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

必须负责答复。 

第七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许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第七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七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并且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

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

服务。 

第七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位选

出的代表。 

第七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程序由法律规定。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七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八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

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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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八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第八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第八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副主席就职为止。 

第八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都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在补选以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长暂时代理主席职位。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

关。 

第八十六条 国务院由下列人员组成： 

总理， 

副总理若干人， 

国务委员若干人， 

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 

审计长， 

秘书长。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 

国务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八十七条 国务院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八十八条 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副总理、国务委员协助总理工作。 

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 

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 

第八十九条 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并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

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 

（四）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

具体划分； 

（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 

（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 

（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 

（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 

（九）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 

（十）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 

（十一）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 

（十二）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十三）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 

（十四）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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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 

（十七）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人员； 

（十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九十条 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负责本部门的工作；召集和主持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

议，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 

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第九十一条 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

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

涉。 

第九十二条 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四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席， 

副主席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九十四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第五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九十五条 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根据宪法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规定的基本原

则由法律规定。 

第九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第九十七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

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 

第九十八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

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第九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依照法律规

定的权限，通过和发布决议，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

情况的报告；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一百条 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一百零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

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或者罢

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一百零二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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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由他们选出的代表。 

第一百零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对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有权罢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第一百零四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

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罢免

和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个别代表。 

第一百零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 

第一百零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一百零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

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

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

内的行政工作。 

省、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决定乡、民族乡、镇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第一百零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

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 

第一百零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

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 

第一百一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

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一百一十一条 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

定。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第六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一百一十二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第一百一十三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

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 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第一百一十五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

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 

第一百一十六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一百一十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

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 

第一百一十八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 

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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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

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 

第一百二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

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第一百二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

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 

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 

第七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第一百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二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第一百二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第一百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第一百三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

作。 

第一百三十三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

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第一百三十四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

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

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第一百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

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第一百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第一百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第一百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88 年） 

（1988 年 4 月 12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988 年 4 月 12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主席团公告第八号公布施行） 

 

第一条 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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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第二条 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9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3 年） 

（1993 年 3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993 年 3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公告第八号公布施行） 

 

第三条 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后两句：“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

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

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我国正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

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四条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末尾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第五条 宪法第七条：“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

巩固和发展。”修改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

巩固和发展。”  

第六条 宪法第八条第一款：“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

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

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修改为：“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

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

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  

第七条 宪法第十五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

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

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第八条 宪法第十六条：“国营企业在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国营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修改为：“国有

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第九条 宪法第十七条：“集体经济组织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

自主权。”“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由它的全体劳动者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

大问题。”修改为：“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集体经济组织实行

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第十条 宪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营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

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

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修改为：“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

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

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  

第十一条 宪法第九十八条：“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

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修改为：“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635 页 共 3277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82 年 

12 月 4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 

根据 1988 年 4 月 12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3 年 3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9 年 3 月 15 日第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 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 

正案》修正）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总  纲 

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四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五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六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七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序  言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一八四○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

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 

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

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

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

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

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国防。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

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

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

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

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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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

责。 

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

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

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

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

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

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

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

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

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

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

分离的部分。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

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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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七条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第八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

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

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 

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

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 

第九条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

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

资源。 

第十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

于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第十一条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

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十二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十四条 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

理制度，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改进劳动组织，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 

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

文化生活。 

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第十六条 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 

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第十七条 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 

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

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它

们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 

第十九条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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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

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 

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二十条 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第二十一条 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

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 

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第二十二条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

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第二十三条 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第二十四条 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

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

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第二十五条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第二十六条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 

第二十七条 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

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 

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

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第二十八条 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

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第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

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增强国防力量。 

第三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 

(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 

第三十一条 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以法律规定。 

第三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 

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三条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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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

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

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

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

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

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

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

酬和福利待遇。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

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 

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 

第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 

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第四十四条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

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第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

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 

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第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

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

的权利。 

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 

第四十九条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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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第五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

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

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

益的行为。 

第五十五条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五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第三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第五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第五十九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

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 

第六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的两个月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如果遇到不能进行选举的非常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

数通过，可以推迟选举，延长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在非常情况结束后一年内，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六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如果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 

第六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宪法； 

(二)监督宪法的实施； 

(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八)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九)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一)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十二)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 

(十三)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 

(十四)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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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六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 

(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 

(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六十四条 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

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六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委员长， 

副委员长若干人， 

秘书长， 

委员若干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有权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第六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它行使职权到下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常务委员会为止。 

委员长、副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六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

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四)解释法律； 

(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

部分调整方案； 

(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八)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

选； 

(十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 

(十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检

察院检察长，并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 

(十三)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 

(十四)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 

(十五)规定军人和外交人员的衔级制度和其他专门衔级制度； 

(十六)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十七)决定特赦； 

(十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

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 

(十九)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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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 

(二十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六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召集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副委员长、秘书长协助委员长工作。 

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第六十九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七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

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 

第七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

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第七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分别

提出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第七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

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

必须负责答复。 

第七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许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第七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七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并且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

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

服务。 

第七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位选

出的代表。 

第七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程序由法律规定。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七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八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

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

号，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八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第八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第八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副主席就职为止。 

第八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都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在补选以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长暂时代理主席职位。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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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第八十六条 国务院由下列人员组成： 

总理， 

副总理若干人， 

国务委员若干人， 

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 

审计长， 

秘书长。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 

国务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八十七条 国务院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八十八条 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副总理、国务委员协助总理工作。 

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 

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 

第八十九条 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并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

全国性的行政工作； 

(四)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

体划分； 

(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 

(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 

(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 

(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 

(九)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 

(十)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 

(十一)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 

(十二)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十三)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 

(十四)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十六)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十七)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人员； 

(十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九十条 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负责本部门的工作；召集和主持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

议，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 

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第九十一条 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

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

涉。 

第九十二条 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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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席， 

副主席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九十四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第五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九十五条 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根据宪法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规定的基本原

则由法律规定。 

第九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第九十七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

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 

第九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九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依照法律规

定的权限，通过和发布决议，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

情况的报告；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一百条 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一百零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

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或者罢

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一百零二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由他们选出的代表。 

第一百零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对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有权罢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第一百零四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

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罢免

和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个别代表。 

第一百零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 

第一百零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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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

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

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

内的行政工作。 

省、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决定乡、民族乡、镇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第一百零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

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 

第一百零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

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 

第一百一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

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一百一十一条 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

定。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第六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一百一十二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第一百一十三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

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 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第一百一十五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

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 

第一百一十六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一百一十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

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 

第一百一十八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 

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 

第一百一十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

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 

第一百二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

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第一百二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

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 

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 

第七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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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第一百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二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第一百二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第一百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第一百三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

作。 

第一百三十三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

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第一百三十四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

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

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第一百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

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第四章 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第一百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第一百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第一百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82 年 12 月 4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公布施行 

  根据 1988 年 4 月 12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3

年 3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9 年 3 月 15 日第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 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总纲 

  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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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四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五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六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七节 监察委员会 

    第八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序言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一八四○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

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 

  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

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

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

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

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

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国防。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

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

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

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

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

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

圣职责。 

  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建设、

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

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

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

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

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

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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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

共处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

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

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

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

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离的部分。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

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

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七条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

发展。 

  第八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

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 

  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

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 

  第九条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

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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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 

  第十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也属于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第十一条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十二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十四条 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

营管理制度，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改进劳动组织，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

力。 

  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

活和文化生活。 

  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第十六条 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 

  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第十七条 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 

  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

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它们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 

  第十九条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

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 

  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二十条 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第二十一条 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

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 

  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第二十二条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

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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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第二十三条 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第二十四条 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

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

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

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第二十五条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第二十六条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 

  第二十七条 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

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 

  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第二十八条 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

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第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

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增强国防力量。 

  第三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 

  （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 

  第三十一条 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以法律规定。 

  第三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 

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三条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

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

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

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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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

害。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

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

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

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

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

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

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 

  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 

  第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 

  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第四十四条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

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第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

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 

  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第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

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

平等的权利。 

  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 

  第四十九条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第五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

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

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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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益的行为。 

  第五十五条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五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第三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第五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第五十九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

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 

  第六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的两个月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选举。如果遇到不能进行选举的非常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

的多数通过，可以推迟选举，延长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在非常情况结束后一年内，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六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如果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 

  第六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宪法； 

  （二）监督宪法的实施； 

  （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

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

人选； 

  （七）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八）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九）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一）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二）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十三）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 

  （十四）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 

  （十五）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十六）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六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 

  （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 

  （四）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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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六）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六十四条 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

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六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委员长， 

  副委员长若干人， 

  秘书长， 

  委员若干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有权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第六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它行使职权到下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常务委员会为止。 

  委员长、副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六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

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四）解释法律； 

  （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

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 

  （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八）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

的人选； 

  （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

员的人选； 

  （十一）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任免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十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

院长； 

  （十三）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

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并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 

  （十四）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 

  （十五）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 

  （十六）规定军人和外交人员的衔级制度和其他专门衔级制度； 

  （十七）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十八）决定特赦； 

  （十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

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 

  （二十）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 

  （二十一）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 

  （二十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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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召集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副委员长、秘书长协助委员长工作。 

  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第六十九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七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 

  第七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

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第七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分别提出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第七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

机关必须负责答复。 

  第七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许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第七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七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并且在自己参加的生产、

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

人民服务。 

  第七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

位选出的代表。 

  第七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程序由法律规定。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七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八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

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

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八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第八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第八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副主席就职为

止。 

  第八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都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在补选以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暂时代理主席职位。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

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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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六条 国务院由下列人员组成： 

  总理， 

  副总理若干人， 

  国务委员若干人， 

  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 

  审计长， 

  秘书长。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 

  国务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八十七条 国务院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八十八条 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副总理、国务委员协助总理工作。 

  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 

  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 

  第八十九条 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并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

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 

  （四）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

权的具体划分； 

  （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 

  （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 

  （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等工作； 

  （九）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 

  （十）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 

  （十一）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 

  （十二）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十三）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 

  （十四）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十六）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十七）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人员； 

  （十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九十条 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负责本部门的工作；召集和主持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

务会议，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 

  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第九十一条 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

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的干涉。 

  第九十二条 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四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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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席， 

  副主席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九十四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第五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九十五条 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根据宪法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规定的基

本原则由法律规定。 

  第九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第九十七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 

  第九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九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依照法

律规定的权限，通过和发布决议，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

执行情况的报告；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一百条 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

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

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第一百零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

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选出或者罢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 

  第一百零二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县、不设区的市、市辖

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由他们选出的代表。 

  第一百零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

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有权罢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

检察机关的职务。 

  第一百零四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

事项；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在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闭会期间，罢免和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个别代表。 

  第一百零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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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 

  第一百零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一百零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

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

区域内的行政工作。 

  省、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决定乡、民族乡、镇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第一百零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

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 

  第一百零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

计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 

  第一百一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

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一百一十一条 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

律规定。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

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第六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一百一十二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第一百一十三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

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

主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 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第一百一十五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

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

策。 

  第一百一十六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备案。 

  第一百一十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

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 

  第一百一十八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

业。 

  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 

  第一百一十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

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 

  第一百二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

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第一百二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

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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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 

  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 

  第七节 监察委员会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任， 

  副主任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监

察委员会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 

  第一百二十七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第八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一百二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第一百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三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第一百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

工作。 

  第一百三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

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第一百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第一百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

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

的工作。 

  第一百三十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

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第一百三十九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

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

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第一百四十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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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第一百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第一百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第一百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8.3.90）《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82 年 12 月 10 日，主席令第

30 号  2004 年 10 月 27 日，2015 年 8 月 29 日）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10/content_4268.htm  19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1979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82-12/10/content_1478474.htm   1982 

http://www.china.com.cn/law/flfg/txt/2006-08/08/content_7064395.htm   1986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56&a  1995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82-12/10/content_1478474.htm  1982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5-06/21/content_8297.htm   2004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8/30/content_2922358.htm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1954 

（1954 年 9 月 2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 

第二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五节的规定。 

第二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四条    省、直辖市、县、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

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各行政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在本行政区域的人民

代表大会中应当有适当的代表名额。 

第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

期两年。 

第六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一）保证法律、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三）规划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公共事业、优抚工作和救济工作； 

（四）审查和批准预算和决算； 

（五）选举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六）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长，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并且选举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七）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八）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委员会和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九）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十）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下一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十一）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十二）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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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一）保证法律、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三）批准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计划，决定互助合作事业和其他经济工作的具体计划； 

（四）规划公共事业； 

（五）决定文化、教育、卫生、优抚和救济工作的实施计划； 

（六）审查财政收支； 

（七）选举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八）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九）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十）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十一）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十二）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可以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长。 

第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本级人民委员会召集。 

第十条    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两次，交通不便的省可以每年举行一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三个月举行一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如果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 

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秘书长的人选由主席团提名，由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通过；副秘书长的人选由主席团决定。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可以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和其他

需要设立的委员会，在主席团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和主席团，本级人民委员会，都可以提出议案。 

向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提出的议案，由主席团提请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或者交付议案审查委员会审

查后提请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 

第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合提名或者单

独提名。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乡、

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采用举手方式。 

第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本级人民委员会所属各工作部门负责人员和人民法院院

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 

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向本级人民委员会或者本级人民委员会所属各工作

部门提出的质问，经过主席团提交受质问的机关。受质问的机关必须在会议中负责答复。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期间，非经主席团同意不受逮捕或者审判，

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必须立即报请主席团批准。 

第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期间，国家根据需要给以往返的旅费和必

要的物质上的便利。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和原选举单位或者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宣传法律、法令和政策，

协助本级人民委员会推行工作，并且向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乡、民族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分工联系选民，有代表三人以上的居民地区或者生

产单位可以组织代表小组，协助本级人民委员会推行工作。 

第二十一条    省、直辖市、县、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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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代表的撤换必须由原选举单位以

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或者由原选区选民大会以出席选民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由原选举单位或者由原选区选民补

选。 

第三章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

级国家行政机关。 

第二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二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分别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各一

人，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副区长、副乡长、副镇长各若干人和委员各若干人组成。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 

（一）省、直辖市二十五人至五十五人； 

（二）市九人至二十五人，人口特多的市至多不超过四十五人； 

（三）县九人至二十一人，人口和乡、镇特多的县至多不超过三十一人； 

（四）市辖区九人至二十一人； 

（五）乡、民族乡、镇三人至十三人。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委员会每届任期四年。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委员会每届任

期两年。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补选。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人民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法律、法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

议和命令，并且审查这些决议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二）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三）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 

（四）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五）停止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的执行； 

（六）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和指示和下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七）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八）执行经济计划，执行预算； 

（九）管理市场，管理地方国营工商业，领导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十）领导农业、手工业生产和互助合作事业； 

（十一）管理税收工作； 

（十二）管理交通和公共事业； 

（十三）管理文化、教育、卫生、优抚、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 

（十四）管理兵役工作； 

（十五）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十六）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省人民委员会并且帮助本省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帮助各

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 

（十七）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八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法律、法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发布决议和命令； 

（二）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三）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 

（四）管理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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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领导农业、手工业生产，领导互助合作事业和其他经济工作； 

（六）管理公共事业； 

（七）管理文化、教育、卫生、优抚和救济工作； 

（八）管理兵役工作； 

（九）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十）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 

（十一）办理上级人民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人民委员会会议每月举行一次，乡、民族乡、镇人民委员会会议每半月举行一次，

在必要的时候都可以临时举行。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有关人员列席。 

县级以上的人民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本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 

第三十条    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分别主持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会议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副区长、副乡长、副镇长分别协助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工作。 

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为处理日常工作，可以召开行政会议。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委员会按照需要可以设立民政、公安、司法、监察、计划、财政、粮食、工业、商业、

交通、农林、水利、劳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运动等厅、局、处或者委员会，并且可以设立办公厅。民族事

务较多的省按照需要可以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较多的省按照需要可以设立管理华侨事务的机构。 

第三十二条    直辖市和设区的市的人民委员会按照需要可以设立民政、公安、司法、监察、计划、财政、粮

食、税务、工业、商业、劳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运动、各项市政建设和公用事业等局、处或者委员会，并

且可以设立办公厅。民族事务较多的直辖市和设区的市按照需要可以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较多的直辖市

和设区的市按照需要可以设立管理华侨事务的机构。 

不设区的市的人民委员会按照需要可以设立民政、公安、财政、粮食、税务、工商、建设、劳动、文化教育、

卫生等科或者局，并且可以设立办公室。 

第三十三条    县人民委员会按照需要可以设立民政、公安、财政、粮食、税务、工商、农林、交通、文化教

育、卫生等科或者局，并且可以设立办公室。 

第三十四条    市辖区人民委员会按照需要可以设立民政、生产合作、工商管理、建设、劳动、文化教育、卫

生等科或者股，并且可以设立办公室。直辖市、市人民委员会的公安、税务等局可以在市辖区设立分局。 

第三十五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委员会按照需要可以设立民政、治安、武装、生产合作、财粮、文化教育、

调解等工作委员会，吸收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其他适当的人员参加。 

乡、民族乡、镇人民委员会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设文书一人。 

人口和工商业较多的镇的人民委员会，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参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设立工作部门。 

第三十六条    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人民委员会报请国务院批

准。 

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人民委员会报请上

一级人民委员会批准。 

第三十七条    各厅、局、处、科、股分别设厅长、局长、处长、科长、股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职。 

办公厅、办公室设主任，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主任。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委员会各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 

第三十八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委员会按照需要可以设立若干办公机构，协助省长、市长分别掌

管人民委员会所属各工作部门的工作。 

第三十九条    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并且受国务院主管部门的领导。 

县、市、市辖区人民委员会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并且受上级人民委员会主管部门的领导。 

第四十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委员会的各工作部门在本部门的业务范围内，根据法律和法令，人

民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主管部门的命令和指示，可以向下级人民委员会主管部门发布命令和指

示。 

第四十一条    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人民委员会应当协助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属于自己管理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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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进行工作，并且监督它们遵守和执行法律、法令和政策，但是无权干涉它们的业务。 

第四十二条    省人民委员会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专员公署，作为它的派出机关。 

县人民委员会在必要的时候，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设立若干区公所，作为它的派出机关。 

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委员会在必要的时候，经上一级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

它的派出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198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 

（1979 年 7 月 1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 1982 年 12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

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

政府。 

    第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第二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

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各行政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应当有适当的代表

名额。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第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和国家宪法、法律、

政策、法令、政令不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订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保证

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执行； 

    （二）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决算； 

    （三）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民政、民族工作的重大事项； 

    （四）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五）决定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

区长的人选； 

    （六）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长； 

    （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选出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八）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九）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十）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十一）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十二）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下一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十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

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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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 

    （十五）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六）保障妇女同男子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劳动权利、同工同酬和其他权利。 

    第八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三）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域的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 

    （四）决定本行政区域民政工作的实施计划； 

    （五）选举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 

    （六）听取和审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 

    （七）改变或者撤销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八）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

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九）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 

    （十）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一）保障妇女同男子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劳动权利、同工同酬和其他权利。 

    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应当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

罢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罢免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须报经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十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召集。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经过五分之一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秘书长的人选由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通过；副秘书长的人选由主席团决定。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可以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和其他

需要设立的委员会，在主席团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本级人民政府和代表（有三人以

上附议），都可以提出议案。 

    向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提出的议案，由主席团提请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或者交付议案审查委员会

审查后提请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 

    第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和通过决议，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六条 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

长，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联合提名。选举可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办

法；也可以经过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选举。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代表对于确定的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选民，

也可以弃权。 

    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本级人民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负责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向本级人民政府和它所属各工作部门以及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质询，经过主席团提交受质询的机关。受质询的机关必须在会议中负责答复。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意，不受逮捕或者

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必须立即报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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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执行代表职务的时候，国家根据需要给以

往返的旅费和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或者补贴。 

    第二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和原选举单位或者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宣传法律、法令和政策，

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作，并且向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分工联系选民，有代表三人以上的

居民地区或者生产单位可以组织代表小组，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作。 

    第二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县、自治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代表的撤换必须由原选举单位

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或者由原选区以选民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由原选举单位或者由原选区选民补

选。 

    第二十四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除行使本法规定的职权外，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

权。 

    第三章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

报告工作。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一人、副

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 

    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上述职务，必须向常

务委员会辞去常务委员会的职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三十五人至六十五人，人口特多的省不超过八十五人； 

    （二）自治州、市十三人至三十五人，人口特多的市不超过四十五人； 

    （三）县、自治县、市辖区十一人至十九人，人口特多的县、市辖区不超过二十九人。 

    第二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行政区

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和国家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不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订和颁布地方性法规，

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拟订本市需

要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提请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制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

国务院备案。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领导或者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二）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三）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民政、民族工作的重大事项； 

    （四）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的部分变更； 

    （五）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

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六）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七）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的个

别任免；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决定代理的人选； 

    （八）决定本级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主任、科长的任免，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九）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任免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

委员、审判员，任免或者批准任免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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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撤换个别代表； 

    （十一）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 

    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由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组成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 

    第四章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三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第三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三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分别由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和秘

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等组成。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分别由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市长、副市长，区长、

副区长和局长、科长等组成。 

    乡、民族乡人民政府设乡长、副乡长。镇人民政府设镇长、副镇长。 

    第三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五年。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三年。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规定行政措

施，发布决议和命令。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

民政府，还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规章； 

    （二）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 

    （三）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议、命令； 

    （四）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和奖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五）执行经济计划和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经济、文化建设和民政、公安等工作； 

    （六）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

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七）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 

    （八）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省人民政府并且帮助本省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

行区域自治，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 

    （九）保障妇女同男子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劳动权利、同工同酬和其他权利； 

    （十）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六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发布决议和命令； 

    （二）领导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三）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四）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经济、文化建设和民政、公安等工作； 

    （五）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

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六）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 

    （七）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八）保障妇女同男子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劳动权利、同工同酬和其他权利； 

    （九）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别实行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 

    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分别主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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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的原则，设立必要的工作部门。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

府报请国务院批准。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局、科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

民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九条 各厅、局、委员会、科分别设厅长、局长、主任、科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职。 

    办公厅、办公室设主任，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主任。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 

    第四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受国务院主管部门的领

导或者业务指导。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受上级人民政府主管

部门的领导或者业务指导。 

    第四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协助设立在本行政区域

内不属于自己管理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工作，并且监督它们遵守和执行法律、法令和政策。 

    第四十二条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行政公署，作为它的派出

机关。 

    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区公所，作为

它的派出机关。 

    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86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1986 年 12 月 2 日通过，现予

公布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李先念 

1986 年 12 月 2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的决定 

（1986 年 12 月 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86 年 12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四十九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根据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的基本原则和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第六条改为第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

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

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

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二、第七条改为第八条，第三项修改为：“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民政、民族工作的重大事项”。 

第五项修改为：“选举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

长、副区长”。 

第六项和第七项合并为一项，作为第六项，修改为：“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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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十二项改为第十项，修改为：“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第十六项改为第十五项，修改为：“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三、第八条改为第九条，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

告”。 

第十一项改为第十二项，修改为：“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四、增加第十三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选举本次会议的主席团和秘

书长，通过本次会议的议程和其他准备事项的决定。 

“预备会议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由上届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由主席团主持会议。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设副秘书长若干人；副秘书长的人选由主席团决定。” 

五、第十条第二款改为第十四条，修改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由

主席团主持会议，并负责召集下一次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六、增加第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第一次会议，在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完成后的两个月

内，由上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上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召集。” 

七、第十三条修改为三条，作为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五条： 

１．“第二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法制（政法）委

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在大会

闭会期间，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 

“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大会通过。在大会闭会期间，

常务委员会可以补充任命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由主任会议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各专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对属于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 

２．“第二十七条 乡、民族乡、镇的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行使职权至本

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为止。” 

３．“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中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增加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八、第十四条修改为两条，作为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１．“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本级人民政府，

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提交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或者并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以上联名，

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或者先

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 

“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２．“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

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 

增加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

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的人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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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

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

会议审议。” 

九、第十六条改为第二十条，第一款修改为两款：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

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十人以上代表联合提名。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人民

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

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副乡长、副

镇长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人至三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十分之一至

五分之一，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超过上述差额，由主席团将全部候选人名单提交全体代表酝酿、讨论，

根据较多数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省长、副省

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乡长、副乡长，镇长、

副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时，候选人数可以多于应选人数，也可以同应选人数相等。选举程序和

方式，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十、增加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或者十分之

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乡长、副

乡长，镇长、副镇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十一、增加第二十二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大会闭会

期间，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辞职，由常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

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 

十二、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

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其他有关机关、团体负责人，经主席团决定，可以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十三、第十八条修改为两条，作为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１．“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和

它所属各工作部门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交受质询的机关。受质询的机关必须在会议

中负责答复。” 

２．“第二十四条 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议案的时候，代表可以向有关地方国家机关提出询问，由有关

机关派人说明。” 

增加第四十二条：“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

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受质询机关答复。” 

十四、增加第二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期，从每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

到下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为止。” 

增加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它行使职权到下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常务委员会为止。” 

十五、增加第二十九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

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十九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

可，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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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拘留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报告。” 

十六、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三条，修改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除行使本法规定的职权外，同

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十七、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两款：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

副主任若干人、秘书长、委员若干人组成。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副主

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 

第二十九条第三款改为第四十三条，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主任会议；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组成主任会议。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十八、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三十九条，增加三项，分别作为第一项、第八项和第十二项： 

１．“（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

行”。 

２．“（八）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３．“（十二）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撤销个别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

副区长的职务；决定撤销由它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的职务”。 

第三项改为第四项，修改为：“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民族

工作的重大事项”。 

第七项改为第九项，修改为：“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

副县长、副区长的个别任免；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和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从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人员中决定代理的人选；决定代理检

察长，须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八项改为第十项，修改为：“根据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的提名，决定本级人民政府秘

书长、厅长、局长、主任、科长的任免，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九项改为第十一项，修改为：“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任免人民法院副院长、庭

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任免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批准任免下一级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决定在省、自治区内按地

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免，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决

定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的任免”。 

十九、增加第四十四条：“常务委员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由常务委员会在副主任中

推选一人代理主任的职务，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二十、第三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九条，修改为：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分别由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

市长，州长、副州长和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等组成。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分别由县长、副县长，市长、副市长，区长、副区长和局长、

科长等组成。 

“乡、民族乡的人民政府设乡长、副乡长。民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镇人民政府设镇

长、副镇长。” 

二十一、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五十一条，第五项修改为：“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

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

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第八项修改为：“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本行政区域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依照宪法和法律实行区域自治，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 

第九项修改为：“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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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五十二条，删去第二项、第三项，将第四项改为第二项，修改为：“执行本行政区

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

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第八项改为第六项，修改为：“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二十三、增加第五十四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会议分为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全体会议由本级人

民政府全体成员组成。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分别由省长、副省长，自治

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和秘书长组成。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常务

会议，分别由县长、副县长，市长、副市长，区长、副区长组成。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召

集和主持本级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须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二十四、第三十八条改为第五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

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 

二十五、第四十二条改为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

可以设立若干派出机关。” 

二十六、增加第五章附则第六十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和实

际情况，对执行中的问题作具体规定。” 

此外，根据宪法和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和条、款、项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二条第

一款按照本决定第十八条作相应的修改。 

 

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在省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由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任免。”根据本决定修改为： 

“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人民

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根据本决定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和

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次修正） 

（1979 年 7 月 1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 1982 年 12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

第一次修正 根据 1986 年 12 月 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

府。 

第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第二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自

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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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各行政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应当有适当的代表名

额。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

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第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和国家宪法、法律、

政策、法令、政令不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订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保证国

家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执行； 

（二）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决算； 

（三）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民政、民族工作的重大事项； 

（四）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五）决定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

长的人选； 

（六）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长； 

（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选出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八）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九）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十）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十一）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十二）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下一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十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

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十四）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 

（十五）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六）保障妇女同男子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劳动权利、同工同酬和其他权利。 

第八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三）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域的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 

（四）决定本行政区域民政工作的实施计划； 

（五）选举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 

（六）听取和审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 

（七）改变或者撤销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八）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

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九）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 

（十）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一）保障妇女同男子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劳动权利、同工同酬和其他权利。 

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应当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

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罢免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须报经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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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召集。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经过五分之一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秘书长的人选由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

过；副秘书长的人选由主席团决定。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可以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和其他需

要设立的委员会，在主席团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本级人民政府和代表（有三人以上

附议），都可以提出议案。 

向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提出的议案，由主席团提请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或者交付议案审查委员会审

查后提请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 

第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和通过决议，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六条 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

长，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联合提名。选举可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办

法；也可以经过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选举。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代表对于确定的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选民，

也可以弃权。 

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本级人民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负责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向本级人民政府和它所属各工作部门以及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质询，经过主席团提交受质询的机关。受质询的机关必须在会议中负责答复。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意，不受逮捕或者审

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必须立即报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执行代表职务的时候，国家根据需要给以往

返的旅费和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或者补贴。 

第二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和原选举单位或者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宣传法律、法令和政策，

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作，并且向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分工联系选民，有代表三人以上的居

民地区或者生产单位可以组织代表小组，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作。 

第二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县、自治县、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代表的撤换必须由原选举单位以

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或者由原选区以选民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由原选举单位或者由原选区选民补选。 

第二十四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除行使本法规定的职权外，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第三章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

告工作。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一人、副主

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 

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上述职务，必须向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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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辞去常务委员会的职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三十五人至六十五人，人口特多的省不超过八十五人； 

（二）自治州、市十三人至三十五人，人口特多的市不超过四十五人； 

（三）县、自治县、市辖区十一人至十九人，人口特多的县、市辖区不超过二十九人。 

第二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行政区域

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和国家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不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订和颁布地方性法规，

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拟订本市需要

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提请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制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

务院备案。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领导或者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二）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三）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民政、民族工作的重大事项； 

（四）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的部分变更； 

（五）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

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六）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七）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的个别

任免；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决定代理的人选； 

（八）决定本级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主任、科长的任免，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九）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任免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任免或者批准任免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十）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撤换个别代表； 

（十一）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 

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由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组成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 

第四章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三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第三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三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分别由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和秘书

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等组成。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分别由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市长、副市长，区长、副

区长和局长、科长等组成。 

乡、民族乡人民政府设乡长、副乡长。镇人民政府设镇长、副镇长。 

第三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五年。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

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三年。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规定行政措施，

发布决议和命令。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

府，还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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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 

（三）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议、命令； 

（四）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和奖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五）执行经济计划和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经济、文化建设和民政、公安等工作； 

（六）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

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七）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 

（八）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省人民政府并且帮助本省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

区域自治，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 

（九）保障妇女同男子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劳动权利、同工同酬和其他权利； 

（十）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六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发布决议和命令； 

（二）领导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三）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四）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经济、文化建设和民政、公安等工作； 

（五）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

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六）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 

（七）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八）保障妇女同男子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劳动权利、同工同酬和其他权利； 

（九）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别实行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 

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分别主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 

第三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的原则，设立必要的工作部门。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

报请国务院批准。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局、科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

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九条 各厅、局、委员会、科分别设厅长、局长、主任、科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职。 

办公厅、办公室设主任，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主任。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 

第四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受国务院主管部门的领导

或者业务指导。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受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

门的领导或者业务指导。 

第四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协助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

不属于自己管理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工作，并且监督它们遵守和执行法律、法令和政策。 

第四十二条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行政公署，作为它的派出机

关。 

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区公所，作为它

的派出机关。 

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9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八届第 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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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1995 年 2 月 28 日通过，现予公

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1995 年 2 月 28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的决定 

（1995 年 2 月 28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5 年 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三十七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根据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的基本原则和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第六条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二、第八条第三项、第三十九条第四项、第五十一条第五项分别增加“环境和资源保护”。 

第八条第十三项、第九条第十项、第五十一条第七项、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分别修改为：“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

合法权益”。 

三、第九条增加第六项：“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四、增加第十四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设主席，并可以设副主席一人至二人。主席、副主席由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出，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

必须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辞去主席、副主席的职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组织代表开展活动，并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五、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五条，增加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为主席团的成员。”  

六、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乡级的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县级以上的其他有关机关、团体负责人，经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七、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八条，第三款修改为：“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

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八、第二十条第一款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

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依照本法规定联合提名。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十

人以上书面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

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的候选人。不同选区或者选举单位选出的代

表可以酝酿、联合提出候选人。 

“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人数，每一代表与其他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人数，均不得超过应选名额。 

“提名人应当如实介绍所提名的候选人的情况。”  

九、第二十条第二款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人

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

额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的候选

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人至三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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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应选人数在选举办法中规定具体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数符合选举办

法规定的差额数，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数超过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

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预选，根据在预选中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确定正

式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提名、酝酿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

天。”  

十、第二十条第三款作为第二十三条。 

十一、增加第二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人数

超过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

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可以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

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候选人，也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另行提名、确定候选人。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不足

的名额的另行选举可以在本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行，也可以在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行。 

“另行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职领

导人员时，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  

十二、第二十条第四款改为第二十五条，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

委员”一句后增加“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十三、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修改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 

第二款修改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

提出对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增加第三款：“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增加第四款：“被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在主席团会议或者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

见。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的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的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  

增加第五款：“向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罢免案，由主席团交会议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表

决；或者由主席团提议，经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审议决定。”  

十四、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七条，其中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

接受辞职”的规定，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

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  

增加第二款：“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可以向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  

十五、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

以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和它所属各工作部门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

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主席团会议、大会全体会议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

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主席团会议或者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

见；主席团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

责人签署，由主席团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代表。”  

十六、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

查委员会。 

“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

主席团提请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调查报告。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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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授权它的常务委员会听取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报人

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十七、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十九条第十三项中的“撤换”改为“罢免”。 

十八、第三十六条改为第四十一条，第四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三十五人至六十五人，人口超过八千万的省不超过八十五人； 

“（二）设区的市、自治州十三人至三十五人，人口超过八百万的设区的市不超过四十五人； 

“（三）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十一人至二十三人，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

辖区不超过二十九人。”  

增加第五款：“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前款规定，按人口多少确定。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的名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按人口多少确定。每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经确定后，在本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内不再变动。”  

十九、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六条，增加第一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

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二十、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七条，修改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

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

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

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

责人签署，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二十一、增加第五十一条：“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代表的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二十二、增加第五十二条：“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表中提名，提

请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

出相应的决议。”  

二十三、第四十六条改为第五十三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和其他工作机构。 

“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在地区设立工作机构。”  

二十四、第四十八条改为第五十五条，增加第三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二十五、增加第五十七条：“新的一届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依法选举产生后，应当在两个月内提请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科长。”  

二十六、第五十条改为第五十八条，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

政府每届任期五年。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三年。”  

二十七、第五十一条第一项中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

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还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规章”的规定单列一条，作为第六十条，修

改为：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

报国务院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

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报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依照前款规定制定规章，须经各该级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二十八、第五十五条改为第六十四条，第三款和第四款分别增加规定：“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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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二十九、第五十七条改为第六十六条，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

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受国务院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法

规的规定受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和条、款、项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第一次修正  

根据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８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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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第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第三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除行使本法规定的职权外，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

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第二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自治县、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各行政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应当有适当的代表名

额。 

第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乡、民族乡、镇人民

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

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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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

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保证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执行； 

（二）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执行情况的报告； 

（三）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

作的重大事项； 

（四）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五）选举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

长； 

（六）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七）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八）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九）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十）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十一）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二）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

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十三）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四）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五）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第九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三）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 

（四）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五）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工作的实施计划； 

（六）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七）选举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 

（八）听取和审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 

（九）撤销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

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十一）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三）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应当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罢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

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经过五分之一以上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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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选举本次会议的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本次会议的

议程和其他准备事项的决定。 

预备会议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由上届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由主席团主持会议。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设副秘书长若干人；副秘书长的人选由主席团决定。 

第十四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设主席，并可以设副主席一人至二人。主席、副主席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从代

表中选出，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

必须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辞去主席、副主席的职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组织代表开展活动，并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十五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会议，并负责召集下一次的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为主席团的成员。 

第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第一次会议，在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完成后的两个月内，由上届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上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召集。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乡级的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列席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县级以上的其他有关机关、团体负责人，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列席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本级人民政府，可以向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提交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或者并交有

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以上联名，可

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或者先交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行终

止。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

和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主席团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和通过决议，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省

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乡长、副乡长，

镇长、副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依照本法规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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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十人

以上书面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

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

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的候选人。不同选区或者选举单位选出的代表

可以酝酿、联合提出候选人。 

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人数，每一代表与其他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人数，均不得超过应选名额。 

提名人应当如实介绍所提名的候选人的情况。 

第二十二条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人民

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

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的候选人

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人至三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由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应选人数在选举办法中规定具体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数符合选举办法

规定的差额数，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数超过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由

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预选，根据在预选中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确定正式

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提名、酝酿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 

第二十三条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代表对于确定的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代表或

者选民，也可以弃权。 

第二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

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可以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

票多少的顺序确定候选人，也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另行提名、确定候选人。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不足的

名额的另行选举可以在本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行，也可以在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行。 

另行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职领导

人员时，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 

第二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副主席，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乡

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时，候选人数可以多于应选人数，也可以同应选人

数相等，选举办法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

出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由

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人民代表大

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罢免案，由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被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在主席团会议或者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在主席团会

议上提出的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的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 

向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罢免案，由主席团交会议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表决；或者由主席

团提议，经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第二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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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提出辞职，由常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

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 

第二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和它所属各工作部门

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主席团会议、大会全体会议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

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主席团会议或者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主席团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

人签署，由主席团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代表。 

第二十九条 

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议案的时候，代表可以向有关地方国家机关提出询问，由有关机关派人说明。 

第三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法制（政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在大会闭会期间，受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 

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大会通过。在大会闭会期间，

常务委员会可以补充任命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由主任会议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各专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对属于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

席团提请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调查报告。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

议。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授权它的常务委员会听取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报人民

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第三十二条 

乡、民族乡、镇的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行使职权至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任

期届满为止。 

第三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期，从每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到下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举

行第一次会议为止。 

第三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

法律追究。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向该

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三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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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执行代表职务的时候，国家根据需要给予往返的旅费和

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或者补贴。 

第三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和原选举单位或者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宣传法律和政策，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

行工作，并且向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分工联系选民，有代表三人以上的居

民地区或者生产单位可以组织代表小组，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作。 

第三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随时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代表的罢免必须由原选举单位以

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或者由原选区以选民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由原选举单位或者由原选区选民补选。 

第三章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

告工作。 

第四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

副主任若干人、秘书长、委员若干人组成。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副主任

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 

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上述职务，必须向常务

委员会辞去常务委员会的职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三十五人至六十五人，人口超过八千万的省不超过八十五人； 

（二）设区的市、自治州十三人至三十五人，人口超过八百万的设区的市不超过四十五人； 

（三）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十一人至二十三人，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

辖区不超过二十九人。 

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依

照前款规定，按人口多少确定。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按人口多少确定。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的名额经确定后，在本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内不再变动。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它行使职权到下届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常务委员会为止。 

第四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

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闭会期间，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

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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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领导或者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三）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四）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

作的重大事项； 

（五）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部分变更； 

（六）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

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七）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八）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九）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的个别

任免；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和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

候，从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人员中决定代理的人选；决定代理检察长，须报上一级人民

检察院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十）根据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的提名，决定本级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委

员会主任、科长的任免，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十一）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任免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

委员、审判员，任免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批准任免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决定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设

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免，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决定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

的任免； 

（十二）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撤销个别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

区长的职务；决定撤销由它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织人员和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的职务； 

（十三）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十四）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 

第四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 

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由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

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

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

告，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

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

议审议。 

第四十七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

上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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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

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

人签署，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四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主任会议；县、

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组成主任会议。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

重要日常工作。 

第四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由常务委员会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代理主任的职务，

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

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五十一条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代表的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第五十二条 

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

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表中提名，提请

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

相应的决议。 

第五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和其他工作机构。 

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在地区设立工作机构。 

第四章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五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第五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第五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分别由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

长，州长、副州长和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等组成。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分别由县长、副县长，市长、副市长，区长、副区长和局长、科

长等组成。 

乡、民族乡的人民政府设乡长、副乡长。民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镇人民政府设镇长、

副镇长。 

第五十七条 

新的一届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依法选举产生后，应当在两个月内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人民政府

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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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五年。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

府每届任期三年。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规定行政措施，

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 

（三）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 

（四）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五）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环境和资源保护、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六）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

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七）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八）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本行政区域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依照宪法和

法律实行区域自治，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 

（九）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十）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六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律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

报国务院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

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报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依照前款规定制定规章，须经各该级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第六十一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

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四）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五）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六）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七）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六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别实行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 

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分别主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 

第六十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会议分为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全体会议由本级人民政府全体成员组成。省、自

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分别由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

长，州长、副州长和秘书长组成。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分别由县长、副县长，

市长、副市长、区长、副区长组成。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召集和主持本级人民政府全体会

议和常务会议。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须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第六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的原则，设立必要的工作部门。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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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

报请国务院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局、科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

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六十五条 

各厅、局、委员会、科分别设厅长、局长、主任、科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职。 

办公厅、办公室设主任，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主任。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 

第六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受国务

院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

的规定受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 

第六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协助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属于自己

管理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工作，并且监督它们遵守和执行法律和政策。 

第六十八条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派出机关。 

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区公所，作为它

的派出机关。 

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 

第五章 附则 

第六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和实际情况，对执行中的问题作具体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三十 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04 年 10 月 27 日通过，

现予公布。本决定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三条在选举新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时

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4 年 10 月 27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  

（2004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一、第六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二、第三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在代表中

提名，大会通过。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可以任免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由主任会议提

名，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三、第四十一条第四款第二项修改为：“（二）设区的市、自治州十九人至四十一人，人口超过八百万的设

区的市不超过五十一人”。第三项修改为：“（三）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十五人至二十七人，人口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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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万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不超过三十五人”。 

  四、第五十八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五年。” 

  本决定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三条在选举新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时施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根据本决定作修改后，重新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1979 年 7 月 1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 1982 年 12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若干规定的

决议》第一次修正 根据 1986 年 12 月 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 1995 年 2 月 28 日第八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 2004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章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章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

民政府。 

  第二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第三条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除行使本法规定的职权外，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

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第二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五条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

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各行政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应当有适当的代

表名额。 

  第六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

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

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八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

行，保证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执行； 

  （二）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执行情况的报告； 

  （三）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

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四）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五）选举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690 页 共 3277 页 

副区长； 

  （六）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七）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八）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九）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十）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十一）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二）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

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十三）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四）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五）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第九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

行； 

  （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三）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 

  （四）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五）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工作的实施计划； 

  （六）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七）选举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 

  （八）听取和审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 

  （九）撤销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

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十一）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三）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应当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十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

罢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罢免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十一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经过五分之一以上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十二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 

  第十三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选举本次会议的主席团和秘书长，通

过本次会议的议程和其他准备事项的决定。 

  预备会议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由上届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由主席团主持会议。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设副秘书长若干人；副秘书长的人选由主席团决定。 

  第十四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设主席，并可以设副主席一人至二人。主席、副主席由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出，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

务，必须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辞去主席、副主席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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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组织代表开展活动，并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十五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会议，并负责召集

下一次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为主席团的成员。 

  第十六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第一次会议，在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完成后的两个月内，由上

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上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召集。 

  第十七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乡级的人民政府领

导人员，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县级以上的其他有关机关、团体负责人，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

定，可以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本级人民政府，

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提交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或者并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以上联名，

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或者先

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

行终止。 

  第十九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

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 

  第二十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和通过决议，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副主席，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

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依

照本法规定联合提名。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

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

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的候选人。不同选区或者选举单位选出的代

表可以酝酿、联合提出候选人。 

  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人数，每一代表与其他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人数，均不得超过应选名额。 

  提名人应当如实介绍所提名的候选人的情况。 

  第二十二条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人民政府正职

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

人，也可以等额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职领

导人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人至三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十分之一

至五分之一，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应选人数在选举办法中规定具体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

数符合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数超过选举办法规

定的差额数，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预选，根据在预选中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选举办法规定的差

额数，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提名、酝酿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

两天。 

  第二十三条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代表对于确定的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

其他任何代表或者选民，也可以弃权。 

  第二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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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可以根据在第一次投票

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候选人，也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另行提名、确定候选人。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不

足的名额的另行选举可以在本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行，也可以在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行。 

  另行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职

领导人员时，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 

  第二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乡、民族乡、镇的人民

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

长、副区长，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时，候选人数可以多于应选人数，

也可以同应选人数相等。选举办法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

表联名，可以提出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人民代

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被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在主席团会议或者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在主席

团会议上提出的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的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 

  向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罢免案，由主席团交会议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表决；或者由

主席团提议，经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向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辞职，由常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报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备案。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 

  第二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和它

所属各工作部门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主席团会议、大会全体会议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

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主席团会议或者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

见；主席团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

负责人签署，由主席团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代表。 

  第二十九条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议案的时候，代表可以向有关地方国家机关提出询问，由有关机

关派人说明。 

  第三十条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法制（政法）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在大会闭会期

间，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 

  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大会通过。在大会闭会期

间，常务委员会可以任免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由主任会议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各专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对属于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由主席团提请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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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调查报告。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

的决议。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授权它的常务委员会听取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报

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第三十二条乡、民族乡、镇的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行使职权至本届

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为止。 

  第三十三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期，从每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到下届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为止。 

  第三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

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大会闭会期间，

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公安机关

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三十六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执行代表职务的时候，国家根据需要给

予往返的旅费和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或者补贴。 

  第三十七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和原选举单位或者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宣传法律和政策，协助

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作，并且向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分工联系选民，有代表三人以上

的居民地区或者生产单位可以组织代表小组，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作。 

  第三十八条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县、自治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随时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代表的罢免必须由原选举单

位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或者由原选区以选民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九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由原选举单位或者由原选区选民补

选。 

第三章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条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并报告工作。 

  第四十一条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

表中选举主任、副主任若干人、秘书长、委员若干人组成。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副

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 

  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上述职务，必须向

常务委员会辞去常务委员会的职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三十五人至六十五人，人口超过八千万的省不超过八十五人； 

  （二）设区的市、自治州十九人至四十一人，人口超过八百万的设区的市不超过五十一人； 

  （三）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十五人至二十七人，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不超过三十五人。 

  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

会依照前款规定，按人口多少确定。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

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按人口多少确定。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经确定后，在本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内不再变动。 

  第四十二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它

行使职权到下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常务委员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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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行政区

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

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

行； 

  （二）领导或者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三）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四）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

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五）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部分变更； 

  （六）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

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七）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八）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九）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的

个别任免；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和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

的时候，从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人员中决定代理的人选；决定代理检察长，须报上一级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十）根据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的提名，决定本级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

委员会主任、科长的任免，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十一）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任免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任免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批准任免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决定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

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免，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决定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

长的任免； 

  （十二）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撤销个别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

副区长的职务；决定撤销由它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的职务； 

  （十三）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十四）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 

  第四十五条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 

  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由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四十六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属

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

出报告，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的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

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

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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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七条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

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

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

见；主任会议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

负责人签署，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四十八条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

成主任会议；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组成主任会议。主任会议

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第四十九条常务委员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由常务委员会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代

理主任的职务，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第五十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中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五十一条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代表的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第五十二条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表中提名，

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

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五十三条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和其他工作机构。 

  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在地区设立工作机构。 

第四章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五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第五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第五十六条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分别由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

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和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等组成。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分别由县长、副县长，市长、副市长，区长、副区长和局长、

科长等组成。 

  乡、民族乡的人民政府设乡长、副乡长。民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镇人民政府设

镇长、副镇长。 

  第五十七条新的一届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依法选举产生后，应当在两个月内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任命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科长。 

  第五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五年。 

  第五十九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规定行政措

施，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 

  （三）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 

  （四）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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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

事业、环境和资源保护、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六）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

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七）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八）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本行政区域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依照宪

法和法律实行区域自治，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 

  （九）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十）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六十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

制定规章，报国务院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

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报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依照前款规定制定规章，须经各该级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第六十一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

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四）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五）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六）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七）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六十二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别实行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 

  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分别主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 

  第六十三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会议分为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全体会议由本级人民政府全体成

员组成。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分别由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

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和秘书长组成。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分别由

县长、副县长，市长、副市长，区长、副区长组成。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召集和主持本级

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须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第六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的原则，设立必要的工作部门。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

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

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局、科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

人民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六十五条各厅、局、委员会、科分别设厅长、局长、主任、科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职。 

  办公厅、办公室设主任，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主任。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 

  第六十六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法

规的规定受国务院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

法规的规定受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 

  第六十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协助设立在本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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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不属于自己管理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工作，并且监督它们遵守和执行法律和政策。 

  第六十八条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派出机关。 

  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区公所，作

为它的派出机关。 

  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 

第五章 附 则 

  第六十九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和实际情况，对执行中的问

题作具体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三十三 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

议于 2015 年 8 月 29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5 年 8 月 29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 

（2015 年 8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四条第三款修改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负责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主席团的安排组织代表开展活动，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

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负责处理主席团的日常工作。” 

  （二）第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主席团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本地

区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有计划地安排代表听取和讨论本级人民政府的专项工作报告，对法律、法

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开展视察、调研等活动；听取和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主席团在闭会期间的工作，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三）将第三十条第一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

以设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

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领

导；在大会闭会期间，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 

  （四）将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

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第三款修改为：“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分工联系选民，

有代表三人以上的居民地区或者生产单位可以组织代表小组。” 

  （五）将第四十一条第四款第三项修改为：“（三）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十五人至三十五人，

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不超过四十五人。” 

  （六）第五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在街道

设立工作机构。工作机构负责联系街道辖区内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织代表开展活动，反映代表和群众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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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和意见，办理常务委员会交办的监督、选举以及其他工作，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 

  （七）将第七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的“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

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修改为“设区的市”。 

  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作出修改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四条：“公民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境

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的与选举有关的任何形式的资助。 

  “违反前款规定的，不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已经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的，从名单中除名；已经当选的，

其当选无效。” 

  （二）将第四十四条改为第四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当选代表名单由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

表大会主席团予以公布。”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六条：“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依法对当选代表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规定的代

表的基本条件，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以及是否存在破坏选举和其他当选无效的违法行为进行审查，提出

代表当选是否有效的意见，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报告。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代表的资格或者确定代表的当选无效，在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前公布代表名单。” 

  （四）将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中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

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五）将第五十四条改为第五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五款：“对补选产生的代表，依照本法第四十六

条的规定进行代表资格审查。” 

  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二条第二款中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二）将第十九条第三款修改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根据主席团的安排，组织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三）将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的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安排，对本级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 

  第三款修改为：“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

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代表的要求，联系安排本级或者上级的代表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 

  （四）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代表根据安排，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

注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 

  （五）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代表参加视察、专题调研活动形成的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办事机构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转交有关机关、组织。对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研究处

理情况应当向代表反馈。” 

  （六）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会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 

  （七）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明确具

体，注重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 

  （八）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参加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安排的代表活动，代表所在单位必须给予时间保障。” 

  （九）将第四十二条第三款修改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报告，并印发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办理情况的报告，应当予以公开。” 

  （十）将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应当以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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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定期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原选

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根据本

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1979 年 7 月 1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 1982 年 12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第一次修正 

根据 1986 年 12 月 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 1995 年 2 月 28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 2004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根据 2015 年 8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第五次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章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章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

人民政府。 

  第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第三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除行使本法规定的职权外，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

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第二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

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各行政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应当有适当的代

表名额。 

  第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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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

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由

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

行，保证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执行； 

  （二）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执行情况的报告； 

  （三）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

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四）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五）选举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

副区长； 

  （六）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七）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八）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九）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十）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十一）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二）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

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十三）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四）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五）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第九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

行； 

  （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三）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 

  （四）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五）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工作的实施计划； 

  （六）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七）选举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 

  （八）听取和审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 

  （九）撤销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

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十一）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三）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应当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

权罢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罢免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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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五分之一以上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选举本次会议的主席团和秘书长，

通过本次会议的议程和其他准备事项的决定。 

  预备会议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由上届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由主席团主持会议。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设副秘书长若干人；副秘书长的人选由主席团决定。 

  第十四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设主席，并可以设副主席一人至二人。主席、副主席由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出，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

务，必须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辞去主席、副主席的职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根据主席团的安排组织代表开展活动，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负责处理

主席团的日常工作。 

  第十五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会议，并负责召

集下一次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为主席团的成员。 

  主席团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本地区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有

计划地安排代表听取和讨论本级人民政府的专项工作报告，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开展视察、调研等活

动；听取和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主席团在闭会期间的工作，向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报告。 

  第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第一次会议，在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完成后的两个月内，由

上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上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召集。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乡级的人民政府

领导人员，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县级以上的其他有关机关、团体负责人，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可以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本级人民政府，

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提交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或者并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以上联名，

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或者先

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

行终止。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对各方面

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和通过决议，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主席、副主席，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

长，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

表依照本法规定联合提名。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

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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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的候选人。不同选区或者选举单位选出的代

表可以酝酿、联合提出候选人。 

  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人数，每一代表与其他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人数，均不得超过应选名额。 

  提名人应当如实介绍所提名的候选人的情况。 

  第二十二条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人民政府正

职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

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职

领导人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人至三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十分之

一至五分之一，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应选人数在选举办法中规定具体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

人数符合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数超过选举办法

规定的差额数，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预选，根据在预选中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选举办法规定的

差额数，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提名、酝酿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

两天。 

  第二十三条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代表对于确定的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

选其他任何代表或者选民，也可以弃权。 

  第二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

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可以根据在第一次投票

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候选人，也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另行提名、确定候选人。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不

足的名额的另行选举可以在本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行，也可以在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行。 

  另行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职

领导人员时，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 

  第二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乡、民族乡、镇的人

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

区长、副区长，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时，候选人数可以多于应选人数，

也可以同应选人数相等。选举办法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或者十分之一以上

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人民代

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被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在主席团会议或者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在主席

团会议上提出的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的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 

  向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罢免案，由主席团交会议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表决；或者由

主席团提议，经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向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辞职，由常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报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备案。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 

  第二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和

它所属各工作部门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主席团会议、大会全体会议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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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主席团会议或者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

见；主席团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

负责人签署，由主席团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代表。 

  第二十九条 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议案的时候，代表可以向有关地方国家机关提出询问，由有关

机关派人说明。 

  第三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法制委员会、财政

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

可以设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在大会闭会期间，受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 

  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大会通过。在大会闭会期

间，常务委员会可以任免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由主任会议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各专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对属于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由主席团提请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调查报告。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

的决议。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授权它的常务委员会听取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报

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第三十二条 乡、民族乡、镇的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行使职权至本

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为止。 

  第三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期，从每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到下届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为止。 

  第三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

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大会闭会期

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公安

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三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执行代表职务的时候，国家根据需要

给予往返的旅费和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或者补贴。 

  第三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

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分工联系选民，有代表三人以上

的居民地区或者生产单位可以组织代表小组。 

  第三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县、自

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随时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代表的罢免必须由原选举单

位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或者由原选区以选民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由原选举单位或者由原选区选民

补选。 

第三章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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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告工作。 

  第四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

代表中选举主任、副主任若干人、秘书长、委员若干人组成。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副

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 

  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上述职务，必须向

常务委员会辞去常务委员会的职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三十五人至六十五人，人口超过八千万的省不超过八十五人； 

  （二）设区的市、自治州十九人至四十一人，人口超过八百万的设区的市不超过五十一人； 

  （三）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十五人至三十五人，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不超过四十五人。 

  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

会依照前款规定，按人口多少确定。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

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按人口多少确定。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经确定后，在本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内不再变动。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它行使职权到下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常务委员会为止。 

  第四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行政

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

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和国务院备案。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

行； 

  （二）领导或者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三）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四）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

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五）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部分变更； 

  （六）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

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七）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八）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九）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的

个别任免；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和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

的时候，从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人员中决定代理的人选；决定代理检察长，须报上一级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十）根据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的提名，决定本级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

委员会主任、科长的任免，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十一）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任免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任免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批准任免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决定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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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免，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决定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

长的任免； 

  （十二）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撤销个别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

副区长的职务；决定撤销由它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的职务； 

  （十三）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十四）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 

  第四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 

  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由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属

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

出报告，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的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

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

会会议审议。 

  第四十七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

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

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

见；主任会议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

负责人签署，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四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

组成主任会议；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组成主任会议。主任会

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第四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由常务委员会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

代理主任的职务，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中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五十一条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代表的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第五十二条 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表中提名，

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

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五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和其他工作机构。 

  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在地区设立工作机构。 

  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在街道设立工作机构。工作机构负责联系街道辖区内

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织代表开展活动，反映代表和群众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常务委员会交办的监督、选

举以及其他工作，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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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五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第五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第五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分别由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

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和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等组成。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分别由县长、副县长，市长、副市长，区长、副区长和局长、

科长等组成。 

  乡、民族乡的人民政府设乡长、副乡长。民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镇人民政府设

镇长、副镇长。 

  第五十七条 新的一届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依法选举产生后，应当在两个月内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任命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科长。 

  第五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五年。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规定行政措

施，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 

  （三）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 

  （四）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五）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

事业、环境和资源保护、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六）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

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七）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八）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本行政区域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依照宪

法和法律实行区域自治，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 

  （九）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十）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六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

规，制定规章，报国务院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

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报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以及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依照前款规定制定规章，须经各该级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第六十一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

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四）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五）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六）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七）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六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别实行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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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分别主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 

  第六十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会议分为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全体会议由本级人民政府全体

成员组成。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分别由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

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和秘书长组成。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分别

由县长、副县长，市长、副市长，区长、副区长组成。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召集和主持本

级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须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第六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的原则，设立必要的工作部门。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

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

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局、科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

人民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六十五条 各厅、局、委员会、科分别设厅长、局长、主任、科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职。 

  办公厅、办公室设主任，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主任。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 

  第六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

法规的规定受国务院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

法规的规定受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 

  第六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协助设立在本行政

区域内不属于自己管理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工作，并且监督它们遵守和执行法律和政策。 

  第六十八条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派出机关。 

  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区公所，作

为它的派出机关。 

  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 

第五章 附  则 

  第六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和实际情况，对执行中的问题

作具体规定。 

 

 

 

8.3.91）《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1992 年 10 月 31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http://xxgk.pingxiang.gov.cn/lhx/xzbmxxgk/xcgj/fgwj/gfxwj/201207/t20120710_678202.htm 

 

【颁布单位】：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颁布日期】：1992-10-31 

【颁布单位】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颁布日期】1992.10.31 

【生效日期】1992.10.31 

【失效日期】 

【时 效 性】有效   

      【注】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３１日江西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科学地制定城市规划，加强城市规划管理，保证城市规划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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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法》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区域内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均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规划法》（以下简称城市规划法）和本实施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工作。其主要职责是：贯彻

执行有关城市规划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具体负责城市规划的实施管理；参与建设项目的选址和可行

性研究，查处违反城市规划法律、法规的行为。 

    建制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全省城镇体系规划，用以指导城市规划的编制。 

    城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城市规划。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城市规划，由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对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应编制专业规划。 

    第五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从实际出发，符合城市规划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

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注意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合理用地、节约用地等编制原则和要求。 

    第六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参加，根据有关专业的要求，进行多方案比较和论证。规划编制完

成后，由上级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技术鉴定。 

    第七条  城市人民政府在编制总体规划前，应制定城市规划纲要。 

    城市规划纲要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本地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历史、现状情况，对总体

规划需要确定的主要目标、方向和内容提出原则性意见。 

    城市规划纲要经城市人民政府同意后，作为编制城市规划的依据。 

    第八条  城市总体规划按照二十年的期限编制。近期建设规划按照五年的期限编制。 

    第九条  大、中城市的分区规划应根据总体规划的要求，对分区内的土地利用、人口分布、公共设施和基础

设施的配置作出规划安排，为制定详细规划提供依据。 

    第十条  详细规划应以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为基础，对近期各项建设的具体用地范围、建筑密度、高度和居

民区日照间距等控制指标，总平面布置、工程管线综合规划和竖向规划作出规定。 

    城市中心区和重点建设地段的详细规划的编制，应在城市总体规划批准后的六个月内完成。 

    第十一条  城市规划实行分级审批。 

    南昌市的总体规划，由省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其他市的总体规划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地区行政公署管辖的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经地区行政公署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市管

辖的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后，报省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他建制

镇的总体规划，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批。 

    城市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在向上级人民政府报请审批城市总体规划前，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

员会审查同意。 

    城市人防建设规划，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区保护规划的审批程序，国家另有规定的，按国家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全省各级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城市规划档案制度。 

    第十三条  城市新区开发，应当依托现有市区，充分利用城市现有设施，需要配套的市政、公用设施建设，

应当纳入城市统一的系统。 

    第十四条  旧区改建要注意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有选择地保留一定数量能代表城市传统风貌、地

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物和构筑物。 

    第十五条  城市各项建设工程的选址、定点除应执行城市规划法的有关规定外，还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居住区应当优先安排在自然环境良好的地段，相邻地段的土地利用不得妨碍居住区的安全、卫生和安

宁。 

    （二）工业项目应当考虑专业化与协作的要求，合理组织、统筹安排，产生有毒、有害废弃物的工业和其他

建设项目不应布置在市区的主导风向上风和水源地段，以及地表隔水条件差的地段。 

    （三）生产或储存易燃、易爆、剧毒物的工厂和仓库以及其他严重影响环境卫生的建设项目，应当根据其危

害程度，确定远离市区的距离； 

    （四）城市道路选线、道路网的组织应当同对外交通设施相互衔接、协调，形成合理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五）城市人防工程的选址、定点，必须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和城市规划建设密切配合。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709 页 共 3277 页 

    第十六条  新建、扩建、改建火车站、汽车站、航运站（港）、民航机场、体育场（馆）和用于商业、服务、

医疗、旅游、文化娱乐等其他大型的公共建筑，必须留有足够的人流集散场地，并按规模设置停车场。 

    第十七条  城市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编制的城市规划，经批准后，应予公布，并定期检查城市规划的实施

情况，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和批准机关报告。 

    第十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局部调整，

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和批准机关备案。有下列重大变更之一的，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

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报批准机关审批： 

    （一）城市规划区范围或期限的变更； 

    （二）城市性质、职能的变更； 

    （三）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分别超过原定规模１５％以上； 

    （四）改变城市用地的发展方向，或主要工业区、仓储区、居住区以及公园绿地土地使用的性质； 

    （五）城市中心区、对外交通枢纽改变位置； 

    （六）城市主干道改变走向，道路网络变更。 

    对城市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进行重大调整，须经原审批机关审批。 

    第十九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应按照城市规划的要求进行审查并应简化办理程序，能够合并办理的，应合并办理。每项证件办理期限不得超过３

０日。 

    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后，方可申请办理开工

手续；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现场验线后，方可正式施工。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不得擅自变更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的内容。确需变更的，

必须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办理变更手续。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一年内未办完用地手续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一年内未开工，又未办理延期手续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城市规划确定的道路、广场、绿地、水面、风景名胜、文物古迹、

高压供电走廊、微波通道和压占地下管线进行建设。 

    在城市规划区内采挖砂石、土方、堆弃垃圾、回填水面，必须取得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不得破坏城市环境，

影响城市规划的实施。 

    第二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规划对城市用地进行调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城市人民政

府应当依法对被调整的单位和个人作出合理安排。 

    第二十四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要求进行检查时，其工作

人员应当主动出示城市规划管理检查证件，并为被检查者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被检查者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

必要的资料。 

    第二十五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而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

无效，占用的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退回。 

    擅自改变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定内容的，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在改正之前，对其建设申请不得予以审批。 

    第二十六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

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没收违法建筑物、

构筑物或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土建工程总造价的３％至５％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罚款应当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凭证，并应及时全额上交同级财政；没收的建筑物、构筑物

或其他设施归国家所有，由城市人民政府管理。 

    第二十八条  获准临时建设而进行永久性建设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责令有关当事人停止建设，对于

已经形成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应当限期拆除。 

    第二十九条  设计、施工单位承揽违法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任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设计、施工，并可以建议其主管部门依法降低其设计、施工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设计、施工证件。 

    第三十条  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单位的有关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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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员，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  阻碍城市规划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的规定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

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城市规划管理过程中有关规费的收取、管理和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三十四条  未设镇建制的工矿区的居民点和农场、林场、垦殖场、养殖场的场部所在地，具有相当于镇规

模的，参照城市规划法和本实施办法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的城市人民政府是指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设区的市、不设区的市和镇人民政

府。 

    第三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施行中的具体问题由省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省过去有关城市规划方面的规定，与城市规划法和本实施办法有

抵触的，一律无效。 

 

8.3.92）《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1999 年 12 月 17 日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http://xxgkpt.gzkfq.gov.cn/n491/n2640/n2651/n2652/c316578/content.html 2001 

http://xxgk.pingxiang.gov.cn/szbmxxgk/sjsj/fgwj/fg/201207/t20120709_653224.htm 2000  

http://xxgk.pingxiang.gov.cn/lhx/xzbmxxgk/xcgj/fgwj/gfxwj/201707/t20170710_1615864.htm  2001 

http://www.jxjst.gov.cn/ztzl_8/szjj/hyglxwj/201611/t20161116_681511.htm 2010 

《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已由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1999 年 12 月 17 日通过，

现予公布，自 200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活动，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必须遵守本条例。本条例所称建筑活

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 

第三条 从事建筑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建筑活动。禁止任何地区和部门分割、封锁、垄

断建筑市场。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省的建筑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第二章 建筑工程资质管理与许可制度 

第五条 下列单位必须取得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注册后，方可在资质证书规定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一）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二）建筑施工企业； 

（三）工程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工程检测等中介服务单位。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下列专业技术人员，必须依法取得执业资格证书并按规定注册后，方可从事注册范围内的建筑活动： 

（一）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规划师； 

（二）注册监理工程师； 

（三）注册造价工程师； 

（四）国家规定的其他需要注册的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应当接受专业培训，取得相应的资格证

书后，方可从事规定范围内的建筑活动。 

第七条 省外单位到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活动的，必须持有相应的资质证书和所在地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介绍函、资信证明、管理人员资格证书等材料，向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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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手续，并到建筑工地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在本省从事建筑活动。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7 日内办理完毕批准手续；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在 7 日内书面说明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

直属企业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活动的，应当依照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 

第八条 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申

请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施工许可证，对

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答复；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

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九条 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经办理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二）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需要拆迁的，已经办理拆迁手续，并已完成“三通一平”工作； 

（四）已按规定确定建筑施工企业； 

（五）有能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 

（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 

（七）有建设资金落实的证明；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章 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 

第十条 下列建筑工程必须实行公开招标： 

（一）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集体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涉及国家安全、

国家秘密、抢险救灾或者属于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需要使用农民工等特殊情况，不宜进行招标的项目，可

以直接发包。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在工程项目立项文件批准后 30 日内，持立项批文、建设用地许可证、资金落实情况证明

等资料按下列规定办理招标登记手续： 

（一）国家和省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包括省直部门的直属单位）总造价 400 万元以上或建筑总面积 8000 平

方米以上的建筑工程，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总造价 1000 万元以上的建筑工程（指在建和续建各单项工程

累计的总造价，下同），300 万元以上的建筑装饰项目，向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招标登记手续； 

（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包括地区行政公署，下同）及所属部门（包括其所属部门的直属单位）的建筑工程，

以及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包括省直部门的直属单位）总造价 400 万元以下或建筑总面积 8000 平方米以下

的建筑工程，涉及社会公众利益、公众安全的总造价 4 00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的建筑工程，100 万元以上 300

万元以下的建筑装饰项目，向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招标登记手续； 

（三）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的直属单位的建筑工程，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总造价 400

万元以下的建筑工程，100 万元以下的建筑装饰项目，向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招标登记手续。各级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招标登记手续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二条 建筑工程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和经营范围的建筑工程承包单位，不得

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 

第十三条 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实行合理标价中标的原则。发包单位不得对承包单位压级压价，不得要求承包

单位带资承包工程或者垫款施工。 

第十四条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自行组织完成所承包的主体工程。对工程中的非主体部分，可以分包给有

相应资质的分包单位，但是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建筑工程承包单位不得将承包的

工程转包。 

第四章 建筑工程监理及中介服务 

第十五条 建筑工程实行监理制度。下列建筑工程必须实行监理： 

（一）机关、团体、国有和集体企业、事业单位投资兴建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社会发展事业项目； 

（二）建筑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工程项目；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712 页 共 3277 页 

（三）外资、中外合资、国外贷款、赠款、捐款建设的工程项目。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必须对实行监理的建筑工程通过竞争择优确定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监理单位，并应当与其

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签订书面合同。 

第十七条 工程监理人员有证据确认工程施工不符合建设工程质量标准或者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有权责令

施工企业改正。监理人员有证据确认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符合建设工程质量标准或者合同约定的质量要

求的，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安装，不得进入下一道工序施工，不得拨付工程进度款，不得进行竣工验收。 

工程监理人员认为工程设计不符合建设工程质量标准或者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应当报送建设单位要求设计

单位改正。工程监理单位不得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不得转让监理业务。 

第十八条 工程造价咨询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咨询单位承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的单位，应当执行国家和

地方工程定额、计价办法，并参考价格指数变动情况。 

第十九条 招标代理单位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和经营范围承接建筑工程的招标代理业务。 

第二十条 建筑工程及其材料、设备质量的检测，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对检测结果有异议

的，可以申请复测；仍有争议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核准认定。 

第二十一条 造价咨询、招标代理、工程检测等中介服务单位不得出具虚假的报告或者数据；不得转让中介业

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职权指定中介机构。 

第五章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 

第二十二条 建筑工程实行质量监督制度。新建、扩建、改建建筑工程的，建设单位在工程开工前必须到工程

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质量监督手续。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

建筑施工企业在工程设计或者施工作业中，违反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标准，降低工程质量。 

第二十三条 建筑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应当建立质量保证体系，严格实行质量责任制。建

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质量应当符合有关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要求。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勘察、设计、建筑施工企业进行勘察、设计、施工文件的技术交底，提供相应

的技术资料和其他必要的条件。 

第二十五条 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应当对其供应产品的质量负责。用于建筑工程的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必须符合产品质量标准和设计文件要求。 

第二十六条 建筑工程竣工后，必须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质量合格文件。

未取得建筑工程质量合格文件的建筑工程，不得交付使用、销售，不得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等有关手续。 

第二十七条 建筑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在 180 日内将建筑工程档案报送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建筑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建筑工程交付使用后，在国家规定的保修期内，因勘察、设计、施

工或者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等方面原因造成质量缺陷的，有关责任方应当承担保修或者赔偿责任。

因不可抗力造成质量缺陷的，维修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六章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 

第二十九条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

群众监督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实行建筑安全资格审查认证制度和注册安全主任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安全生产管理，并依法接受同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察部门对建筑安全生产的指导和监督。 

第三十条 建设单位对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建筑装修工程，必须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

应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修改方案，否则不得施工。 

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承发包合同约定，对建筑工程的现场安全管理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十一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施工现场安全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和规定，

在施工现场采取维护安全、防范危险、预防火灾等措施。 

建筑施工企业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应当根据建筑工程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对危险性较大、特

殊环境中施工的工程项目，应当编制专项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在城市规划区内施

工的，应当对施工现场实行封闭管理，文明施工。 

施工现场对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可能造成损害的，以及在特殊环境下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申请批准手续，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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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建筑工程合同管理 

第三十二条 建筑工程的合同工期依据国家规定的工期定额执行；遇有特殊情况，由双方在合同中商定，但必

须确保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 

第三十三条 建筑工程造价，应当依照国家和地方制定的工程定额及计价办法，并根据公布的定额调整系数和

价格信息，由建设单位与建筑施工企业在合同中约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扩大或者缩小工程计价的取费范围，不

得抬高、压低计价标准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第三十四条 建筑工程合同造价确定以后，因人工、材料、机械台班及其他费用发生变化确需调整的，应当根

据合同条款，并依据修编的工程定额和发布的调整系数、价格信息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办法由建设单位和建筑施工

企业在合同中约定。 

第三十五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质量要求交付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期

限支付工程价款。违反合同规定的，违约方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招标投标的建筑工程，合同约定的主要条款应当与招标文件以及投标时承诺的条件相一致。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对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

施工，并可处以工程造价 1％以上 3％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的，或者违法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的，责

令改正，处以工程造价 1％以上 3％以下罚款。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工程造

价 1％以上 3％以下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并处工程造价 1％以上 3％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以

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吊销资质证书，处以工程造价 1％以上 3％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工程造价 1％以上 3％以下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

资质证书。对因该项承揽工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建筑施工企业与使用该企业名义的单位或者个人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四十条 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的，或者违法进行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工程造价 1％

以上 3％以下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承包单位有前款规定的违法

行为的，对因转包工程或者违法分包的工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与接受转包或者分包的单位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在工程发包与承包中索贿、受贿、行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分别

处以贿赂财物价值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没收贿赂的财物，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

分。对在工程承包中行贿的承包单位，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 

第四十二条 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责令改正，处以

工程监理费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可以提请相应的资质管理部门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工程监理单位转让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提请相应的资质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整

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工程监理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给施工企业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 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处以工程造价 0.5％以上 1％

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建筑施工企业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工程造价 0.2％以

上 0.5％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建筑施工企业的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职工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建设单位违法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违反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降低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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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工程造价 0.5％以上 1％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建筑设计单位不按照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进行设计的，责令改正，处以建筑工程设计费 1 倍

以上 3 倍以下罚款；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书，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工

程造价 0.5％以上 1％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建筑施工企业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其他

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行为的，责令改正，处以工程造价 0.5％以上 1％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建筑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

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不依法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不履行保修义

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建筑工程造价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并对在保修期间内因屋顶、墙面渗漏、开裂等缺

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九条 造价咨询、工程检测等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提

请相应的资质管理部门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 

（一）无资质证书或者超越资质范围从事中介服务的； 

（二）转让中介业务的； 

（三）与有关单位串通，弄虚作假，谋取非法利益，或者给建设单位、施工企业造成损失的。 

第五十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办理工程招标登记手续，或者在工程竣工后未将建筑工程档案报送备

案的，责令改正；对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 

第五十一条 省外单位到本省从事建筑活动，未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注册批准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禁止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活动。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

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范围决定。 

第五十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索贿、行贿、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有关主

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 200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 2010 

（1999 年 12 月 17 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2001 年 12 月 22 日江西省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一次修正 2010 年 11 月 26 日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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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业健康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活动，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饰装修(含室内装修)和与其配套的线路、

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 

  第三条 从事建筑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建筑活动。 

  禁止任何地区和部门分割、封锁、垄断建筑市场。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全省的建筑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第二章 建筑工程资质管理与许可制度 

 

  第五条 下列单位必须取得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注册后，方可在资质证书规定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一)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二)建筑施工单位； 

  (三)工程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工程检测等中介服务单位。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下列专业技术人员，必须依法取得执业资格证书并按规定注册后，方可从事注册范围内的建筑活

动： 

  (一)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规划师； 

  (二)注册监理工程师； 

  (三)注册造价工程师； 

  (四)国家规定的其他需要注册的人员。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应当接受专业培训，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后，方可从事规定范围内的建筑活

动。 

  第七条 省外单位到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活动的，必须持有相应的资质证书和所在地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的介绍函及有关证书材料，向省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企业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活动的，应当依照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取得相

应的资质证书。 

  第八条 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申

请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施工许可证，对不符

合条件的应当书面答复；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九条 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经办理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二)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需要拆迁的，已经办理拆迁手续，并已完成“三通一平”工作； 

  (四)已按规定确定建筑施工单位； 

  (五)有能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 

  (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 

  (七)有建设资金落实的证明；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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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 

 

  第十条 下列建筑工程必须实行招标： 

  (一)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前款项目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应当公开招标；其他项目可以

邀请招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抢险救灾或者属于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需要使用农民工等特殊情况，

不宜进行招标的项目，可以直接发包。 

  第十一条 建筑工程按下列规定实行招投标分级监督管理： 

  (一)国家和省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包括省直部门的直属单位)总造价四百万元以上或者建筑总面积八千平

方米以上的建筑工程，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总造价一千万元以上的建筑工程(指在建和续建各单项工程

累计的总造价，下同)，三百万元以上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由省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包括其所属部门的直属单位)的建筑工程，以及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所属

部门(包括省直部门的直属单位)总造价四百万元以下或者建筑总面积八千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涉及社会公共利

益、公众安全的总造价四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建筑工程，一百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三)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包括其所属部门的直属单位)的建筑工程，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

全的总造价四百万元以下的建筑工程，一百万元以下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监督

管理。 

  第十二条 建筑工程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和经营范围的建筑工程承包单位，

不得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 

  第十三条 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实行合理标价中标的原则。发包单位不得对承包单位压级压价，不得要求

承包单位带资承包工程或者垫款施工。 

  第十四条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自行组织完成所承包的主体工程。对工程中的非主体部分，可以分包

给有相应资质的分包单位，但是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 

建筑工程承包单位不得将承包的工程转包。 

 

第四章 建筑工程监理及中介服务 

 

  第十五条 建筑工程实行监理制度。 

  下列建筑工程必须实行监理： 

  (一)机关、团体、国有和集体企业、事业单位投资兴建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社会发展事业项目； 

  (二)建筑面积一千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工程项目； 

  (三)外资、中外合资、国外贷款、赠款、捐款建设的工程项目。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必须对实行监理的建筑工程通过竞争择优确定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监理单位，并应当

与其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签订书面合同。 

  第十七条 工程监理人员有证据确认工程施工不符合建设工程质量标准或者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有权

责令施工单位改正。监理人员有证据确认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符合建设工程质量标准或者合同约定的质

量要求的，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不得进入下一道工序施工，不得拨付工程进度款，不得进行竣工验收。 

  工程监理人员认为工程设计不符合建设工程质量标准或者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应当报送建设单位要求

设计单位改正。 

  工程监理单位不得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不得转让监理业务。 

  第十八条 工程造价咨询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咨询单位承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的单位，应当执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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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方工程定额、计价办法，并参考价格指数变动情况。 

  第十九条 招标代理单位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和经营范围承接建筑工程的招标代理业务。 

  第二十条 建筑工程及其材料、设备质量的检测，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对检测结果有

异议的，可以申请复测；仍有争议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核准认定。 

  第二十一条 造价咨询、招标代理、工程检测等中介服务单位不得出具虚假的报告或者数据；不得转让中

介业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职权指定中介机构。 

 

第五章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 

 

  第二十二条 建筑工程实行质量监督制度。 

  新建、扩建、改建建筑工程的，建设单位在工程开工前必须到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办理质量监督手续。 

  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建筑施工单位在工程设计或者施工作业中，违反建筑工

程质量和安全标准，降低工程质量。 

  第二十三条 建筑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应当建立质量保证体系，严格实行质量责任制。 

  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质量应当符合有关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要求。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勘察设计、建筑施工单位进行勘察、设计、施工文件的技术交底，提供相

应的技术资料和其他必要的条件。 

  第二十五条 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应当对其供应产品的质量负责。用于建筑工程的建筑

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必须符合产品质量标准和设计文件要求。 

  第二十六条 建设单位收到建筑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消防等有关单位进行

竣工验收，建筑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建设单位应当自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十五日内按本条例

第十一条规定的分级管理权限，将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等文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未通过建

设主管部门备案的建筑工程，不得交付使用、销售，不得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等有关手续。 

  第二十七条 建筑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在一百八十日内将建筑工程档案报送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建筑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建筑工程承包单位在向建设单位提交竣工验收报告时，应当向

建设单位出具质量保修书。建筑工程交付使用后，在保修书规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的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因勘

察、设计、施工或者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等方面原因造成质量缺陷的，有关责任方应当承担保修或

者赔偿责任。因不可抗力造成质量缺陷的，维修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六章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 

 

  第二十九条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

察、群众监督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实行注册安全主任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安全生产管理，并依法接受同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察部门对建

筑安全生产的指导和监督。 

  第三十条 建设单位对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建筑装修工程，必须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

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修改方案，否则不得施工。 

  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承发包合同约定，对建筑工程的现场安全管理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十一条 建筑施工单位应当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施工现场安全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和

规定，在施工现场采取维护安全、防范危险、预防火灾等措施。 

  建筑施工单位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应当根据建筑工程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对危险性较大、

特殊环境中施工的工程项目，应当编制专项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在城市规划区内

施工的，应当对施工现场实行封闭管理，文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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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现场对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可能造成损害的，以及在特殊环境下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申请批准手续，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负责。 

 

第七章 建筑工程合同管理 

 

  第三十二条 建筑工程的合同工期依据国家规定的工期定额执行；遇有特殊情况，由双方在合同中商定，

但必须确保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 

  第三十三条 建筑工程造价，应当依照国家和地方制定的工程定额及计价办法，并根据公布的定额调整系

数和价格信息，由建设单位与建筑施工单位在合同中约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扩大或者缩小工程计价的取费范围，不得抬高、压低计价标准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第三十四条 建筑工程合同造价确定以后，因人工、材料、机械台班及其他费用发生变化确需调整的，应

当根据合同条款，并依据修编的工程定额和发布的调整系数、价格信息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办法由建设单位和建筑

施工单位在合同中约定。 

  第三十五条 建筑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质量要求交付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

定期限支付工程价款。违反合同规定的，违约方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招标投标的建筑工程，合同约定的主要条款应当与招标文件以及投标时承诺的条件相一致。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

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单位或者委托给不具有相应

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的，责令改正，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建设单位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0.5%以上 1%以下的罚款。 

  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对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

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

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并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三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

以没收。 

  第三十九条 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的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

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

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条 承包单位将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定

的勘察费、设计费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0.5%以上 1%以下的罚

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工程监理单位转让工程监理业务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

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一条 在工程发包与承包中索贿、受贿、行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

分别处以贿赂财物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收贿赂的财物，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处分。 

  对在工程承包中行贿的承包单位，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

质证书。 

  第四十二条 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及将不合格的建

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责令改正，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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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处五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责令改正，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建筑施工单位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工程造价 0.2%

以上 0.5%以下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建筑施工单位的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职工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建设单位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

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勘察设计单位不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的，责令改正，处以十万元以上三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 建筑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

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责令改正，处以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

下的罚款；造成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建筑施工单位不依法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九条 造价咨询、工程检测等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

以提请相应的资质管理部门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 

  (一)无资质证书或者超越资质范围从事中介服务的； 

  (二)转让中介业务的； 

  (三)与有关单位串通，弄虚作假，谋取非法利益，或者给建设单位、施工单位造成损失的。 

  第五十条 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筑工程档案的，责

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

机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范围决定。 

    第五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索贿、行贿、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

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0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8.3.93）《江西省促进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2004 年 5 月 27 日, 2010 年 11 月 26 日修正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http://xxgk.pingxiang.gov.cn/ayq/qzbmxxgk/qjjmywyh/fgwj/gfxwj/201509/t20150914_1413257.htm 

http://www.wanzai.gov.cn/news-show-1421.html 

江西省促进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 

（2004 年 5 月 27 日江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自 200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新型墙体材料的发展，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节约能源，促进全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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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墙体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使用和管理及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新型墙体材料的范围，按照国家和本省公布的新型墙体材料的目录确定。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工作的领导，编制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和限制、

淘汰实心粘土砖规划，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墙体材料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

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促进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的监督管理工作；其所属的新型墙体材料

管理机构负责监督管理的日常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建设、国土资源、质量技术监督、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交通、工商、

税务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促进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的工作。 

第五条 新型墙体材料的发展应用以城市为重点，逐步向农村推广。限制实心粘土砖的生产和使用。 

第二章 鼓励与扶持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新型墙体材料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推广

应用工作，促进新型墙体材料的发展。对在新型墙体材料发展应用、科学技术研究、宣传教育等工作中做出显著成

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和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和支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技术、工

艺和装备的研究和开发，推动新型墙体材料生产向产业化发展。 

  第八条 鼓励现有实心粘土砖生产企业转产新型墙体材料；在新型墙体材料的生产原料缺乏地区，应当逐

步转产空心粘土砖。 

  鼓励企业利用煤矸石、粉煤灰、炉渣等工业固体废物生产墙体和地面砖等材料。 

  第九条 经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符合国家或者本省公布的新型墙体材料目

录及生产规模的，生产企业依法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 

  第十条 企业申请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的，应当向当地设区的市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并提

交下列材料： 

  (一)书面申请报告； 

  (二)有关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的原料构成、生产规模等材料； 

  (三)质量标准检验及环境保护合格证明。 

  第十一条 设区的市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初审完毕，对符合

条件的，报省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省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 20 日内进行认定，对符合条件的，发给认定证书；

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对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的认定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二条 省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公布本省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及产品目录，

指导新型墙体材料的开发、生产和推广应用，为建筑工程设计、施工提供信息服务。 

  第十三条 凡新建、扩建、改建建筑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开工手续之前，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

的规定预缴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以下简称专项基金)。 

  农村村民使用集体土地建自住房，不需缴纳专项基金。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使用国家和本省公布的新型墙体材料目录内的墙体材料，应用比例达到下列规定比例

的，按实际应用比例返退专项基金： 

  (一)在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城市规划区内，建筑工程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的比例达到 80%以上的； 

  (二)在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城市规划区内，建筑工程 2005 年 6 月 30 日前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的

比例达到 60%以上的； 

  (三)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范围以外的建筑工程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的比例达到 40%以上的。 

  在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城市规划区内，使用空心粘土砖的部分，不返退专项基金。 

  在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城市规划区外，建筑工程使用孔洞率大于 25%的空心粘土砖，且新型墙体材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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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粘土砖的应用比例达到本条第一款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比例的，对其中使用新型墙体材料部分按实际应用比

例返退专项基金；对其中使用空心粘土砖部分，按实际应用比例的 50%返退专项基金，但在省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

管部门会同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偏僻山区或者新型墙体材料的生产原料缺乏地区，使用空心粘土砖的部

分按实际应用比例返退专项基金。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申请返退专项基金，应当在建筑主体工程墙体粉刷前，向预缴专项基金的新型墙体材

料管理机构申请核验，并出具购进新型墙体材料的原始凭证。 

  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和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单位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核验完毕，对符合返退条

件的，应当自核验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返退专项基金；对不符合返退条件的，应当自核验结束之日起 3 个工作日

内作出书面答复。 

  第十六条 从事下列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申请使用专项基金，用于对新型墙体材料的研究、开发和生

产： 

  (一)引进、新建、扩建、改造新型墙体材料生产线工程项目的； 

  (二)建设新型墙体材料示范项目(包括引进项目)和推广应用试点工程的； 

  (三)从事新型墙体材料的科研、新技术与新产品开发和推广以及编制相关技术规程的。 

  申请使用专项基金的，应当向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提出，经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报同级

财政部门审批，纳入专项基金年度预算。财政部门根据专项基金年度预算拨付项目资金。 

  第十七条 鼓励境外、省外投资者在本省从事新型墙体材料科技开发、生产和投资。 

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八条 生产新型墙体材料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或者行业标准组织生产；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的，应当依法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有地方标准的，还应当符合地方标准的要求。 

  第十九条 新型墙体材料应当符合产品质量标准与环境保护要求，并经法定质量检验机构检验合格。 

  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协同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质量的监督检

查。 

  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有毒、有害物质超过国家标准的墙体材料产品。 

  第二十条 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实施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和限制、淘汰实心粘土砖规划； 

  (三)指导协调新型墙体材料的科研、生产和推广应用； 

  (四)按规定征收、管理专项基金； 

  (五)组织新型墙体材料的信息交流、统计和宣传教育； 

  (六)协调解决新型墙体材料发展和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第二十一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订和编制本省使用新型墙体材料及建筑节能设计、施工的规

范、规程、通用图集及验收标准。 

  第二十二条 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条例规定，在建筑工程设计中采用新型墙体材料。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设计图纸的要求，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监理单位应当监督施工单位按照设计图纸要求，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第二十三条 除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专项基金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征

收标准，不得减、免、缓征专项基金。 

  第二十四条 专项基金由市、县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负责征收，征收的专项基金应当及时全额缴入同级

国库。 

  专项基金应当专款专用，其征收、使用和管理办法，由省财政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

部门拟订，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的管理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二十五条 南昌市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范围按照《南昌市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管理条例》的规定执

行。 

  其他设区的市的城市规划区应当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开始时间由各设区的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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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确定，但最迟不得超过 2005 年 6 月 30 日。 

  未列入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区域，应当根据国家和省人民政府对新型墙体材料发展的要求和本地实际，

限制使用并逐步淘汰实心粘土砖。 

  第二十六条 在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城市规划区内，建筑工程室内地平线以上的墙体，设计单位不得违

反国家和本省的建筑设计标准设计使用实心粘土砖，施工单位不得违反设计图纸要求使用实心粘土砖，建设单位不

得强令设计、施工单位设计、使用实心粘土砖。 

  第二十七条 对生产实心粘土砖的一般纳税人，一律按照增值税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不得采取简易办法

征收增值税。 

  第二十八条 禁止占用耕地建砖瓦窑生产粘土砖。 

  除省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偏僻山区或者新型墙体材料的生产

原料缺乏地区外，不得新建、扩建实心粘土砖生产企业；本条例实施前已建成的实心粘土砖生产企业不得扩大粘土

采掘用地范围，并应当逐年减产。 

  经依法批准在山地、丘陵地取土生产粘土砖的，应当以挖丘平坡方式取土，取土深度不得低于耕地地面。 

不符合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不得为其办理土地使用证、采矿许可证和临时用地

许可证。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标准足额缴纳专项基金的，责令限期缴纳；

逾期仍不缴纳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应缴未缴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并由新型墙体材料行

政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擅自改变专项基金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征收标准或者减、免、

缓征专项基金的，由同级财政部门或者上一级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上一级新型

墙体材料管理机构对减、免、缓征的专项基金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

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在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城市规划区内使用实心粘土砖的，由

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分别进行处罚： 

  (一)建设单位强令设计单位设计使用实心粘土砖的，或者设计单位违反国家和本省的建筑设计标准设计使

用实心粘土砖的，责令改正，并对责任单位按合同约定设计费 1 倍以上 2 倍以下处以罚款。 

  (二)建设单位强令施工单位使用实心粘土砖的，或者施工单位违反设计图纸要求使用实心粘土砖的，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实心粘土砖用量，对责任单位处以每立方米 30 元以上 50 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占用耕地建砖瓦窑生产粘土砖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治理，并处以耕地开垦费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新建、扩建实心粘土砖生产企业的，由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报

请本级人民政府责令其停业或者关闭；对违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批准新建、扩建实心粘土砖生产企业的，批准文件无效，所造成的损失由批准机关承担，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各级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和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

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 200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8.3.94）《江西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赣建办[2001]33 号  2001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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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hurd.gov.cn/cjda/cjdagzdt/gzdtdfgzdt/200611/t20061101_155099.html  

关 于 印 发《江西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赣建办[2001]33 号 

 各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厅机关各处室、厅直各单位： 

《江西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已经 2001 年第六次厅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

认真贯彻执行。各地在本办法的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上报省建设厅。                                                   

  

                                         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江西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充分发挥城市建设档案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部《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

章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城市建设档案的管理。 

本办法所称城市建设档案（以下简称城建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

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样、表格、声像、电子等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的总称。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建档案工作，业务上受同级档案行政主管

部门的监督、指导。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设置的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城建档案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建档案工作的领导，把城建档案事业发展纳入城市建设发展规划，

逐步增加对城建档案事业的投入；对城建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建设系统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应重视城建档案工作，把城建档案工作列入本单位工作计划，与城市建设事业同

步发展。 

第五条 城建档案管理部门是集中统一管理城建档案的重要基地，主要接收和管理下列档案： 

（一）城市建设工程档案： 

1、工业、民用建筑工程； 

2、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3、公用基础设施工程； 

4、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5、园林绿化、风景名胜建设工程； 

6、市容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工程； 

7、城市防洪、人防、抗震工程； 

8、军事工程中，除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以外的穿越市区的地下管线走向和有关部门隐蔽工程的位置图。 

（二）建设系统各专业管理部门（包括城市规划、勘测、设计、施工、园林、风景名胜、环卫、市政、公用、

房地产管理等部门）形成的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 

（三）有关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政策法规、计划统计、科研成果和城市历史、自然、经济等方面的基础资

料。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归档的其他城市建设档案。 

第六条 城建档案形成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收集、整理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档案材料并在规定时限

内向城建档案管理部门移交。 

第七条 列入城建档案管理部门接收范围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施工许可证时，

应当领取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印制的《编制、报送工程档案告知书》。 

第八条 建设单位在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前，应当提请工程所在地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对工程档案进行预验收。验收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工程档案是否齐全、系统、完整； 

（二）工程档案是否整理立卷，立卷是否符合《城市建设档案质量规定》（建办[1995]697 号）； 

（三）工程档案的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地反映工程建设活动和工程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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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档案签章手续是否完备，竣工图编制是否符合要求。 

城建档案管理部门预验收时发现工程档案不准确、不齐全的，可以要求建设单位限期改正；预验收合格的，由

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出具工程档案认可文件。 

第九条 建设单位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应当具备工程档案认可文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时，

应当查验工程档案认可文件。 

第十条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必须在 6 个月内向工程所在地城建档案管理部门移交一套完整的工程

档案。城建档案管理部门收到符合规定要求的工程档案后应当开具收件证明。 

建设工程档案主要包括以下文件材料： 

（一）立项依据审批文件； 

（二）征地、勘察、测绘、设计、招投标、监理文件； 

（三）项目审批文件； 

（四）施工技术文件和竣工验收文件； 

（五）竣工图。 

停建、缓建工程的档案，暂由建设单位保管。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投入使用后进行改建、扩建或者对重要部位进行维修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单位

据实修改、补充和完善原建设工程档案；涉及结构和平面布置改变的，应当重新编制工程竣工档案，并在工程竣工

验收后 3 个月内向原城建档案管理部门移交。 

第十二条 建设系统各专业管理部门形成的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自形成之日起在本

单位保管 1 至 5 年后，应当向城建档案管理部门移交；具有长期保存价值的档案，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

选择接收。 

房地产产权产籍档案的保存、移交依照建设部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编制、收集、整理建设工程档案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城建档案管理部门为其提供技术咨

询、代理等有偿服务。 

第十四条 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必须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应当采用新技术，逐步实现城建档案工作现代化；应

当对接收的城建档案进行分类、登记、统计、整理并做好保护、保密和提供利用等工作。 

第十五条 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目录，有计划地编撰档案史料，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利用

档案提供便利。 

建设单位和有关单位根据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要求和防止事故发生的需要，可以及时充分地查阅利用

有关工程档案原始资料。 

第十六条 利用城建档案管理部门档案的，按照有关收费规定和标准实行有偿服务。凭单位介绍信或者城建档案

管理部门开具的收件证明可以免费查阅本单位移交的档案；复制本单位档案的，只收档案复制成本费。 

第十七条 城建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具备城建档案管理专业知识，取得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岗位资格证书，

持证上岗。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一）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 6 个月内，建设单位未向城建档案管理部门移交工程档案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其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可处以该单位罚款

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二）不按规定移交地下管线档案和建设系统专业管理部门形成的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业务管理、技术档案的，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建议直接责任人所在单位对其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直接给予行政处分。 

（三）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未按规定妥善保管城建档案，造成档案遗失、损毁、泄密事故或者涂改、伪

造城建档案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对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根据档案的价值和数量责令其赔偿。 

（四）将职务活动中形成的应当归档的城建文件材料据为己有，拒不移交归档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赔偿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并可以建议直接责任人所在单位对其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直接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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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目录，有计划地编撰档案史料，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利用档

案提供便利。  

建设单位和有关单位根据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要求和防止事故发生的需要，可以及时充分地查阅利用有关

工程档案原始资料。  

   第十六条 利用城建档案管理部门档案的，按照有关收费规定和标准实行有偿服务。凭单位介绍信或者城建档案

管理部门开具的收件证明可以免费查阅本单位移交的档案；复制本单位档案的，只收档案复制成本费。  

 

8.3.95）《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1997 年 12 月 23 日建设部令第 61 号发布，根据 2001 年 7 月 4 日修正 建设

部令第 90 号，2011 年 1 月 26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9 号，2019 年 3 月 13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7 号）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8992.html  1997 

http://www.shaanxijs.gov.cn/zhengce/2011/10/47199.shtml  2001 

http://glcjda.gov.cn/a/faguiguifan/falvfagui/20141209/6.html  2001 

http://www.xjjs.gov.cn/fgwj/3821.jhtml  2001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fggz/315198/index.shtml  2001 

http://www.zjjs.gov.cn/n17/n26/n28/n39/c345920/content.html  2011 

http://www.waizi.org.cn/doc/32077.html  2011 

http://www.waizi.org.cn/doc/61762.html 2019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1997 

索 引 号：000013338/1997-00002 主题信息：城市建设,其他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生成日期：1997

年 12 月 23 日文件名称：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有 效 期：1998 年 01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部令第 61 号主 题 词：废改立情况：1、2001 年 7 月 4 日依据《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的

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90 号）修改 2、2011 年 1 月 26 日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

分规章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9 号）修改 3、依据《关于公布现行有效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规章目录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第 893 号）继续有效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已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经第八次部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一九九

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部长 侯捷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建设档案（以下简称城建档案）管理，充分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城市内（包括城市各类开发区）的城建档案的管理。 

  本规定所称城建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

图纸、图表、声像等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国家档案部门的监督、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同级档案部门

的监督、指导。  

  城市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置城建档案工作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城建档案管理人员，负责全市城建档案

工作。城市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以委托城建档案馆负责城建档案工作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条 城建档案馆的建设资金按照国家或者地方的有关规定，采取多种渠道解决。城建档案馆的设计应

当符合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要求。城建档案的管理应当逐步采用新技术，实现管理现代化。  

  第五条 城建档案馆重点管理下列档案资料： 

  （一）各类城市建设工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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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业、民用建筑工程； 

  2、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3、公用基础设施工程； 

  4、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5、园林建设、风景名胜建设工程； 

  6、市容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工程； 

  7、城市防洪、抗震、人防工程； 

  8、军事工程档案资料中，除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以外的穿越市区的地下管线走向和有关隐蔽工程的位

置图。  

  （二）建设系统各专业管理部门（包括城市规划、勘测、设计、施工、园林、风景名胜、环卫、市政、公

用、房地产管理、人防等部门）形成的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  

  （三）有关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计划方面的文件、科学研究成果和城市历史、

自然、经济等方面的基础资料。  

  第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建档案馆报送一套符合规定的工程建设档案。凡

工程建设档案不齐全的，应当限期补充。  

  停建、缓建工程的档案，暂由建设单位保管。 

  撤销单位的工程建设档案，应当向上级主管机关或者城建档案馆移交。 

  第七条 对改建、扩建和重要部位维修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单位据实修改、补充和完善

原工程建设档案。凡结构和平面布置等改变的，应当重新编制工程建设档案，并在工程竣工后三个月内向城建档案

馆报送。  

  第八条 列入城建档案馆档案接收范围的工程，其竣工验收应当有城建档案馆参加。 

  第九条 建设系统各专业管理部门形成的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凡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在本单位保

管使用一至五年后，按本规定全部向城建档案馆移交。有长期保存价值的档案，由城建档案馆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

选择接收。  

  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和补测补绘形成的地下管线档案应当在普查、测绘结束后三个月内接收进馆。 

  房地产产权产籍档案的管理，建设部另行规定。 

  第十条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意收取的工程档案保证金，应当纳入城市财政专户管理。其利

息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报财政部门同意，用于城建档案的保管和保护事业。建设单位按照规定向城市建设档案

馆报送工程档案资料后，工程档案保证金全部退还。  

  第十一条 城建档案馆对接收的档案应当及时登记、整理，编制检索工具。做好档案的保管、保护工作，

对破损或者变质的档案应当及时抢救。特别重要的城建档案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其安全无损。  

  城建档案馆应当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并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向社会提供服务。 

  第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在城建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故延期或者不按照规定归档、报送的； 

  （二）涂改、伪造档案的； 

  （三）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以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按本规定执行。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2001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90 号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的决定》已经 2001 年 6 月 29 日建设部第 44 次常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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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俞正声  

2001 年 7 月 4 日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的决定  

  建设部决定对《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增加“《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二、第五条第（一）项 4 中删去“公共”。同条，第（二）项中增加“监理”。  

  三、第六条中“六”个月修改为“三”个月。  

  四、第六条、第七条中的“工程建设”修改为“建设工程”。  

  五、第八条删去“其竣工验收应当有城建档案馆参加”，修改为“列入城建档案馆档案接收范围的工程，

建设单位在组织竣工验收前，应当提请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对工程档案进行预验收。预验收合格后，由城建档案管理

机构出具工程档案认可文件。”  

  六、增加第九条“建设单位在取得工程档案认可文件后，方可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办

理竣工验收备案时，应当查验工程档案认可文件。”  

  七、第九条改为第十条，第二款后增加“地下管线专业管理单位每年应当向城建档案馆报送更改、报废、

漏测部分的管线现状图和资料。”第三款修改为“房地产权属档案的管理，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八、删去原第十条。  

  九、增加第十四条“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按照本规定移交建设工程档案的，依照《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十、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发布。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1997 年 12 月 23 日建设部令第 61 号发布，根据 2001 年 7 月 4 日《建设部发布关于修改〈城市建设档案管

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建设档案（以下简称城建档案）管理，充分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科学技术

档案工作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城市内（包括城市各类开发区）的城建档案的管理。  

  本规定所称城建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

字、图纸、图表、声像等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国家档案部门的监督、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同级档案部门

的监督、指导。  

  城市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置城建档案工作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城建档案管理人员，负责全市城建档案

工作。城市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以委托城建档案馆负责城建档案工作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条 城建档案馆的建设资金按照国家或者地方的有关规定，采取多种渠道解决。城建档案馆的设计应

当符合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要求。城建档案的管理应当逐步采用新技术，实现管理现代化。  

  第五条 城建档案馆重点管理下列档案资料：  

  （一）各类城市建设工程档案：  

  1、工业、民用建筑工程；  

  2、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3、公用基础设施工程；  

  4、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5、园林建设、风景名胜建设工程；  

  6、市容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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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城市防洪、抗震、人防工程；  

  8、军事工程档案资料中，除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以外的穿越市区的地下管线走向和有关隐蔽工程的位

置图。  

  （二） 建设系统各专业管理部门（包括城市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园林、风景名胜、环卫、市

政、公用、房地产管理、人防等部门）形成的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  

  （三） 有关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计划方面的文件、科学研究成果和城市历史、

自然、经济等方面的基础资料。  

  第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向城建档案馆报送一套符合规定的建设工程档案。凡

建设工程档案不齐全的，应当限期补充。  

  停建、缓建工程的档案，暂由建设单位保管。  

  撤销单位的建设工程档案，应当向上级主管机关或者城建档案馆移交。  

  第七条 对改建、扩建和重要部位维修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单位据实修改、补充和完善

原建设工程档案。凡结构和平面布置等改变的，应当重新编制建设工程档案，并在工程竣工后三个月内向城建档案

馆报送。  

  第八条 列入城建档案馆档案接收范围的工程，建设单位在组织竣工验收前，应当提请城建档案管理机构

对工程档案进行预验收。预验收合格后，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出具工程档案认可文件。  

  第九条 建设单位在取得工程档案认可文件后，方可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竣工验

收备案时，应当查验工程档案认可文件。  

  第十条 建设系统各专业管理部门形成的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凡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在本单位保

管使用一至五年后，按本规定全部向城建档案馆移交。有长期保存价值的档案，由城建档案馆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

选择接收。  

  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和补测补绘形成的地下管线档案应当在普查、测绘结束后三个月内接收进馆。地下管线

专业管理单位每年应当向城建档案馆报送更改、报废、漏测部分的管线现状图和资料。  

  房地产权属档案的管理，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一条 城建档案馆对接收的档案应当及时登记、整理，编制检索工具。做好档案的保管、保护工作，

对破损或者变质的档案应当及时抢救。特别重要的城建档案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其安全无损。  

  城建档案馆应当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并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向社会提供服务。  

  第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在城建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故延期或者不按照规定归档、报送的；  

  （二）涂改、伪造档案的；  

  （三）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按照本规定移交建设工程档案的，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以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按本规定执行。  

发送范围：全国人大法工委（3），国务院法制办（25），《国务院公报》编辑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委（建设厅）、计划单列市建委、国务院各部委本部领导，部机关各司（厅、局），部直属各单位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2011 

（1997 年 12 月 23 日建设部令第 61 号公布，根据 2001 年 7 月 4 日建设部令第 90 号《关于修改〈城市建设档

案管理规定〉的决定》、2011 年 1 月 26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9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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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决定》修改，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建设档案（以下简称城建档案）管理，充分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科学技术

档案工作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城市内（包括城市各类开发区）的城建档案的管理。 

  本规定所称城建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

字、图纸、图表、声像等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国家档案部门的监督、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同级档案部门

的监督、指导。 

  城市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置城建档案工作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城建档案管理人员，负责全市城建档案

工作。城市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以委托城建档案馆负责城建档案工作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条 城建档案馆的建设资金按照国家或者地方的有关规定，采取多种渠道解决。城建档案馆的设计应

当符合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要求。城建档案的管理应当逐步采用新技术，实现管理现代化。 

  第五条 城建档案馆重点管理下列档案资料： 

  （一）各类城市建设工程档案： 

  1.工业、民用建筑工程； 

  2.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3.公用基础设施工程； 

  4.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5.园林建设、风景名胜建设工程； 

  6.市容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工程； 

  7.城市防洪、抗震、人防工程； 

  8.军事工程档案资料中，除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以外的穿越市区的地下管线走向和有关隐蔽工程的位置

图。 

  （二）建设系统各专业管理部门（包括城市规划、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园林、风景名胜、环卫、市

政、公用、房地产管理、人防等部门）形成的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 

  （三）有关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计划方面的文件、科学研究成果和城市历史、

自然、经济等方面的基础资料。 

  第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向城建档案馆报送一套符合规定的建设工程档案。凡

建设工程档案不齐全的，应当限期补充。 

  停建、缓建工程的档案，暂由建设单位保管。 

  撤销单位的建设工程档案，应当向上级主管机关或者城建档案馆移交。 

  第七条 对改建、扩建和重要部位维修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单位据实修改、补充和完善

原建设工程档案。凡结构和平面布置等改变的，应当重新编制建设工程档案，并在工程竣工后三个月内向城建档案

馆报送。 

  第八条 列入城建档案馆档案接收范围的工程，建设单位在组织竣工验收前，应当提请城建档案管理机构

对工程档案进行预验收。预验收合格后，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出具工程档案认可文件。 

  第九条 建设单位在取得工程档案认可文件后，方可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竣工验

收备案时，应当查验工程档案认可文件。 

  第十条 建设系统各专业管理部门形成的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凡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在本单位保

管使用一至五年后，按本规定全部向城建档案馆移交。有长期保存价值的档案，由城建档案馆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

选择接收。 

  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和补测补绘形成的地下管线档案应当在普查、测绘结束后三个月内接收进馆。地下管线

专业管理单位每年应当向城建档案馆报送更改、报废、漏测部分的管线现状图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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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权属档案的管理，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一条 城建档案馆对接收的档案应当及时登记、整理，编制检索工具。做好档案的保管、保护工作，

对破损或者变质的档案应当及时抢救。特别重要的城建档案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其安全无损。 

  城建档案馆应当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并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向社会提供服务。 

  第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在城建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故延期或者不按照规定归档、报送的； 

  （二）涂改、伪造档案的； 

  （三）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按照本规定移交建设工程档案的，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以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按本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城建档案馆对接收的档案应当及时登记、整理，编制检索工具。做好档案的保管、保护工作，对

破损或者变质的档案应当及时抢救。特别重要的城建档案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其安全无损。 

   城建档案馆应当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并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向社会提供服务。 

  第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在城建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2019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1997 年 12 月 23 日建设部令第 61 号发布，根据 2001 年 7 月 4 日建设部令第 90 号《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建

设档案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根据 2011 年 1 月 26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9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

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 2019 年 3 月 13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7 号）第三次修订)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建设档案(以下简称城建档案)管理，充分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的作

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科学技术档案工

作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城市内(包括城市各类开发区)的城建档案的管理。 

本规定所称城建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

图纸、图表、声像等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国家档案部门的监督、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同级档案部门的监

督、指导。 

城市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置城建档案工作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城建档案管理人员，负责全市城建档案工作。

城市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以委托城建档案馆负责城建档案工作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条  城建档案馆的建设资金按照国家或者地方的有关规定，采取多种渠道解决。城建档案馆的设计应当符

合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要求。城建档案的管理应当逐步采用新技术，实现管理现代化。 

第五条  城建档案馆重点管理下列档案资料： 

(一)各类城市建设工程档案： 

1.工业、民用建筑工程； 

2.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3.公用基础设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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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5.园林建设、风景名胜建设工程； 

6.市容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工程； 

7.城市防洪、抗震、人防工程； 

8.军事工程档案资料中，除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以外的穿越市区的地下管线走向和有关隐蔽工程的位置图。 

(二) 建设系统各专业管理部门(包括城市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园林、风景名胜、环卫、市政、公

用、房地产管理、人防等部门)形成的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 

(三) 有关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计划方面的文件、科学研究成果和城市历史、自然、

经济等方面的基础资料。 

第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向城建档案馆报送一套符合规定的建设工程档案。凡建设

工程档案不齐全的，应当限期补充。 

停建、缓建工程的档案，暂由建设单位保管。 

撤销单位的建设工程档案，应当向上级主管机关或者城建档案馆移交。 

第七条  对改建、扩建和重要部位维修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单位据实修改、补充和完善原建

设工程档案。凡结构和平面布置等改变的，应当重新编制建设工程档案，并在工程竣工后三个月内向城建档案馆报

送。 

第八条  列入城建档案馆档案接收范围的工程，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按照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的规定对工程档

案进行验收。 

第九条  建设系统各专业管理部门形成的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凡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在本单位保管使

用一至五年后，按本规定全部向城建档案馆移交。有长期保存价值的档案，由城建档案馆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选择

接收。 

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和补测补绘形成的地下管线档案应当在普查、测绘结束后三个月内接收进馆。地下管线专业

管理单位每年应当向城建档案馆报送更改、报废、漏测部分的管线现状图和资料。 

房地产权属档案的管理，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条  城建档案馆对接收的档案应当及时登记、整理，编制检索工具。做好档案的保管、保护工作，对破损

或者变质的档案应当及时抢救。特别重要的城建档案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其安全无损。 

城建档案馆应当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并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向社会提供服务。 

第十一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在城建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故延期或者不按照规定归档、报送的； 

(二)涂改、伪造档案的； 

(三)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按照本规定移交建设工程档案的，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的规定处罚。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以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按本规定执行。 

 

8.3.96）《城市绿化条例》（1989 年 12 月 26 日，1992 年 08 月 01 日  国务院令第 100 号，2011 年 1 月 8 日国

务院令第 588 号，2017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令第 6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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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化条例》 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绿化条例 

（1989 年 12 月 26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确定城市的规模和发展方向，实现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合理地制定城市规划和进行城市建

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制定本法。 

第二条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必须遵守本法。 

第三条本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 

本法所称城市规划区，是指城市市区、近郊区以及城市行政区域内因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

城市规划区的具体范围，由城市人民政府在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 

第四条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大

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五十万以下的城市。 

中等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二十万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城市。 

小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不满二十万的城市。 

第五条城市规划必须符合我国国情，正确处理近期建设和远景发展的关系。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必须坚持适用、经济的原则，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 

第六条城市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

点，统筹兼顾，综合部置。 

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的规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按

计划分步实施。第七条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和国土规划、区域规划、江河流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 

第八条国家鼓励城市规划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规划科学技术水平。 

第九条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的城市规划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工作。 

第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城市规划的制定 

第十一条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分别组织编制全国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城镇体系规划，用以指导城市规划的编制。 

第十二条城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城市规划。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城市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

编制。 

第十三条编制城市规划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预测城市远景发展的需要；应当使城市的发展规模、各项建设标

准、定额指标、开发程序同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十四条编制城市规划应当注意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和市容环

境卫生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自然景观。 

编制民族自治地方的城市规划，应当注意保护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 

第十五条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贯彻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促进流通、繁荣经济、促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原

则。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符合城市防火、防爆、抗震、防洪、防泥石流和治安、交通管理、人民防空建设等要求；在

可能发生强烈地震和严重洪水灾害的地区，必须在规划中采取相应的抗震、防洪措施。 

第十六条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贯彻合理用地、节约用地的原则。 

第十七条编制城市规划应当具备勘察、测量及其他必要的基础资料。第十八条编制城市规划一般分总体规划和

详细规划两个阶段进行。大城市、中等城市为了进一步控制和确定不同地段的土地用途、范围和容量，协调各项基

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在总体规划基础上，可以编制分区规划。 

第十九条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包括：城市的性质、发展目标和发展规模，城市主要建设标准和定额指标，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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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布局、功能分区和各项建设的总体部署，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和河湖、绿地系统，各项专业规划，近期建设规

划。 

设市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应当包括市或者县的行政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第二十条城市

详细规划应当在城市总体规划或者分区规划的基础上，对城市近期建设区域内各项建设作出具体规划。 

城市详细规划应当包括：规划地段各项建设和具体用地范围，建筑密度和高度等控制指标，总平面布置、工程

管线综合规划和坚向规划。 

第二十一条城市规划实行分级审批。 

直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由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 

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城市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城市及国务院指定的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由省、

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 

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以外的设市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审批，其中市管辖的县级人民政府所在的地镇的总体规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制镇的总

体规划，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批。 

城市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在向上级人民政府报请审批城市总体规划前，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

员会审查同意。 

城市分区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 

城市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编制分区规划的城市的详细规划，除重要的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

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二条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局部调整，报同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原批准机关备案；但涉及城市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总体布局重大变更的，须经同级人民代表

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三章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 

第二十三条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必须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

各项建设工程的选址、定点，不得妨碍城市的发展，危害城市的安全，污染和破坏城市环境，影响城市各项功能的

协调。 

第二十四条新建铁路编组站、铁路货运干线、过境公路、机场和重要军事设施等应当避开市区。港口建设应当

兼顾城市岸线的合理分配和利用，保障城市生活岸线用地。 

第二十五条城市新区开发应当具备水资源、能源、交通、防灾等建设条件，并应当避开地下矿藏、地下文物古

迹。 

第二十六条城市新区开发应当合理利用城市现有设施。 

第二十七条城市旧区改建应当遵循加强维护、合理利用、调整布局、逐步改善的原则，统一规划，分期实施，

并逐步改善居住和交通运输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的综合功能。 

第四章城市规划的实施 

第二十八条城市规划经批准后，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公布。 

第二十九条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第三十条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的选址和布局必须符合城市规划。设计任务书报请批准时，必须附有城市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的选址意见书。 

第三十一条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申请用地的，必须持国家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

主管部门申请定点，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其用地位置和界限，提供规划设计条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后，方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

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拨土地。第三十二条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

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

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其

他有关批准文件后，方可申请办理开工手续。 

第三十三条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必须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内拆除。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的具体规划管

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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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批准临时使用的土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第三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城

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规划作出的调整用地决定。 

第三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广场、绿地、高压供电走廊和压占地下管线进行建设。 

第三十六条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挖取砂石、土方等活动，须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不得破坏城市环境，影响城

市规划的实施。 

第三十七条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要求进行检查。被检查者应当

如实提供情况和必要的资料，检查者有责任为被检查者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三十八条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参加城市规划区内重要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资料。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无

效，占用的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退回。 

第四十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严

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并处罚款。第四十一条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单位

的有关责任人员，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

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

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

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四十三条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四条未设镇建制的工矿区的居民点，参照本法执法。 

第四十五条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六条本法自 1990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国务院发布的《城市规划条例》同时废止。 

信息来源:（1989 年 12 月 26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城市绿化条例》 1992 

《城市绿化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00 号令) 

城市绿化条例 

(1992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第 104 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第 100 号令发布  199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四章  罚则 

第五单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生活环境，增进人民身心健康，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城市规划区内种植和养护树木花草等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绿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条  国家鼓励和加强城市绿化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绿化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水平。 

    第五条  城市中的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植树或者其他绿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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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  国务院设立全国绿化委员会，统一组织领导全国城乡绿化工作，其办公室设在国务院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 

    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等，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划分，负责全国城市

绿化工作。 

    地方绿化管理体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规定。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区的城市绿化工作。 

    在城市规划区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等管理的绿化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编制城市绿化规

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九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从实际出发，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合理安排同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相适应的城

市绿化用地面积。 

    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绿化覆盖率等规划指标，由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不同城市的性质、

规模和自然条件等实际情况规定。 

    第十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根据当地的特点，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水体、植被和历史文化遗址等自然、

人文条件，以方便群众为原则，合理设置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等。 

    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单位承担。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必须有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参加审查。 

    城市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干道绿化带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必须按照规定报城市人民

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设计方案确需改变时，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十二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体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城市公共绿地和居住区绿地的建设，应当以植物造景为主，选用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树木花草，并适当配置泉、

石、雕塑等景物。 

    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因地制宜地规划不同类型的防护绿地。各有关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负责本单位管界内防护绿地的绿化建设。 

    第十四条  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规划和建设，由该单位自行负责，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监督检查，并给予技术指导。 

    第十五条  城市苗圃、草圃、花圃等生产绿地的建设，应当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 

    第十六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绿化工程竣工后，应当经城市

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该工程的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七条  城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和开发住宅区项目，需要绿化的，其基本建设投资中应当包括

配套的绿化建设投资，并统一安排绿化工程施工，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绿化任务。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八条  城市的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的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各单位管界内的防护绿地的绿化，由该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单位自建的公园和单位

附属绿地的绿化，由该单位管理；居住区绿地的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

单位管理；城市苗圃、草圃和花圃等，由其经营单位管理。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化规划用地性质或者破坏绿化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

水体和植被。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占用的城市绿化用地，应当限期归还。 

    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

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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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二条  在城市的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必须向公共绿地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城市人

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同意后，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在公共绿地管理单

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并遵守公共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城市的绿地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保持树木花草繁茂及绿化设施完好。 

    第二十四条  为保证管线的安全使用需要修剪树木时，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按照兼顾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修剪。承担修剪费用的办法，由城市人民政府规定。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安全时，管线管理单位可以先行修剪、扶正或者砍伐树木，但是，应当

及时报告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 

    第二十五条  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

名木。 

    对城市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的档

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养护管理。在单位管界内或者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者居民负责养护，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同意，并报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六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或者城市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干道

绿化带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 

施。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

单位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 

    （二）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的； 

    （三）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 

    （四）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 

    第二十八条  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

恢复原状，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未经同意擅自在城市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限期迁出或者拆除，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对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

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设点申请批准文件，并

可以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单位负责人，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地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

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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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起施行 

 

  

 

《城市绿化条例》 2011 

城市绿化条例 

  （1992 年 6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00 号发布 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

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生活环境，增进人民身心健康，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城市规划区内种植和养护树木花草等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绿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条 国家鼓励和加强城市绿化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绿化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水平。 

  第五条 城市中的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植树或者其他绿化义务。 

  第六条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 国务院设立全国绿化委员会，统一组织领导全国城乡绿化工作，其办公室设在国务院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 

  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等，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划分，负责全国城市

绿化工作。 

  地方绿化管理体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规定。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区的城市绿化工作。 

  在城市规划区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等管理的绿化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编制城市绿化规

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九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从实际出发，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合理安排同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相适应的城

市绿化用地面积。 

  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绿化覆盖率等规划指标，由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不同城市的性质、

规模和自然条件等实际情况规定。 

  第十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根据当地的特点，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水体、植被和历史文化遗址等自然、

人文条件，以方便群众为原则，合理设置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等。 

  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单位承担。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必须有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参加审查。 

  城市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干道绿化带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必须按照规定报城市人民

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设计方案确需改变时，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十二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体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城市公共绿地和

居住区绿地的建设，应当以植物造景为主，选用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树木花草，并适当配置泉、石、雕塑等景物。 

  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因地制宜地规划不同类型的防护绿地。各有关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负责本单位管界内防护绿地的绿化建设。 

  第十四条 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规划和建设，由该单位自行负责，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监督检查，并给予技术指导。 

  第十五条 城市苗圃、草圃、花圃等生产绿地的建设，应当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 

  第十六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绿化工程竣工后，应当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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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该工程的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七条 城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和开发住宅区项目，需要绿化的，其基本建设投资中应当包括

配套的绿化建设投资，并统一安排绿化工程施工，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绿化任务。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八条 城市的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的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各单位管界内的防护绿地的绿化，由该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单位自建的公园和单位

附属绿地的绿化，由该单位管理；居住区绿地的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

单位管理；城市苗圃、草圃和花圃等，由其经营单位管理。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化规划用地性质或者破坏绿化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

水体和植被。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占用的城市绿化用地，应当限期归还。 

  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

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 

  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二条 在城市的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必须向公共绿地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城市人

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同意后，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在公共绿地管理单

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并遵守公共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城市的绿地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保持树木花草繁茂及绿化设施完好。 

  第二十四条 为保证管线的安全使用需要修剪树木时，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按照兼顾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修剪。承担修剪费用的办法，由城市人民政府规定。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安全时，管线管理单位可以先行修剪、扶正或者砍伐树木，但是，应当

及时报告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 

  第二十五条 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

名木。 

  对城市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的档

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养护管理。在单位管界内或者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者居民负责养护，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同意，并报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六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或者城市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干道

绿化带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

单位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 

  （二）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的； 

  （三）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 

  （四）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 

  第二十八条 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

恢复原状，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未经同意擅自在城市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限期迁出或者拆除，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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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

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设点申请批准文件，并

可以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单位负责人，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地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

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 199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城市绿化条例》 2017 

城 市 绿 化 条 例 

（1992 年 6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00 号发布 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7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

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生活环境，增进人民身心健康，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城市规划区内种植和养护树木花草等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绿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条 国家鼓励和加强城市绿化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绿化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水平。 

第五条 城市中的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植树或者其他绿化义务。 

第六条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 国务院设立全国绿化委员会，统一组织领导全国城乡绿化工作，其办公室设在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

门。 

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等，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划分，负责全国城市绿化

工作。 

地方绿化管理体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规定。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区的城市绿化工作。 

在城市规划区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等管理的绿化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编制城市绿化规划，并

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九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从实际出发，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合理安排同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相适应的城市绿

化用地面积。 

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绿化覆盖率等规划指标，由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不同城市的性质、规模

和自然条件等实际情况规定。 

第十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根据当地的特点，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水体、植被和历史文化遗址等自然、人

文条件，以方便群众为原则，合理设置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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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单位承担。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必须有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参加审查。 

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设计方案确需改变时，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十二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体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城市公共绿地和居住

区绿地的建设，应当以植物造景为主，选用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树木花草，并适当配置泉、石、雕塑等景物。 

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因地制宜地规划不同类型的防护绿地。各有关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

本单位管界内防护绿地的绿化建设。 

第十四条 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规划和建设，由该单位自行负责，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监

督检查，并给予技术指导。 

第十五条 城市苗圃、草圃、花圃等生产绿地的建设，应当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 

第十六条 城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和开发住宅区项目，需要绿化的，其基本建设投资中应当包括配套

的绿化建设投资，并统一安排绿化工程施工，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绿化任务。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七条 城市的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的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管理；各单位管界内的防护绿地的绿化，由该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单位自建的公园和单位附属

绿地的绿化，由该单位管理；居住区绿地的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单位

管理；城市苗圃、草圃和花圃等，由其经营单位管理。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化规划用地性质或者破坏绿化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水体

和植被。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占用的城市绿化用地，应当限期归还。 

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有关

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 

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第二十一条 在城市的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应当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在公共

绿地管理单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并遵守公共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城市的绿地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保持树木花草繁茂及绿化设施完好。 

第二十三条 为保证管线的安全使用需要修剪树木时，应当按照兼顾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

修剪。承担修剪费用的办法，由城市人民政府规定。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安全时，管线管理单位可以先行扶正或者砍伐树木，但是，应当及时报告城

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 

第二十四条 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 

对城市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的档案和

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养护管理。在单位管界内或者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者居民负责养护，城

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并报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由城市人

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

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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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 

（三）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 

（四）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 

第二十七条 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恢复

原状，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对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授权的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单位负责人，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地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

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

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 199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8.3.97）《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 号  2004 年 5 月 18 日）    

http://www.fdi.gov.cn/1800000121_23_66499_0_7.html  

http://stwmw.gygov.gov.cn/doc/2018412/454431710.shtml  

https://www.ftcourt.gov.cn/sfsj/sfsjdetail.aspx?cls=1&id=357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7/11/id/3073218.shtml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法[2004]9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

请及时报告我院。 

                                                       2004 年 5 月 18 日 

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行政审判涉及的法律规范层级和门类较多，立法法施行以后有关法律适用规则亦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法律

适用中经常遇到如何识别法律依据、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等各种疑难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妥当地加以解决，直接影响

行政审判的公正和效率。而且，随着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和适应加人世贸组织的需要，行政审判在解决法律规范冲

突、维护法制统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为准确适用法律规范，确保行政案件的公正审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

尊严，促进依法行政，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曾就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征求

有关部门意见。 2003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期间，就审理行政案件适

用法律规范问题进行了专题座谈。与会人员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立法法、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规

定，对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形成了共识。现将有关内容纪要如下： 

    一、关于行政案件的审判依据 

    根据行政诉讼法和立法法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参照规章。在参照规章时，应当对规章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判断，对于合法有效的规章应当适

用。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关于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解释的规定，全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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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解释，人民法院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法律依据；

规章制定机关作出的与规章具有同等效力的规章解释，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参照适用。 

    考虑建国后我国立法程序的沿革情况，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国务院制定并公布的行

政法规；二是立法法施行以前，按照当时有效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

但在立法法施行以后，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再属于行政法规；三是在清理行政法规

时由国务院确认的其他行政法规。 

    行政审判实践中，经常涉及有关部门为指导法律执行或者实施行政措施而作出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制定的其

他规范性文件，主要是：国务院部门以及省、市、自治区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对于具体应用法律、

法规或规章作出的解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或其他规范性文

件。行政机关往往将这些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这些具体应用解释和规范

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但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

政行为依据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在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应承

认其效力；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理由中对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合理或适当进行评述。 

    二、关于法律规范冲突的适用规则 

    调整同一对象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规范因规定不同的法律后果而产生冲突的，一般情况下应当按照

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

律规范。冲突规范所涉及的事项比较重大、有关机关对是否存在冲突有不同意见、应当优先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合法

有效性尚有疑问或者按照法律适用规则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依据立法法规定的程序逐级送请有权机关裁决。 

    (一)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判断和适用 

    下位法的规定不符合上位法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适用上位法。当前许多具体行政行为是依据下位法作

出的，并未援引和适用上位法。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法制统一，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应当对

下位法是否符合上位法一并进行判断。经判断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应当依据上位法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

合法性。从审判实践看，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常见情形有：下位法缩小上位法规定的权利主体范围，或者违反上

位法立法目的扩大上位法规定的权利主体范围；下位法限制或者剥夺上位法规定的权利，或者违反上位法立法目的

扩大上位法规定的权利范围；下位法扩大行政主体或其职权范围；下位法延长上位法规定的履行法定职责期限；下

位法以参照、准用等方式扩大或者限缩上位法规定的义务或者义务主体的范围、性质或者条件；下位法增设或者限

缩违反上位法规定的适用条件；下位法扩大或者限缩上位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下位

法改变上位法已规定的违法行为的性质；下位法超出上位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的适用范围、种类和方式，以及增设或

者限缩其适用条件；法规、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文件设定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或者增设违反上位法的

行政许可条件；其他相抵触的情形。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修改后，其实施性规定未被明文废止的，人民法院在适用时应当区分下列

情形：实施性规定与修改后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不予适用；因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

法规的修改，相应的实施性规定丧失依据而不能单独施行的，不予适用；实施性规定与修改后的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地方性法规不相抵触的，可以适用。 

    (二)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适用关系 

    同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内的不同条文对相同事项有一般规定和特

别规定的，优先适用特别规定。 

    法律之间、行政法规之间或者地方性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的，人民

法院原则上应按照下列情形适用：新的一般规定允许旧的特别规定继续适用的，适用旧的特别规定；新的一般规定

废止旧的特别规定的，适用新的一般规定。不能确定新的一般规定是否允许旧的规定继续适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中

止行政案件的审理，属于法律的，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属于行政法规的，

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裁决；属于地方性法规的，由高级人民法院送请制定机关裁决。 

    (三)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冲突的选择适用 

    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适用：(1)法律或

者行政法规授权部门规章作出实施性规定的，其规定优先适用；(2)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部门规章对于国务

院决定、命令授权的事项，或者对于中央宏观调控的事项、需要全国统一的市场活动规则及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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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全国统一规定的事项作出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3)地方性法规根据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授权，根据本行政区

域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具体规定，应当优先适用；(4)地方性法规对属于地方性事务的事项作出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

(5)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对需要全国统一规定以外的事项作出的规

定，应当优先适用； (6)能够直接适用的其他情形。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应当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逐级上报最

高人民法院按照立法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送请有权机关处理。 

    (四)规章冲突的选择适用 

    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相同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适用：(1)法律

或者行政法规授权部门规章作出实施性规定的，其规定优先适用；(2)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部门规章对于国

务院决定、命令授权的事项，或者对属于中央宏观调控的事项、需要全国统一的市场活动规则及对外贸易和外商投

资等事项作出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 (3)地方政府规章根据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授权，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

况作出的具体规定，应当优先适用；(4)地方政府规章对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作出的规定，应当优先

适用；(5)能够直接适用的其他情形。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应当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送请

国务院裁决。 

    国务院部门之间制定的规章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选择适用：(1)适

用与上位法不相抵触的部门规章规定；(2)与上位法均不抵触的，优先适用根据专属职权制定的规章规定；(3)两个以

上的国务院部门就涉及其职权范围的事项联合制定的规章规定，优先于其中一个部门单独作出的规定；(4)能够选择

适用的其他情形。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应当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裁决。 

    国务院部门或者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对相同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参照上列精

神处理。 

    三、关于新旧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 

    根据行政审判中的普遍认识和做法，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

行以后，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但下列情形除

外：(一)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的；(二)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三)按照具体行政

行为的性质应当适用新法的实体规定的。 

    四、关子法律规范具体应用解释问题 

    在裁判案件中解释法律规范，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对于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一

般按照其通常语义进行解释；有专业上的特殊涵义的，该涵义优先；语义不清楚或者有歧义的，可以根据上下文和

立法宗旨、目的和原则等确定其涵义。 

    法律规范在列举其适用的典型事项后，又以“等”、“其他”等词语进行表述的，属于不完全列举的例示性

规定。以“等”、“其他”等概括性用语表示的事项，均为明文列举的事项以外的事项，且其所概括的情形应为与列

举事项类似的事项。 

 

 

8.3.98）《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主席令第 90 号 1997 年 11 月 1 日，主席令第 77 号  2007 年 10 月 28

日，2016 年 7 月 2 日，2018 年 10 月 26 日）    

http://www.people.com.cn/item/faguiku/gy/F34-1040.html  1997 

http://zjj.jc.gansu.gov.cn/art/2017/9/21/art_19034_143960.html  2007 

http://www.xetz.gov.cn/n5/n19/n58/n138/c786777/content.html  2007 

http://www.nea.gov.cn/2017-11/03/c_136725225.htm  2016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11/05/content_2065665.htm  2018 

http://xxgk.yzq.gov.cn/yzqgxw/zfxxgk_8452/fgwj_8465/fg_8466/201807/t20180720_434408.html  2018 

http://zfxxgk.beijing.gov.cn/yqq11T029/flfg22/2018-11/15/content_3fa6388f146942348f1f7a5918b4884d.shtml  

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1997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1997 年 11 月 1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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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90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于 1997 年 11 月 1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 

  1997 年 11 月 1 日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节能管理 

  第三章合理使用能源 

  第四章节能技术进步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保护环境，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能源，是指煤炭、原油、天然气、电力、焦炭、煤气、热力、成品油、液化石油气、生物

质能和其他直接或者通过加工、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 

  第三条本法所称节能，是指加强用能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施，

减少从能源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中的损失和浪费，更加有效、合理地利用能源。 

  第四条节能是国家发展经济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能工作，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

源消费结构，推进节能技术进步，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和单位产品能耗，改善能源的开发、加工转换、输送和供应，

逐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国民经济向节能型发展。 

  国家鼓励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第五条国家制定节能政策，编制节能计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能源的合理利用，并与

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相协调。 

  第六条国家鼓励、支持节能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加强节能宣传和教育，普及节能科学知识，增强全民

的节能意识。 

  第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履行节能义务，有权检举浪费能源的行为。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节能或者节能科学技术研究、推广中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八条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主管全国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

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节能管理 

  第九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每年部署、协调、监督、检查、推动节能

工作。 

  第十条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能源节约与能源开发并举，把能源节约放在首位的

方针，在对能源节约与能源开发进行技术、经济和环境比较论证的基础上，择优选定能源节约、能源开发投资项目，

制定能源投资计划。 

  第十一条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基本建设、技术改造资金中安排节能资金，用于支

持能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节能资金，用于支持能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第十二条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包括合理用能的专题论证。 

  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的设计和建设，应当遵守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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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不到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项目，依法审批的机关不得批准建设；项目建成后，达不到合

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不予验收。 

  第十三条禁止新建技术落后、耗能过高、严重浪费能源的工业项目。禁止新建的耗能过高的工业项目的名

录和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四条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有关节能的国家标准。 

  对没有前款规定的国家标准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依法制定有关节能的行业标准，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 

  制定有关节能的标准应当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并不断加以完善和改进。 

  第十五条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生产量大面广的用能产品的行业加强监

督，督促其采取节能措施，努力提高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技术，逐步降低本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 

  第十六条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对生产过程中耗能较高的产品

制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制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应当科学、合理。 

  第十七条国家对落后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设备实行淘汰制度。 

  淘汰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设备的名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并公布。

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八条企业可以根据自愿原则，按照国家有关产品质量认证的规定，向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

者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提出用能产品节能质量认证申请；经认证合格后，取得

节能质量认证证书，在用能产品或者其包装上使用节能质量认证标志。 

  第十九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做好能源消费和利用状况的统计工作，

并定期发布公报，公布主要耗能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等状况。 

  第二十条国家对重点用能单位要加强节能管理。 

  下列用能单位为重点用能单位： 

  （一）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 1 万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指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

5000 吨以上不满 1 万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督

检查，可以委托具有检验测试技术条件的单位依法进行节能的检验测试。 

  重点用能单位的节能要求、节能措施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章合理使用能源 

  第二十一条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合理用能的原则，加强节能管理，制定并组织实施本单位的节能技术措施，

降低能耗。 

  用能单位应当开展节能教育，组织有关人员参加节能培训。 

  未经节能教育、培训的人员，不得在耗能设备操作岗位上工作。 

  第二十二条用能单位应当加强能源计量管理，健全能源消费统计和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制度。 

  第二十三条用能单位应当建立节能工作责任制，对节能工作取得成绩的集体、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十四条生产耗能较高的产品的单位，应当遵守依法制定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用能，情节严重的，限期治理。限期治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 

  第二十五条生产、销售用能产品和使用用能设备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停止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停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并不

得将淘汰的设备转让给他人使用。 

  第二十六条生产用能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产品说明书和产品标识上如实注明能耗指标。 

  第二十七条生产用能产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伪造的节能质量认证标志或者冒用节能质量认证标志。 

  第二十八条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利用状况包括能源消费

情况、用能效率和节能效益分析、节能措施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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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条重点用能单位应当设立能源管理岗位，在具有节能专业知识、实际经验以及工程师以上技术职

称的人员中聘任能源管理人员，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能源管理人员负责对本单位的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单位职工和其他城乡居民使用企业生产的电、煤气、天然气、煤等能源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计量和

交费，不得无偿使用或者实行包费制。 

  第三十一条能源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向用能单位提供能源。 

  第四章节能技术进步 

  第三十二条国家鼓励、支持开发先进节能技术，确定开发先进节能技术的重点和方向，建立和完善节能技

术服务体系，培育和规范节能技术市场。 

  第三十三条国家组织实施重大节能科研项目、节能示范工程，提出节能推广项目，引导企业事业单位和个

人采用先进的节能工艺、技术、设备和材料。 

  国家制定优惠政策，对节能示范工程和节能推广项目给予支持。 

  第三十四条国家鼓励引进境外先进的节能技术和设备，禁止引进境外落后的用能技术、设备和材料。 

  第三十五条在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排的科学研究资金中应当安排节能资金，用于先进

节能技术研究。 

  第三十六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技术政策，推动符合节能要

求的科学、合理的专业化生产。 

  第三十七条建筑物的设计和建造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采用节能型的建筑结构、材料、器

具和产品，提高保温隔热性能，减少采暖、制冷、照明的能耗。 

  第三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方针，加强农村能源建设，

开发、利用沼气、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第三十九条国家鼓励发展下列通用节能技术： 

  （一）推广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提高热电机组的利用率，发展热能梯级利用技术，热、电、冷联产技术

和热、电、煤气三联供技术，提高热能综合利用率； 

  （二）逐步实现电动机、风机、泵类设备和系统的经济运行，发展电机调速节电和电力电子节电技术，开

发、生产、推广质优、价廉的节能器材，提高电能利用效率； 

  （三）发展和推广适合国内煤种的流化床燃烧、无烟燃烧和气化、液化等洁净煤技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 

  （四）发展和推广其他在节能工作中证明技术成熟、效益显著的通用节能技术。 

  第四十条各行业应当制定行业节能技术政策，发展、推广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限制或

者淘汰能耗高的老旧技术、工艺、设备和材料。 

  第四十一条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通用的和分行业的具体的节能技术

指标、要求和措施，并根据经济和节能技术的发展情况适时修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使我国能源

利用状况逐步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法第十三条规定，新建国家明令禁止新建的高耗能工业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

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止投入生产或者停止使用。 

  第四十三条生产耗能较高的产品的单位，违反本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用能，情节严

重，经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者没有达到治理要求的，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

请同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

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国家明令淘汰的用

能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

执照。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

作的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情节严重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可以

提出意见，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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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将淘汰的用能设备转让他人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产品

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在产品说明书和产品标识上注明能耗指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管理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在产品说明书和产品标上注明的能耗指标不符合产品的实际情况的，除依照前

款规定处罚外，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使用伪造的节能质量认证标志或者冒用节能质量认证标志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责令公开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国家工作人员在节能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附则 

  第五十条本法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 日电） 

  《人民日报》（19971103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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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能源，是指煤炭、石油、天然气、生物质能和电力、热力以及其他直接或者通过加工、转换而

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 

第三条 本法所称节约能源(以下简称节能)，是指加强用能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

可以承受的措施，从能源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降低消耗、减少损失和污染物排放、制止浪费，有效、合理地利

用能源。 

第四条 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实施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发展战略。 

第五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节能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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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和实施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年度节能计划。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节能工作。 

第六条 国家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制度，将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

考核评价的内容。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每年向国务院报告节能目标责任的履行情况。 

第七条 国家实行有利于节能和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限制发展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发展节能环保型产业。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能工作，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消

费结构，推动企业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和单位产品能耗，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改进能源的开发、加工、转换、输送、

储存和供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国家鼓励、支持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第八条 国家鼓励、支持节能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和推广，促进节能技术创新与进步。 

国家开展节能宣传和教育，将节能知识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普及节能科学知识，增强全民的节能意识，

提倡节约型的消费方式。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履行节能义务，有权检举浪费能源的行为。 

新闻媒体应当宣传节能法律、法规和政策，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第十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主管全国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

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的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的指导。 

第二章 节能管理 

第十一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部署、协调、监督、检查、推动节

能工作。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节能法律、法规

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 

履行节能监督管理职责不得向监督管理对象收取费用。 

第十三条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法组织制定并适时修订有关节能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建立健全节能标准体系。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强制性的用能产品、设备能源效

率标准和生产过程中耗能高的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 

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节能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严于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地方节能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

经国务院批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建筑节能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发布。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地方建

筑节能标准，并报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依法负责项目审批

或者核准的机关不得批准或者核准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 国家对落后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实行淘汰制度。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生产工

艺的目录和实施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 

生产过程中耗能高的产品的生产单位，应当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对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的

生产单位，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限期治理。 

对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第十七条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禁止使用国

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生产工艺。 

第十八条 国家对家用电器等使用面广、耗能量大的用能产品，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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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目录和实施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十九条 生产者和进口商应当对列入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管理产品目录的用能产品标注能源效率标识，在产品

包装物上或者说明书中予以说明，并按照规定报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共同授权的

机构备案。 

生产者和进口商应当对其标注的能源效率标识及相关信息的准确性负责。禁止销售应当标注而未标注能源效率

标识的产品。 

禁止伪造、冒用能源效率标识或者利用能源效率标识进行虚假宣传。 

第二十条 用能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可以根据自愿原则，按照国家有关节能产品认证的规定，向经国务院认

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从事节能产品认证的机构提出节能产品认证申请；经认证合格后，取得节能产品认证证

书，可以在用能产品或者其包装物上使用节能产品认证标志。 

禁止使用伪造的节能产品认证标志或者冒用节能产品认证标志。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能源统计制度，完善能源统计指

标体系，改进和规范能源统计方法，确保能源统计数据真实、完整。 

国务院统计部门会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主要耗能行业的

能源消费和节能情况等信息。 

第二十二条 国家鼓励节能服务机构的发展，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

等服务。 

国家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知识宣传和节能技术培训，提供节能信息、节能示范和其他公益性节能服务。 

第二十三条 国家鼓励行业协会在行业节能规划、节能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节能技术推广、能源消费统计、节能

宣传培训和信息咨询等方面发挥作用。 

第三章 合理使用与节约能源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十四条 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合理用能的原则，加强节能管理，制定并实施节能计划和节能技术措施，降低能

源消耗。 

第二十五条 用能单位应当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对节能工作取得成绩的集体、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十六条 用能单位应当定期开展节能教育和岗位节能培训。 

第二十七条 用能单位应当加强能源计量管理，按照规定配备和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能源计量器具。 

用能单位应当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和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制度，对各类能源的消费实行分类计量和统计，并确保能

源消费统计数据真实、完整。 

第二十八条 能源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向本单位职工无偿提供能源。任何单位不得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 

第二节 工业节能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推进能源资源优化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推进有利于节能的

行业结构调整，优化用能结构和企业布局。 

第三十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化工、

煤炭等主要耗能行业的节能技术政策，推动企业节能技术改造。 

第三十一条 国家鼓励工业企业采用高效、节能的电动机、锅炉、窑炉、风机、泵类等设备，采用热电联产、余

热余压利用、洁净煤以及先进的用能监测和控制等技术。 

第三十二条 电网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发电调度管理的规定，安排清洁、高效和符合规定的

热电联产、利用余热余压发电的机组以及其他符合资源综合利用规定的发电机组与电网并网运行，上网电价执行国

家有关规定。 

第三十三条 禁止新建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燃煤发电机组、燃油发电机组和燃煤热电机组。 

第三节 建筑节能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节能规划。建

筑节能规划应当包括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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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建筑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当遵守建筑节能标准。 

不符合建筑节能标准的建筑工程，建设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开工建设；已经开工建设的，应当责令停止施工、限

期改正；已经建成的，不得销售或者使用。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在建建筑工程执行建筑节能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房屋时，应当向购买人明示所售房屋的节能措施、保温工程保修期等信息，

在房屋买卖合同、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中载明，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第三十七条 使用空调采暖、制冷的公共建筑应当实行室内温度控制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制

定。 

第三十八条 国家采取措施，对实行集中供热的建筑分步骤实行供热分户计量、按照用热量收费的制度。新建建

筑或者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应当按照规定安装用热计量装置、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和供热系统调控装置。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城市节约用电管理，严格控制公用设施和大型建筑

物装饰性景观照明的能耗。 

第四十条 国家鼓励在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等节能建筑材料和节能设备，安装和

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 

第四节 交通运输节能 

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全国交通运输相关领域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国务院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分别制定相关领域的节能规划。 

第四十二条 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指导、促进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协调发展和有效衔接，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建设

节能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完善公共交通服务体

系，鼓励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鼓励使用非机动交通工具出行。 

第四十四条 国务院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交通运输组织管理，引导道路、水路、航空运输企业提高运

输组织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四十五条 国家鼓励开发、生产、使用节能环保型汽车、摩托车、铁路机车车辆、船舶和其他交通运输工具，

实行老旧交通运输工具的报废、更新制度。 

国家鼓励开发和推广应用交通运输工具使用的清洁燃料、石油替代燃料。 

第四十六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交通运输营运车船的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不得用于营运。 

国务院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交通运输营运车船燃料消耗检测的监督管理。 

第五节 公共机构节能 

第四十七条 公共机构应当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带头使用节能产品、设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本法所称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第四十八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制定和组织实施

本级公共机构节能规划。公共机构节能规划应当包括公共机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 

第四十九条 公共机构应当制定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加强能源消费计量和监测管理，向本级人民政府管理

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报送上年度的能源消费状况报告。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制定本级公共

机构的能源消耗定额，财政部门根据该定额制定能源消耗支出标准。 

第五十条 公共机构应当加强本单位用能系统管理，保证用能系统的运行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公共机构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能源审计，并根据能源审计结果采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措施。 

第五十一条 公共机构采购用能产品、设备，应当优先采购列入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中的产品、设备。

禁止采购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 

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六节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第五十二条 国家加强对重点用能单位的节能管理。 

下列用能单位为重点用能单位：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751 页 共 3277 页 

(一)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一万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指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五千吨

以上不满一万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五十三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每年向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报送上年度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利用状况包

括能源消费情况、能源利用效率、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节能效益分析、节能措施等内容。 

第五十四条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进行审查。对节能管理制度不

健全、节能措施不落实、能源利用效率低的重点用能单位，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开展现场调查，组织实施用能

设备能源效率检测，责令实施能源审计，并提出书面整改要求，限期整改。 

第五十五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设立能源管理岗位，在具有节能专业知识、实际经验以及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

员中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能源管理负责人负责组织对本单位用能状况进行分析、评价，组织编写本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提出本单位

节能工作的改进措施并组织实施。 

能源管理负责人应当接受节能培训。 

第四章 节能技术进步 

第五十六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科技主管部门发布节能技术政策大纲，指导节能技术研究、

开发和推广应用。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节能技术研究开发作为政府科技投入的重点领域，支持科研单位和

企业开展节能技术应用研究，制定节能标准，开发节能共性和关键技术，促进节能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第五十八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节能技术、节能产品的推广目录，引导

用能单位和个人使用先进的节能技术、节能产品。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实施重大节能科研项目、节能示范项目、重点节能工程。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原则，加强农业和农

村节能工作，增加对农业和农村节能技术、节能产品推广应用的资金投入。 

农业、科技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支持、推广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储运等方面应用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鼓

励更新和淘汰高耗能的农业机械和渔业船舶。 

国家鼓励、支持在农村大力发展沼气，推广生物质能、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按照科学规划、

有序开发的原则发展小型水力发电，推广节能型的农村住宅和炉灶等，鼓励利用非耕地种植能源植物，大力发展薪

炭林等能源林。 

第五章 激励措施 

第六十条 中央财政和省级地方财政安排节能专项资金，支持节能技术研究开发、节能技术和产品的示范与推

广、重点节能工程的实施、节能宣传培训、信息服务和表彰奖励等。 

第六十一条 国家对生产、使用列入本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推广目录的需要支持的节能技术、节能产品，实行税

收优惠等扶持政策。 

国家通过财政补贴支持节能照明器具等节能产品的推广和使用。 

第六十二条 国家实行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的税收政策，健全能源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促进能源资源的节约

及其开采利用水平的提高。 

第六十三条 国家运用税收等政策，鼓励先进节能技术、设备的进口，控制在生产过程中耗能高、污染重的产品

的出口。 

第六十四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应当优先列入取得节能产

品认证证书的产品、设备。 

第六十五条 国家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节能项目的信贷支持，为符合条件的节能技术研究开发、节能产品生产以

及节能技术改造等项目提供优惠贷款。 

国家推动和引导社会有关方面加大对节能的资金投入，加快节能技术改造。 

第六十六条 国家实行有利于节能的价格政策，引导用能单位和个人节能。 

国家运用财税、价格等政策，支持推广电力需求侧管理、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自愿协议等节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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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季节性电价、可中断负荷电价制度，鼓励电力用户合理调整用电负荷；对钢铁、有色

金属、建材、化工和其他主要耗能行业的企业，分淘汰、限制、允许和鼓励类实行差别电价政策。 

第六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节能管理、节能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中有显著成绩以及检举严重浪费能源

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八条 负责审批或者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机关违反本法规定，对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予以

批准或者核准建设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由管理节

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管理节能

工作的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第六十九条 生产、进口、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的，使用伪造的节能产品认证标志或者冒用节能

产品认证标志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处罚。 

第七十条 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停止生

产、进口、销售，没收违法生产、进口、销售的用能产品、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七十一条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国家明

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

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第七十二条 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情节严重，经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者没有达到治理要

求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标注能源效率标识而未标注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未办理能源效率标识备案，或者使用的能源效率标识不符合规定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伪造、冒用能源效率标识或者利用能源效率标识进行虚假宣传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七十四条 用能单位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能源计量器具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五条 瞒报、伪造、篡改能源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能源统计数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

规定处罚。 

第七十六条 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八条 电网企业未按照本法规定安排符合规定的热电联产和利用余热余压发电的机组与电网并网运行，

或者未执行国家有关上网电价规定的，由国家电力监管机构责令改正；造成发电企业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第七十九条 建设单位违反建筑节能标准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违反建筑节能标准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法规定，在销售房屋时未向购买人明示所售房屋的节能措施、保温工程保修期

等信息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以上信息作虚假宣传

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一条 公共机构采购用能产品、设备，未优先采购列入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中的产品、设备，或

者采购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的，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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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条 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三条 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由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四条 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

和有关部门备案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节能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八十七条 本法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1997 年 11 月 1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 根据 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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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能源，是指煤炭、石油、天然气、生物质能和电力、热力以及其他直接或者通过加工、

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 

  第三条 本法所称节约能源（以下简称节能），是指加强用能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

境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施，从能源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降低消耗、减少损失和污染物排放、制止浪费，有效、

合理地利用能源。 

  第四条 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实施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发展战略。 

  第五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节能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并组织编制和实施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年度节能计划。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节能工作。 

  第六条 国家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制度，将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

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754 页 共 3277 页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每年向国务院报告节能目标责任的履行情况。 

  第七条 国家实行有利于节能和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限制发展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发展节能环保型产

业。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能工作，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

源消费结构，推动企业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和单位产品能耗，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改进能源的开发、加工、转换、

输送、储存和供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国家鼓励、支持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第八条 国家鼓励、支持节能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和推广，促进节能技术创新与进步。 

  国家开展节能宣传和教育，将节能知识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普及节能科学知识，增强全民的节能意

识，提倡节约型的消费方式。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履行节能义务，有权检举浪费能源的行为。 

  新闻媒体应当宣传节能法律、法规和政策，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第十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主管全国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

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的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的指导。 

第二章 节能管理 

  第十一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部署、协调、监督、检查、

推动节能工作。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节能法律、

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 

  履行节能监督管理职责不得向监督管理对象收取费用。 

  第十三条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法组织制定并适时修订有关节能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建立健全节能标准体系。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强制性的用能产品、设备能

源效率标准和生产过程中耗能高的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 

  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节能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严于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地方节能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报经国务院批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建筑节能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发布。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地

方建筑节能标准，并报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建设单位不

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政府投资项目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依法负责项目审批的机

关不得批准建设。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 国家对落后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实行淘汰制度。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

生产工艺的目录和实施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 

  生产过程中耗能高的产品的生产单位，应当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对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

能的生产单位，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限期治理。 

  对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第十七条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禁止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生产工艺。 

  第十八条 国家对家用电器等使用面广、耗能量大的用能产品，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实行能源效率标

识管理的产品目录和实施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十九条 生产者和进口商应当对列入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管理产品目录的用能产品标注能源效率标识，在

产品包装物上或者说明书中予以说明，并按照规定报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共同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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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机构备案。 

  生产者和进口商应当对其标注的能源效率标识及相关信息的准确性负责。禁止销售应当标注而未标注能源

效率标识的产品。 

  禁止伪造、冒用能源效率标识或者利用能源效率标识进行虚假宣传。 

  第二十条 用能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可以根据自愿原则，按照国家有关节能产品认证的规定，向经国

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从事节能产品认证的机构提出节能产品认证申请；经认证合格后，取得节能产品

认证证书，可以在用能产品或者其包装物上使用节能产品认证标志。 

  禁止使用伪造的节能产品认证标志或者冒用节能产品认证标志。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能源统计制度，完善能源

统计指标体系，改进和规范能源统计方法，确保能源统计数据真实、完整。 

  国务院统计部门会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主要耗能行

业的能源消费和节能情况等信息。 

  第二十二条 国家鼓励节能服务机构的发展，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

认证等服务。 

  国家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知识宣传和节能技术培训，提供节能信息、节能示范和其他公益性节能服

务。 

  第二十三条 国家鼓励行业协会在行业节能规划、节能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节能技术推广、能源消费统计、

节能宣传培训和信息咨询等方面发挥作用。 

第三章 合理使用与节约能源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十四条 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合理用能的原则，加强节能管理，制定并实施节能计划和节能技术措施，

降低能源消耗。 

  第二十五条 用能单位应当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对节能工作取得成绩的集体、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十六条 用能单位应当定期开展节能教育和岗位节能培训。 

  第二十七条 用能单位应当加强能源计量管理，按照规定配备和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能源计量器具。 

  用能单位应当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和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制度，对各类能源的消费实行分类计量和统计，并确

保能源消费统计数据真实、完整。 

  第二十八条 能源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向本单位职工无偿提供能源。任何单位不得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 

第二节 工业节能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推进能源资源优化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推进有利于

节能的行业结构调整，优化用能结构和企业布局。 

  第三十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

化工、煤炭等主要耗能行业的节能技术政策，推动企业节能技术改造。 

  第三十一条 国家鼓励工业企业采用高效、节能的电动机、锅炉、窑炉、风机、泵类等设备，采用热电联

产、余热余压利用、洁净煤以及先进的用能监测和控制等技术。 

  第三十二条 电网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发电调度管理的规定，安排清洁、高效和符合

规定的热电联产、利用余热余压发电的机组以及其他符合资源综合利用规定的发电机组与电网并网运行，上网电价

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第三十三条 禁止新建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燃煤发电机组、燃油发电机组和燃煤热电机组。 

第三节 建筑节能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节能规

划。建筑节能规划应当包括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 

  第三十五条 建筑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当遵守建筑节能标准。 

  不符合建筑节能标准的建筑工程，建设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开工建设；已经开工建设的，应当责令停止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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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改正；已经建成的，不得销售或者使用。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在建建筑工程执行建筑节能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房屋时，应当向购买人明示所售房屋的节能措施、保温工程保修期等

信息，在房屋买卖合同、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中载明，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第三十七条 使用空调采暖、制冷的公共建筑应当实行室内温度控制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

门制定。 

  第三十八条 国家采取措施，对实行集中供热的建筑分步骤实行供热分户计量、按照用热量收费的制度。

新建建筑或者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应当按照规定安装用热计量装置、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和供热系统调控装置。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城市节约用电管理，严格控制公用设施和大型

建筑物装饰性景观照明的能耗。 

  第四十条 国家鼓励在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等节能建筑材料和节能设备，安

装和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 

第四节 交通运输节能 

  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全国交通运输相关领域的节能监督管理

工作。 

  国务院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分别制定相关领域的节能规划。 

  第四十二条 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指导、促进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协调发展和有效衔接，优化交通运输结构，

建设节能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完善公共交通

服务体系，鼓励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鼓励使用非机动交通工具出行。 

  第四十四条 国务院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交通运输组织管理，引导道路、水路、航空运输企业

提高运输组织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四十五条 国家鼓励开发、生产、使用节能环保型汽车、摩托车、铁路机车车辆、船舶和其他交通运输

工具，实行老旧交通运输工具的报废、更新制度。 

  国家鼓励开发和推广应用交通运输工具使用的清洁燃料、石油替代燃料。 

  第四十六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交通运输营运车船的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不得用于营

运。 

  国务院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交通运输营运车船燃料消耗检测的监督管理。 

第五节 公共机构节能 

  第四十七条 公共机构应当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带头使用节能产品、设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本法所称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第四十八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制定和组

织实施本级公共机构节能规划。公共机构节能规划应当包括公共机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 

  第四十九条 公共机构应当制定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加强能源消费计量和监测管理，向本级人民政

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报送上年度的能源消费状况报告。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制定本级

公共机构的能源消耗定额，财政部门根据该定额制定能源消耗支出标准。 

  第五十条 公共机构应当加强本单位用能系统管理，保证用能系统的运行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公共机构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能源审计，并根据能源审计结果采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措施。 

  第五十一条 公共机构采购用能产品、设备，应当优先采购列入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中的产品、

设备。禁止采购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 

  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六节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第五十二条 国家加强对重点用能单位的节能管理。 

  下列用能单位为重点用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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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一万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指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

五千吨以上不满一万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五十三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每年向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报送上年度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利用状

况包括能源消费情况、能源利用效率、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节能效益分析、节能措施等内容。 

  第五十四条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进行审查。对节能管理制

度不健全、节能措施不落实、能源利用效率低的重点用能单位，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开展现场调查，组织实施

用能设备能源效率检测，责令实施能源审计，并提出书面整改要求，限期整改。 

  第五十五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设立能源管理岗位，在具有节能专业知识、实际经验以及中级以上技术职

称的人员中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能源管理负责人负责组织对本单位用能状况进行分析、评价，组织编写本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提出本

单位节能工作的改进措施并组织实施。 

  能源管理负责人应当接受节能培训。 

第四章 节能技术进步 

  第五十六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科技主管部门发布节能技术政策大纲，指导节能技术

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节能技术研究开发作为政府科技投入的重点领域，支持科研单

位和企业开展节能技术应用研究，制定节能标准，开发节能共性和关键技术，促进节能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第五十八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节能技术、节能产品的推广目录，

引导用能单位和个人使用先进的节能技术、节能产品。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实施重大节能科研项目、节能示范项目、重点节能工

程。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原则，加强农

业和农村节能工作，增加对农业和农村节能技术、节能产品推广应用的资金投入。 

  农业、科技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支持、推广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储运等方面应用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

鼓励更新和淘汰高耗能的农业机械和渔业船舶。 

  国家鼓励、支持在农村大力发展沼气，推广生物质能、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按照科学规

划、有序开发的原则发展小型水力发电，推广节能型的农村住宅和炉灶等，鼓励利用非耕地种植能源植物，大力发

展薪炭林等能源林。 

第五章 激励措施 

  第六十条 中央财政和省级地方财政安排节能专项资金，支持节能技术研究开发、节能技术和产品的示范

与推广、重点节能工程的实施、节能宣传培训、信息服务和表彰奖励等。 

  第六十一条 国家对生产、使用列入本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推广目录的需要支持的节能技术、节能产品，

实行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 

  国家通过财政补贴支持节能照明器具等节能产品的推广和使用。 

  第六十二条 国家实行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的税收政策，健全能源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促进能源资源

的节约及其开采利用水平的提高。 

  第六十三条 国家运用税收等政策，鼓励先进节能技术、设备的进口，控制在生产过程中耗能高、污染重

的产品的出口。 

  第六十四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应当优先列入取得

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设备。 

  第六十五条 国家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节能项目的信贷支持，为符合条件的节能技术研究开发、节能产品

生产以及节能技术改造等项目提供优惠贷款。 

  国家推动和引导社会有关方面加大对节能的资金投入，加快节能技术改造。 

  第六十六条 国家实行有利于节能的价格政策，引导用能单位和个人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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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运用财税、价格等政策，支持推广电力需求侧管理、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自愿协议等节能办法。 

  国家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季节性电价、可中断负荷电价制度，鼓励电力用户合理调整用电负荷；对钢铁、

有色金属、建材、化工和其他主要耗能行业的企业，分淘汰、限制、允许和鼓励类实行差别电价政策。 

  第六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节能管理、节能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中有显著成绩以及检举严重浪费

能源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八条 负责审批政府投资项目的机关违反本法规定，对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予以批准建设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由管

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管理

节能工作的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第六十九条 生产、进口、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的，使用伪造的节能产品认证标志或者冒

用节能产品认证标志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处罚。 

  第七十条 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

停止生产、进口、销售，没收违法生产、进口、销售的用能产品、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七十一条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

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

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第七十二条 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情节严重，经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者没有达到

治理要求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

闭。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标注能源效率标识而未标注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处三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未办理能源效率标识备案，或者使用的能源效率标识不符合规定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伪造、冒用能源效率标识或者利用能源效率标识进行虚假宣传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七十四条 用能单位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能源计量器具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五条 瞒报、伪造、篡改能源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能源统计数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的规定处罚。 

  第七十六条 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由管理节能

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的，由管理节能工作

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八条 电网企业未按照本法规定安排符合规定的热电联产和利用余热余压发电的机组与电网并网

运行，或者未执行国家有关上网电价规定的，由国家电力监管机构责令改正；造成发电企业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第七十九条 建设单位违反建筑节能标准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违反建筑节能标准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法规定，在销售房屋时未向购买人明示所售房屋的节能措施、保温工程

保修期等信息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以上信息作虚

假宣传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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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一条 公共机构采购用能产品、设备，未优先采购列入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中的产品、设

备，或者采购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的，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第八十二条 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的，由管理节能工作

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三条 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

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四条 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

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节能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八十七条 本法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018 

（1997 年 11 月 1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 根据 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十五部法律的决

定》第二次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节能管理 

    第三章 合理使用与节约能源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工业节能 

      第三节 建筑节能 

      第四节 交通运输节能 

      第五节 公共机构节能 

      第六节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第四章 节能技术进步 

    第五章 激励措施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能源，是指煤炭、石油、天然气、生物质能和电力、热力以及其他直接或者通过加工、转

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 

    第三条 本法所称节约能源（以下简称节能），是指加强用能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

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施，从能源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降低消耗、减少损失和污染物排放、制止浪费，有效、合

理地利用能源。 

    第四条 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实施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发展战略。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760 页 共 3277 页 

    第五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节能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

组织编制和实施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年度节能计划。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节能工作。 

    第六条 国家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制度，将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

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每年向国务院报告节能目标责任的履行情况。 

    第七条 国家实行有利于节能和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限制发展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发展节能环保型产业。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能工作，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

消费结构，推动企业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和单位产品能耗，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改进能源的开发、加工、转换、输

送、储存和供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国家鼓励、支持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第八条 国家鼓励、支持节能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和推广，促进节能技术创新与进步。 

    国家开展节能宣传和教育，将节能知识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普及节能科学知识，增强全民的节能意识，

提倡节约型的消费方式。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履行节能义务，有权检举浪费能源的行为。 

    新闻媒体应当宣传节能法律、法规和政策，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第十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主管全国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

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的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的指导。 

    第二章 节能管理 

    第十一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部署、协调、监督、检查、推

动节能工作。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节能法律、

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 

    履行节能监督管理职责不得向监督管理对象收取费用。 

    第十三条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法组织制定并适时修订有关节能的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建立健全节能标准体系。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强制性的用能产品、设备能源

效率标准和生产过程中耗能高的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 

    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节能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严于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地方节能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报经国务院批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建筑节能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发布。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地方

建筑节能标准，并报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建设单位不得

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政府投资项目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依法负责项目审批的机关

不得批准建设。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 国家对落后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实行淘汰制度。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生

产工艺的目录和实施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 

    生产过程中耗能高的产品的生产单位，应当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对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

的生产单位，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限期治理。 

    对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第十七条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禁止使

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生产工艺。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761 页 共 3277 页 

    第十八条 国家对家用电器等使用面广、耗能量大的用能产品，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实行能源效率标识

管理的产品目录和实施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十九条 生产者和进口商应当对列入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管理产品目录的用能产品标注能源效率标识，在产

品包装物上或者说明书中予以说明，并按照规定报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共同授权

的机构备案。 

    生产者和进口商应当对其标注的能源效率标识及相关信息的准确性负责。禁止销售应当标注而未标注能源效

率标识的产品。 

    禁止伪造、冒用能源效率标识或者利用能源效率标识进行虚假宣传。 

    第二十条 用能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可以根据自愿原则，按照国家有关节能产品认证的规定，向经国务

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从事节能产品认证的机构提出节能产品认证申请；经认证合格后，取得节能产品认

证证书，可以在用能产品或者其包装物上使用节能产品认证标志。 

    禁止使用伪造的节能产品认证标志或者冒用节能产品认证标志。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能源统计制度，完善能源统

计指标体系，改进和规范能源统计方法，确保能源统计数据真实、完整。 

    国务院统计部门会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主要耗能行业

的能源消费和节能情况等信息。 

    第二十二条 国家鼓励节能服务机构的发展，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

认证等服务。 

    国家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知识宣传和节能技术培训，提供节能信息、节能示范和其他公益性节能服务。 

    第二十三条 国家鼓励行业协会在行业节能规划、节能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节能技术推广、能源消费统计、

节能宣传培训和信息咨询等方面发挥作用。 

    第三章 合理使用与节约能源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十四条 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合理用能的原则，加强节能管理，制定并实施节能计划和节能技术措施，

降低能源消耗。 

    第二十五条 用能单位应当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对节能工作取得成绩的集体、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十六条 用能单位应当定期开展节能教育和岗位节能培训。 

    第二十七条 用能单位应当加强能源计量管理，按照规定配备和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能源计量器具。 

    用能单位应当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和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制度，对各类能源的消费实行分类计量和统计，并确保

能源消费统计数据真实、完整。 

    第二十八条 能源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向本单位职工无偿提供能源。任何单位不得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 

    第二节 工业节能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推进能源资源优化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推进有利于节

能的行业结构调整，优化用能结构和企业布局。 

    第三十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

化工、煤炭等主要耗能行业的节能技术政策，推动企业节能技术改造。 

    第三十一条 国家鼓励工业企业采用高效、节能的电动机、锅炉、窑炉、风机、泵类等设备，采用热电联产、

余热余压利用、洁净煤以及先进的用能监测和控制等技术。 

    第三十二条 电网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发电调度管理的规定，安排清洁、高效和符合规

定的热电联产、利用余热余压发电的机组以及其他符合资源综合利用规定的发电机组与电网并网运行，上网电价执

行国家有关规定。 

    第三十三条 禁止新建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燃煤发电机组、燃油发电机组和燃煤热电机组。 

    第三节 建筑节能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节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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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节能规划应当包括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 

    第三十五条 建筑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当遵守建筑节能标准。 

    不符合建筑节能标准的建筑工程，建设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开工建设；已经开工建设的，应当责令停止施工、

限期改正；已经建成的，不得销售或者使用。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在建建筑工程执行建筑节能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房屋时，应当向购买人明示所售房屋的节能措施、保温工程保修期等信

息，在房屋买卖合同、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中载明，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第三十七条 使用空调采暖、制冷的公共建筑应当实行室内温度控制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制定。 

    第三十八条 国家采取措施，对实行集中供热的建筑分步骤实行供热分户计量、按照用热量收费的制度。新

建建筑或者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应当按照规定安装用热计量装置、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和供热系统调控装置。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城市节约用电管理，严格控制公用设施和大型建

筑物装饰性景观照明的能耗。 

    第四十条 国家鼓励在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等节能建筑材料和节能设备，安装

和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 

    第四节 交通运输节能 

    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全国交通运输相关领域的节能监督管理工

作。 

    国务院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分别制定相关领域的节能规划。 

    第四十二条 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指导、促进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协调发展和有效衔接，优化交通运输结构，

建设节能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完善公共交通服

务体系，鼓励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鼓励使用非机动交通工具出行。 

    第四十四条 国务院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交通运输组织管理，引导道路、水路、航空运输企业提

高运输组织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四十五条 国家鼓励开发、生产、使用节能环保型汽车、摩托车、铁路机车车辆、船舶和其他交通运输工

具，实行老旧交通运输工具的报废、更新制度。 

    国家鼓励开发和推广应用交通运输工具使用的清洁燃料、石油替代燃料。 

    第四十六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交通运输营运车船的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不得用于营运。 

    国务院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交通运输营运车船燃料消耗检测的监督管理。 

    第五节 公共机构节能 

    第四十七条 公共机构应当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带头使用节能产品、设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本法所称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第四十八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制定和组织

实施本级公共机构节能规划。公共机构节能规划应当包括公共机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 

    第四十九条 公共机构应当制定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加强能源消费计量和监测管理，向本级人民政府

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报送上年度的能源消费状况报告。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制定本级公

共机构的能源消耗定额，财政部门根据该定额制定能源消耗支出标准。 

    第五十条 公共机构应当加强本单位用能系统管理，保证用能系统的运行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公共机构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能源审计，并根据能源审计结果采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措施。 

    第五十一条 公共机构采购用能产品、设备，应当优先采购列入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中的产品、设

备。禁止采购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 

    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六节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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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二条 国家加强对重点用能单位的节能管理。 

    下列用能单位为重点用能单位： 

    （一）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一万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指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五

千吨以上不满一万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五十三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每年向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报送上年度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利用状况

包括能源消费情况、能源利用效率、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节能效益分析、节能措施等内容。 

    第五十四条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进行审查。对节能管理制度

不健全、节能措施不落实、能源利用效率低的重点用能单位，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开展现场调查，组织实施用

能设备能源效率检测，责令实施能源审计，并提出书面整改要求，限期整改。 

    第五十五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设立能源管理岗位，在具有节能专业知识、实际经验以及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的人员中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能源管理负责人负责组织对本单位用能状况进行分析、评价，组织编写本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提出本单

位节能工作的改进措施并组织实施。 

    能源管理负责人应当接受节能培训。 

    第四章 节能技术进步 

    第五十六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科技主管部门发布节能技术政策大纲，指导节能技术研

究、开发和推广应用。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节能技术研究开发作为政府科技投入的重点领域，支持科研单位

和企业开展节能技术应用研究，制定节能标准，开发节能共性和关键技术，促进节能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第五十八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节能技术、节能产品的推广目录，

引导用能单位和个人使用先进的节能技术、节能产品。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实施重大节能科研项目、节能示范项目、重点节能工程。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原则，加强农业

和农村节能工作，增加对农业和农村节能技术、节能产品推广应用的资金投入。 

    农业、科技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支持、推广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储运等方面应用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

鼓励更新和淘汰高耗能的农业机械和渔业船舶。 

    国家鼓励、支持在农村大力发展沼气，推广生物质能、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按照科学规划、

有序开发的原则发展小型水力发电，推广节能型的农村住宅和炉灶等，鼓励利用非耕地种植能源植物，大力发展薪

炭林等能源林。 

    第五章 激励措施 

    第六十条 中央财政和省级地方财政安排节能专项资金，支持节能技术研究开发、节能技术和产品的示范与

推广、重点节能工程的实施、节能宣传培训、信息服务和表彰奖励等。 

    第六十一条 国家对生产、使用列入本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推广目录的需要支持的节能技术、节能产品，实

行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 

    国家通过财政补贴支持节能照明器具等节能产品的推广和使用。 

    第六十二条 国家实行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的税收政策，健全能源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促进能源资源的

节约及其开采利用水平的提高。 

    第六十三条 国家运用税收等政策，鼓励先进节能技术、设备的进口，控制在生产过程中耗能高、污染重的

产品的出口。 

    第六十四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应当优先列入取得节

能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设备。 

    第六十五条 国家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节能项目的信贷支持，为符合条件的节能技术研究开发、节能产品生

产以及节能技术改造等项目提供优惠贷款。 

    国家推动和引导社会有关方面加大对节能的资金投入，加快节能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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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六条 国家实行有利于节能的价格政策，引导用能单位和个人节能。 

    国家运用财税、价格等政策，支持推广电力需求侧管理、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自愿协议等节能办法。 

    国家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季节性电价、可中断负荷电价制度，鼓励电力用户合理调整用电负荷；对钢铁、有

色金属、建材、化工和其他主要耗能行业的企业，分淘汰、限制、允许和鼓励类实行差别电价政策。 

    第六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节能管理、节能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中有显著成绩以及检举严重浪费能

源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八条 负责审批政府投资项目的机关违反本法规定，对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予以批准建设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由管理

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管理节

能工作的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第六十九条 生产、进口、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的，使用伪造的节能产品认证标志或者冒用

节能产品认证标志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处罚。 

    第七十条 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

止生产、进口、销售，没收违法生产、进口、销售的用能产品、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七十一条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国

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

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第七十二条 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情节严重，经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者没有达到治

理要求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标注能源效率标识而未标注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三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未办理能源效率标识备案，或者使用的能源效率标识不符合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伪造、冒用能源效率标识或者利用能源效率标识进行虚假宣传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七十四条 用能单位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能源计量器具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五条 瞒报、伪造、篡改能源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能源统计数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的规定处罚。 

    第七十六条 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由管理节能工

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八条 电网企业未按照本法规定安排符合规定的热电联产和利用余热余压发电的机组与电网并网运

行，或者未执行国家有关上网电价规定的，由国家电力监管机构责令改正；造成发电企业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第七十九条 建设单位违反建筑节能标准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违反建筑节能标准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法规定，在销售房屋时未向购买人明示所售房屋的节能措施、保温工程保

修期等信息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以上信息作虚假

宣传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一条 公共机构采购用能产品、设备，未优先采购列入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中的产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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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采购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的，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第八十二条 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三条 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

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四条 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节能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八十七条 本法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三节 建筑节能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节能规划。

建筑节能规划应当包括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 

     第三十五条 建筑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当遵守建筑节能标准。 

     不符合建筑节能标准的建筑工程，建设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开工建设；已经开工建设的，应当责令停止施工、

限期改正；已经建成的，不得销售或者使用。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在建建筑工程执行建筑节能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房屋时，应当向购买人明示所售房屋的节能措施、保温工程保修期等信

息，在房屋买卖合同、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中载明，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第三十七条 使用空调采暖、制冷的公共建筑应当实行室内温度控制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制定。 

     第三十八条 国家采取措施，对实行集中供热的建筑分步骤实行供热分户计量、按照用热量收费的制度。新

建建筑或者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应当按照规定安装用热计量装置、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和供热系统调控装置。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城市节约用电管理，严格控制公用设施和大型建

筑物装饰性景观照明的能耗。 

     第四十条 国家鼓励在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等节能建筑材料和节能设备，安装

和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八条 负责审批或者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机关违反本法规定，对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予以

批准或者核准建设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由管理

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管理节

能工作的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第七十六条 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九条 建设单位违反建筑节能标准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违反建筑节能标准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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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法规定，在销售房屋时未向购买人明示所售房屋的节能措施、保温工程保

修期等信息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以上信息作虚假

宣传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节能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8.3.99）《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2002-09-27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29 号，2013 年

7 月 27 日江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2018 年 5 月 31 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正） 

http://zxft.lepingshi.gov.cn/art/2018/5/15/art_78_30067.html   2002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18/2/5/art_5006_403243.html  2002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dfrd/jiangxi/2013-08/19/content_1803320.htm  2013 

http://jxrd.jxnews.com.cn/system/2018/09/21/017135026.shtml 2018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 2002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2002 年 9 月 27 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自 200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保护环境，促进全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能源，是指煤炭、原油、天然气、电力、焦炭、煤气、热力、成品油、液化石油气、生

物质能和其他直接或者通过加工、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 

  本办法所称节能，是指加强用能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施，减

少从能源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的损失和浪费，更加有效、合理地利用能源。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能源开发、利用、管理及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的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节能监

督管理工作。 

  省、设区的市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设立的节能监察机构负责节能日常监察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计划、财政、统计、科学技术、建设、环保，以及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等有关部门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能源节约与能源开发并举，把能源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制定节能政

策，编制节能计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措施合理调整产业结构、能源供应和消费结构，推进节

能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鼓励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实行多能互补，提倡和推广使用清洁能源，促进国民经济向节能型

模式发展。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能宣传教育，普及节能科学知识，增强全民节能意识。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履行节能义务，有权检举浪费能源的行为。 

  对在节能及其科学技术研究、技术推广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节能管理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根据节能目标，定期部署、协调、检查、推动节能工

作，促进能源的合理利用。 

  第八条 禁止新建国家和省明令禁止的技术落后、能耗过高、严重浪费能源的工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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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现有的技术落后、能耗过高、严重浪费能源的工业项目加强监督检查，并督促其

采取技术措施，降低能耗。 

  第九条 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包括合理用能的专题论证或者节能篇(章)。 

  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的设计和建设，应当遵守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 

  达不到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项目，依法审批的机关不得批准建设；项目建成后，应当委托

具有法定资格的节能检测机构对项目的用能状况进行测试，达不到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验收部门

不得给予验收。 

  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 2000 吨标准煤以上，以及按规定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评估的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

其合理用能专题论证必须由具有法定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节能检测机构的资格认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制定公布本省推荐使用的用能产

品、设备名录和限期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名录，以及禁止建设的耗能高的工业项目名录。 

  第十一条 用能单位应当严格执行依法制定的单位产品及设备能耗限额。 

  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科学合理的原则，对生产过程中耗能较高的产品制定单位产品

能耗限额及主要用能设备能耗限额。 

  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可以根据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结合本省实际，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地方节能标准；

对尚未制定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应当按照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要求组织制定地方节能标准，并不断加以完

善和改进。 

  第十二条 企业可以根据自愿原则，按照国家和省用能产品节能质量认证的规定，向法定认证机构提出用

能产品节能质量认证申请；经认证合格后，取得节能质量认证证书和节能标识的使用权。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或者冒用节能产品的节能质量认证标识。 

  经认定合格的节能产品，在省内优先推广使用，并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 

  第十三条 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在 5000 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为省重点用能单位。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对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 3000 吨以上

5000 吨以下标准煤的用能单位可以参照重点用能单位进行管理。 

  第十四条 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可委托具

有法定资格的节能检测机构对其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测，被监测单位不得拒绝。 

  受委托进行监测的节能检测机构应当公正、客观、及时地向委托单位提供能耗的有关数据和监测分析报告，

并不得向被监测单位收费。 

  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节能检测机构进行监测所需费用由本级政府财政安排。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能源消费和利用状况的统计工作，

定期发布主要耗能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等状况的公报。 

  统计行政主管部门、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和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相互配合，建立科学的能源管理信息系统，

提高能源信息的利用率。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和统计行政主管部门，报送能源消费统计报表。 

第三章 合理用能 

  第十六条 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重大的节能技术改造示范项目、可再生能源和

新能源开发利用项目；帮助企业引进先进的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并示范推广；引导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采用先进的

节能工艺、技术、设备和材料以及现代管理方法；组织实施重大节能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方针，加强农村能源建设

和资源综合利用，鼓励开发利用沼气、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推广使用型煤和省柴节

煤炉灶。 

  第十八条 建筑物的设计和建造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用节能型的建筑结构、材料、器具和

产品，提高保温隔热和通风采光性能，降低采暖、制冷、照明、动力等设备的能耗，建设节能型建筑示范小区和工

程。 

  第十九条 生产、销售用能产品和使用用能设备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国家规定的期限内停止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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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停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并不得将淘汰的设备转让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 

  第二十条 生产用能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高性能材料，降低产品的使用能耗，

并在产品说明书和产品标识上如实注明能耗指标。 

  第二十一条 用能单位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的管理，建立节能工作责任制，制定能源消耗定额，实行能源

成本控制管理和奖罚制度，对节约能源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内部组织或者个人按照节约能源价值的一定比例给予奖

励。 

  用能单位应当对耗能设备操作人员进行节能教育，对主要耗能设备操作人员还应当实行岗前培训，未经培

训的不得上岗。 

  重点用能单位必须设立能源管理岗位。从事能源管理的人员应当具有节能专业知识或者中级以上专业技术

资格，并报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供能单位和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能源计量、统计管理，配备合格能源计量

器具，建立能源消耗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健全能源消费和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制度。能源计量器具必须按国家规定

定期校核。 

  第二十三条 生产、供应和使用能源的单位必须加强对能源使用的管理，按照国家规定计量和收费。不得

允许无偿使用能源或者实行包费制。 

第四章 节能保障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在基本建设、技术改造资金中安排一定数量的节能资金，专项用于支持

能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实际情况安排节能资金，用于支持能源的合理利

用以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节能资金每年安排量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年能源消费量计算，每吨标准煤不低于 0。5 元的标准。节能

资金的筹措、管理和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确定节能的重点，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推广资

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持科研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节能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建立和完善节能技

术服务体系，培育和规范节能技术市场，促进高新节能技术产品的产业化。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下列节能行为： 

  (一)实行集中供热、集中供冷、热电联产、热能梯级利用、热电冷以及热电煤气三联供的； 

  (二)在铸造、锻造、电镀、热处理等高能耗行业，实行专业化、规模化生产的； 

  (三)开发工业生产中余热、余压和放散可燃气体的回收利用技术的； 

  (四)利用可再生资源或者垃圾、余热、余压和放散可燃气体发电的； 

  (五)供电单位对用电负荷的低谷期和高峰期分时定价的，用电单位利用低谷期电力负荷合理利用能源的； 

  (六)发展和使用清洁燃料和节能型的汽车、船舶等交通工具的； 

  (七)建设节能型建筑和实施绿色照明工程的； 

  (八)其他开发、推广节能技术和利用新能源的。 

  第二十七条 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投资节能、能源综合利用项目和开发节能产品。对节能示范工程、节

能推广项目和效益显著的节能产品，按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享受政策优惠。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的设计和建设，不遵守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

设计规范，不进行节能评估或者项目建成后达不到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由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或者改正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投入使用。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节能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用能单位拒绝节能检测机构依法监测的； 

  (二)用能单位的用能设备经依法检测不合格的； 

  (三)节能检测机构不按照规定进行监测，以及提供虚假检验测试证明或者报告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单位允许无偿使用能源或者实行包费制的，由节能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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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拒绝、阻碍节能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节能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 2013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12 号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已由江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于 2013 年 7 月 27 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公布，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 年 7 月 27 日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 

  （2002 年 9 月 27 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2013 年 7 月 27 日江西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节能管理 

  第三章 合理使用与节约能源 

  第四章 节能技术进步与激励措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能源利用、节能管理和节能技术的开发、应用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节能工作应当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调节、科技推动、政策激励和社会参与的原则；坚持节约与发展

相互促进，实施节约与开发并举、节约优先的能源发展战略。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将节能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

划，建立节能工作协调机制，研究解决节能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全面部署、统筹推进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节能工作。 

  第五条 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制度。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科学、完整、统一的节能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将节能目标逐级分解落实到设区的

市、县级人民政府，逐级签订节能目标责任书，并进行年度考核。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节能指标完成情况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将其作为对下一级人民政

府及其负责人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监

督管理工作，负责节能综合协调，组织拟定并协调实施节能综合规划及政策措施，组织实施节能监察、考核以及本

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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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能源等部门以及管理机关事务工作

的机构根据各自的职能负责相关领域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会同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制定相关领域节能规划及

政策措施，并接受同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的指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技、财政、统计、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环境保护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做好相关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开展节能宣传和教育，通过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节能宣传周、

节能社区、节能家庭、志愿者服务等形式，普及节能科学知识，增强公众的节能意识，倡导并推行节约型的消费方

式。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宣传节能法律、法规、政策和节能知识，对浪费能源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履行节能的义务，有权检举浪费能源的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接受举报后及时调查核

实、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第二章 节能管理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和实施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和年度节能计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会同本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根据本行

政区域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和年度节能计划，编制本领域的节能规划和年度节能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条省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制定本省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指导、监督生产单位逐步淘汰落后的用能产品、

设备和生产工艺。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禁止使用国家明

令淘汰的用能设备、生产工艺。 

  第十一条省人民政府标准化主管部门可以会同省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制定生产

过程中耗能高的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地方标准和主要用能设备能源效率地方标准。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建筑节能地方标准。 

  鼓励企业与国际国内同行业先进企业能效指标进行对比分析，通过管理和技术等措施，达到更高能效水平。 

  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节能法律、

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并可以根据节能工作需要委托依法设立的节能监察机构

具体实施节能监察工作。 

  用能单位应当配合有关部门的节能监督检查，如实说明情况并提供相关材料。 

  第十三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包括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下同）实行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 

  第十四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按照项目设计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实行分类管理： 

  （一）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三千吨标准煤（电力折算系数按当量值，下同）以上，或者年电力消费量五百万

千瓦时以上，或者年石油消费量一千吨以上，或者年天然气消费量一百万立方米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当单

独编制节能评估报告书； 

  （二）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一千吨以上不满三千吨标准煤，或者年电力消费量二百万千瓦时以上不满五百万

千瓦时，或者年石油消费量五百吨以上不满一千吨，或者年天然气消费量五十万立方米以上不满一百万立方米的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应当单独编制节能评估报告表。 

  前款规定以外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当填写节能登记表。 

  第十五条建设单位应当委托社会节能评估机构编制节能评估报告书、节能评估报告表（以下统称节能评估

文件）。建设单位、节能评估文件的编制机构对节能评估文件的真实性负责。建设单位可以自行填写节能登记表，

并对节能登记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六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由其管理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进行节能评估审查。 

  建设单位应当在申报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时，同时报送项目节能评估文件或者项目节能登记表。 

  节能审查部门收到项目节能评估文件后，应当组织专家或者委托有关机构进行评审，形成评审意见，作为

节能审查的重要依据。 

  节能审查部门应当在收到节能评估报告书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或者收到节能评估报告表后十个工作日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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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节能审查意见；在收到节能登记表后五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备案。节能评估文件委托评审的时间不计算在规定的

审查期限内。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不予通过： 

  （一）用能产品、设备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 

  （二）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的； 

  （三）单位产品能耗超过国家、行业或者地方限额标准的； 

  （四）不符合国家和省人民政府其他节能规定的。 

  未依法进行节能审查或者未通过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依法负责项目审批或者核准的部门不得审

批或者核准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能源统计制度，完善能源统计指标

和监测体系，改进和规范能源统计方法，确保能源统计数据真实、完整。 

  省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应当会同省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及有关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设区的市以及

主要耗能行业的节能情况信息。 

  第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加快节能服务体系建设，建立统一

的节能公共服务平台，公布节能政策法规、节能标准和节能技术、节能产品的推广目录，发布节能新产品、节能新

技术信息，促进节能信息资源共享，为社会提供节能指导和服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节能咨询专家库，为制定节能政策提供智

力支持，为实施节能工程和项目提供服务。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促进各类节能服务机构发展，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咨询、设

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知识宣传和技术培训，提供节能信息、节能示范

和其他公益性节能服务。 

  节能服务机构应当依法从事节能服务活动，提高服务质量，保证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 

  鼓励节能服务机构通过与用能单位签订节能服务合同，为用能单位提供节能诊断、融资、改造等服务，并

按照合同约定，与用能单位分享节能收益。 

  第三章 合理使用与节约能源 

  第二十一条 用能单位应当采取下列措施，控制新增能耗，降低能源消耗，有效、合理地利用能源，防止

能源浪费： 

  （一）制定并实施节能计划和节能技术措施； 

  （二）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奖惩制度； 

  （三）加强能源消耗定额管理，实行能源成本控制管理； 

  （四）建立健全能源计量、检测管理制度，按照规定配备和使用能源计量器具，保证能源计量数据的准确

和可追溯； 

  （五）建立月度能源消费统计台账和能源利用情况分析制度； 

  （六）定期开展节能教育和岗位节能培训。 

  第二十二条能源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向本单位职工及其他用户无偿或者低于政府定价、市场价提供能源，不

得向本单位职工按照能源消费量给予补贴。 

  任何单位不得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加强对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的监

督管理和跟踪指导。 

  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五千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为重点用能单位。重点用能单位具体名单，由省人民

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征求同级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后，会同同级统计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 

  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三千吨以上不满五千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参照重点用能单位进行管理。 

  第二十四条重点用能单位应当制订年度节能计划，建立严格的节能管理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并在每年三月底前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报送上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同时抄

报同级行业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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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行业主管部门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能源利用状况

报告进行审查。对节能管理制度不健全、节能措施不落实、能源利用效率低的重点用能单位，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

应当会同同级行业主管部门开展现场调查，组织实施用能设备能源效率检测，责令实施能源审计，并提出书面整改

要求，限期整改。 

  第二十五条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开展能源审计，并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

门报送能源审计报告，同时抄报同级行业主管部门。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行业主管部门对重点用能单

位报送的能源审计报告进行审核。能源审计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查阅用能系统、设备台账资料，检查节能设计标准的执行情况； 

  （二）核对能源消耗计量记录和财务账单，评估分类与分项的能耗； 

  （三）检查用能系统、设备的运行状况； 

  （四）审查能源计量器具的运行情况，检查能耗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五）审查能源消耗定额执行情况； 

  （六）查找存在节能潜力的用能环节，提出合理使用能源的建议；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六条重点用能单位应当设立能源管理岗位，确定能源管理人员，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聘任能源管

理负责人，报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负责人和能源管

理人员应当接受节能培训。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能源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加强对工业企业节能工

作的指导和监督，建立和完善工业行业能源消耗标准，加快推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煤炭、电力、石油

石化等主要耗能行业结构调整和节能技术改造，推广应用工业节能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和新产品，淘汰落后产

能。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推进电力需求侧管理，引导用户改进用

电方式，推广应用高效节能技术，提高电能使用效率。 

  电网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并网技术标准，加强电网建设，提高吸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能力，优先全额

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为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提供接入、计量、结算等上网服务。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相关规定，推广应用建筑节能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能源主管部门应当推广应用可再生能源建筑利用技术，实施太阳能、

风能屋顶工程。 

  鼓励单位、个人对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改造使用节能门窗、新型墙体材料等节能建筑材料，采用节能型的

建筑结构、产品，提高保温隔热和通风采光性能，降低采暖、制冷、照明、动力等设备的能耗；因地制宜实施屋顶

绿化。 

  第三十条 建筑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等单位应当遵守建筑节能标准。 

  建筑工程规划设计方案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施工图设计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不得出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建设主

管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应当对民用建筑是否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查验，

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不得出具竣工验收合格报告，建设主管部门不得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控制道路、广场、公园、公共绿地等公用设施、公共场所

的照明和大型建筑物装饰性景观照明用电能耗。 

  公用设施、公共场所的照明和大型建筑物装饰性景观照明及其控制系统应当优先使用节电技术、节能产品

和新能源。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轨道交通，推广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科学规划调

整公共交通线路布局，优化城市道路网络系统，完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鼓励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鼓励使用非

机动、节能环保和新能源动力交通工具。 

  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营运车船燃料消耗检测的监督管理，依法实施

营运车船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严格准入制度；加强交通运输组织管理，提高运输组织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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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企业提高用能效率，加快淘汰、更新高耗能的老旧营运车船。加快现有交通车船、装卸设备、收费系统、隧道

照明节能改造、升级。 

  交通运输单位应当制定并实施节能计划和节能措施，建立和完善节能管理制度，根据生产过程中运量、运

力、施工作业等多种因素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生产计划，提高交通用能设备的使用效率。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对本级公共机构实行能源

消耗定额管理，制定并组织实施本级公共机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督促本级公共机构按照规定开展能源审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优先将取得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设备列入政府采购目

录。公共机构采购用能产品、设备时，应当优先采购列入目录中的节能产品、设备。 

  公共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节能运行管理制度和用能系统操作规程，制定节电、节油等年度节能目标和

实施方案，加强能源消费计量和监测管理，使用节能产品、设备，利用电视电话会议、无纸化办公等现代化手段，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和农村节能工作的指导，加快淘汰和更新高耗

能的农业机械、设备和渔船，推广农业生产以及农产品加工、储藏和运输等环节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的应用。鼓励

发展农村户用沼气，优先发展集中供气和大中型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推广使用生活节能设备，因地制宜推进农村

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 

  第三十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城乡居民生活节能，提倡节约型的用能消费方式，鼓励城乡居民使用节

能家电、照明产品、交通运输工具，降低能源消耗。 

  第四章 节能技术进步与激励措施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节能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作为扶持的重点领域，鼓励、支持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企业、个人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节能新技术、新能源、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鼓励和支持开展节能信息和技术交流与合作。 

  第三十八条省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组织实施本省重大节能科研项目、节能

示范项目、重点节能工程。 

  第三十九条省人民政府应当设立节能专项资金，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安排节能

专项资金，支持节能产品技术研究开发、示范、推广和重点节能工程的实施、节能宣传培训、信息服务和表彰奖励

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能专项资金的审计和监督，提高节能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第四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财政补贴、价格调控、税收优惠、政府优先采购等

方式，鼓励和支持下列节能活动： 

  （一）推广、使用节能照明器具等节能产品和新能源、节能环保交通运输工具； 

  （二）生产、使用高效节能的电动机、锅炉、窑炉、风机、泵类等用能设备和生产工艺； 

  （三）推广、使用锂电池等高效能源转换、存储技术和产品； 

  （四）采用热电联产、利用余热余压、洁净煤以及先进的用能监测和控制技术； 

  （五）开发利用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 

  （六）在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工程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使用节能建筑材料、技术和产品； 

  （七）对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能源化综合利用； 

  （八）节能服务机构按照市场机制参与企业节能技术改造和用能管理； 

  （九）国家和本省确定的其他节能活动。 

  第四十一条鼓励金融机构优先为符合条件的节能技术研究开发、节能产品生产以及节能技术改造等项目提

供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拓宽担保范围，提高服务效率，为节能服务机构提供项目融资等金融服

务。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节能领域，促进节能技术改造。 

  第四十二条实行居民生活用电阶梯价格；完善电力峰谷分时电价制度，鼓励电力用户合理调整用电负荷；

对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和其他主要耗能行业的企业，分淘汰、限制、允许和鼓励类实施差别电价政策。 

  第四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节能管理、节能技术研究、推广和节能产品开发等工作中有显著成

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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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能单位对节约能源取得显著成绩的集体和个人，可以从节约能源价值中按照一定比例给予奖励，企业单

位用于本单位的节能奖励资金可以计入成本费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建设单位提供虚假信息，致使节能评估文件或者节能登记表严重失

实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审查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单位开工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未进行节能审查或

者未通过节能审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审查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整改；已经建成的，责令停止生产、

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节能审查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

限责令关闭。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节能监督管理工作中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节能评估报告予以审查通过的； 

  （二）对未依法进行节能审查或者未通过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予以审批或者核准的； 

  （三）不依法实施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的； 

  （四）违反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规定的； 

  （五）对违法用能行为的举报、投诉不依法处理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2018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 

 (2002 年 9 月 27 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2013 年 7 月 27 日江西省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2018 年 5 月 31 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节能管理 

  第三章 合理使用与节约能源 

  第四章 节能技术进步与激励措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能源利用、节能管理和节能技术的开发、应用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节能工作应当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调节、科技推动、政策激励和社会参与的原则；坚持节约与发

展相互促进，实施节约与开发并举、节约优先的能源发展战略。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将节能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

计划，建立节能工作协调机制，研究解决节能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全面部署、统筹推进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节能工作。 

  第五条 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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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科学、完整、统一的节能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将节能目标逐级分解落实到设区的

市、县级人民政府,并进行年度考核。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节能指标完成情况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将其作为对下一级人民政

府及其负责人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

监督管理工作，负责节能综合协调，组织拟定并协调实施节能综合规划及政策措施，组织实施节能监察、考核以及

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能源等部门以及管理机关事务工作

的机构根据各自的职能负责相关领域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会同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制定相关领域节能规划及

政策措施，并接受同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的指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技、财政、统计、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环境保护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做好相关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开展节能宣传和教育，通过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节能宣传

周、节能社区、节能家庭、志愿者服务等形式，普及节能科学知识，增强公众的节能意识，倡导并推行节约型的消

费方式。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宣传节能法律、法规、政策和节能知识，对浪费能源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履行节能的义务，有权检举浪费能源的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接受举报后及时调查核

实、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二章 节能管理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和实施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和年度节能计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会同本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根据本行

政区域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和年度节能计划，编制本领域的节能规划和年度节能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制定本省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指导、监督生产单位逐步淘汰落后的用能产品、

设备和生产工艺。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禁止使用国家明

令淘汰的用能设备、生产工艺。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标准化主管部门可以会同省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制定生产

过程中耗能高的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地方标准和主要用能设备能源效率地方标准。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建筑节能地方标准。 

  鼓励企业与国际国内同行业先进企业能效指标进行对比分析，通过管理和技术等措施，达到更高能效水平。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节能法律、

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并可以根据节能工作需要委托依法设立的节能监察机构

具体实施节能监察工作。 

  用能单位应当配合有关部门的节能监督检查，如实说明情况并提供相关材料。 

  第十三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行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建设单位不

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政府投资项目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依法负责项目审批的机关

不得批准建设。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能源统计制度，完善能源统计指

标和监测体系，改进和规范能源统计方法，确保能源统计数据真实、完整。 

  省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应当会同省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及有关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设区的市以及

主要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和节能情况等信息。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加快节能服务体系建设，建立统

一的节能公共服务平台，公布节能政策法规、节能标准和节能技术、节能产品的推广目录，发布节能新产品、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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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信息，促进节能信息资源共享，为社会提供节能指导和服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节能咨询专家库，为制定节能政策提供智

力支持，为实施节能工程和项目提供服务。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促进各类节能服务机构发展，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咨询、

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知识宣传和技术培训，提供节能信息、节能示

范和其他公益性节能服务。 

  节能服务机构应当依法从事节能服务活动，提高服务质量，保证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 

  鼓励节能服务机构通过与用能单位签订节能服务合同，为用能单位提供节能诊断、融资、改造等服务，并

按照合同约定，与用能单位分享节能收益。 

  第三章 合理使用与节约能源 

  第十七条 用能单位应当采取下列措施，控制新增能耗，降低能源消耗，有效、合理地利用能源，防止能

源浪费： 

  (一)制定并实施节能计划和节能技术措施； 

  (二)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奖惩制度； 

  (三)加强能源消耗定额管理，实行能源成本控制管理； 

  (四)建立健全能源计量、检测管理制度，按照规定配备和使用能源计量器具，保证能源计量数据的准确和

可追溯； 

  (五)建立月度能源消费统计台账和能源利用情况分析制度； 

  (六)定期开展节能教育和岗位节能培训。 

  第十八条 能源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向本单位职工及其他用户无偿或者低于政府定价、市场价提供能源，不

得向本单位职工按照能源消费量给予补贴。 

  任何单位不得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加强对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的监督

管理和跟踪指导。 

  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五千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为重点用能单位。重点用能单位具体名单，由省人民

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征求同级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后，会同同级统计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 

  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三千吨以上不满五千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参照重点用能单位进行管理。 

  第二十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制订年度节能计划，建立严格的节能管理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并在每年三月底前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报送上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同时抄

报同级行业主管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行业主管部门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能源利用状况

报告进行审查。对节能管理制度不健全、节能措施不落实、能源利用效率低的重点用能单位，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

应当会同同级行业主管部门开展现场调查，组织实施用能设备能源效率检测，责令实施能源审计，并提出书面整改

要求，限期整改。 

  第二十一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开展能源审计，并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报送能源审计报告，同时抄报同级行业主管部门。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行业主管部门对重点用能

单位报送的能源审计报告进行审核。能源审计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查阅用能系统、设备台账资料，检查节能设计标准的执行情况； 

  (二)核对能源消耗计量记录和财务账单，评估分类与分项的能耗； 

  (三)检查用能系统、设备的运行状况； 

  (四)审查能源计量器具的运行情况，检查能耗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五)审查能源消耗定额执行情况； 

  (六)查找存在节能潜力的用能环节，提出合理使用能源的建议；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二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设立能源管理岗位，确定能源管理人员，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聘任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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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负责人，报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负责人和能源

管理人员应当接受节能培训。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能源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加强对工业企业节能

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建立和完善工业行业能源消耗标准，加快推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煤炭、电力、石

油石化等主要耗能行业结构调整和节能技术改造，推广应用工业节能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和新产品，淘汰落后

产能。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推进电力需求侧管理，引导用户改进

用电方式，推广应用高效节能技术，提高电能使用效率。 

  电网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并网技术标准，加强电网建设，提高吸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能力，优先全额

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为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提供接入、计量、结算等上网服务。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相关规定，推广应用建筑节能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能源主管部门应当推广应用可再生能源建筑利用技术，实施太阳能、

风能屋顶工程。 

  鼓励单位、个人对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改造使用节能门窗、新型墙体材料等节能建筑材料，采用节能型的

建筑结构、产品，提高保温隔热和通风采光性能，降低采暖、制冷、照明、动力等设备的能耗；因地制宜实施屋顶

绿化。 

  第二十六条 建筑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等单位应当遵守建筑节能标准。 

  建筑工程规划设计方案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施工图设计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不得出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建设主

管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应当对民用建筑是否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查验，

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不得出具竣工验收合格报告，建设主管部门不得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控制道路、广场、公园、公共绿地等公用设施、公共场

所的照明和大型建筑物装饰性景观照明用电能耗。 

  公用设施、公共场所的照明和大型建筑物装饰性景观照明及其控制系统应当优先使用节电技术、节能产品

和新能源。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轨道交通，推广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科学规划

调整公共交通线路布局，优化城市道路网络系统，完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鼓励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鼓励使用

非机动、节能环保和新能源动力交通工具。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营运车船燃料消耗检测的监督管理，依法实

施营运车船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严格准入制度；加强交通运输组织管理，提高运输组织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引

导运输企业提高用能效率，加快淘汰、更新高耗能的老旧营运车船。加快现有交通车船、装卸设备、收费系统、隧

道照明节能改造、升级。 

  交通运输单位应当制定并实施节能计划和节能措施，建立和完善节能管理制度，根据生产过程中运量、运

力、施工作业等多种因素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生产计划，提高交通用能设备的使用效率。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对本级公共机构实行能源消

耗定额管理，制定并组织实施本级公共机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督促本级公共机构按照规定开展能源审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优先将取得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设备列入政府采购目

录。公共机构采购用能产品、设备时，应当优先采购列入目录中的节能产品、设备。 

  公共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节能运行管理制度和用能系统操作规程，制定节电、节油等年度节能目标和

实施方案，加强能源消费计量和监测管理，使用节能产品、设备，利用电视电话会议、无纸化办公等现代化手段，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和农村节能工作的指导，加快淘汰和更新高

耗能的农业机械、设备和渔船，推广农业生产以及农产品加工、储藏和运输等环节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的应用。鼓

励发展农村户用沼气，优先发展集中供气和大中型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推广使用生活节能设备，因地制宜推进农

村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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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城乡居民生活节能，提倡节约型的用能消费方式，鼓励城乡居民使用

节能家电、照明产品、交通运输工具，降低能源消耗。 

  第四章 节能技术进步与激励措施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节能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作为扶持的重点领域，鼓励、支持科研机

构、高等院校、企业、个人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节能新技术、新能源、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鼓励和支持开展节能信息和技术交流与合作。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组织实施本省重大节能科研项目、节

能示范项目、重点节能工程。 

  第三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设立节能专项资金，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安排节

能专项资金，支持节能产品技术研究开发、示范、推广和重点节能工程的实施、节能宣传培训、信息服务和表彰奖

励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能专项资金的审计和监督，提高节能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财政补贴、价格调控、税收优惠、政府优先采

购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下列节能活动： 

  (一)推广、使用节能照明器具等节能产品和新能源、节能环保交通运输工具； 

  (二)生产、使用高效节能的电动机、锅炉、窑炉、风机、泵类等用能设备和生产工艺； 

  (三)推广、使用锂电池等高效能源转换、存储技术和产品； 

  (四)采用热电联产、利用余热余压、洁净煤以及先进的用能监测和控制技术； 

  (五)开发利用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 

  (六)在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工程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使用节能建筑材料、技术和产品； 

  (七)对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能源化综合利用； 

  (八)节能服务机构按照市场机制参与企业节能技术改造和用能管理； 

  (九)国家和本省确定的其他节能活动。 

  第三十七条 鼓励金融机构优先为符合条件的节能技术研究开发、节能产品生产以及节能技术改造等项目

提供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拓宽担保范围，提高服务效率，为节能服务机构提供项目融资等金融

服务。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节能领域，促进节能技术改造。 

  第三十八条 实行居民生活用电阶梯价格；完善电力峰谷分时电价制度，鼓励电力用户合理调整用电负荷；

对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和其他主要耗能行业的企业，分淘汰、限制、允许和鼓励类实施差别电价政策。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节能管理、节能技术研究、推广和节能产品开发等工作中有显著

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用能单位对节约能源取得显著成绩的集体和个人，可以从节约能源价值中按照一定比例给予奖励，企业单

位用于本单位的节能奖励资金可以计入成本费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负责审批政府投资项目的机关对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予以

批准建设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改造的生

产性项目，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节能监督管理工作中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节能评估报告予以审查通过的； 

  (二)对未依法进行节能审查或者未通过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予以审批或者核准的； 

  (三)不依法实施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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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违反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规定的； 

  (五)对违法用能行为的举报、投诉不依法处理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8.3.100）《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建设部令第 7 号 2010 年 12 月 01 日） 

http://www.gov.cn/flfg/2010-12/16/content_1767209.htm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101/t20110126_202200.html  

http://www.cdguihuaju.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75&id=675  

http://zjt.hunan.gov.cn/xxgk/zcfg/dfxfg/201506/t20150626_3121536.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 7 号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已经第 64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姜伟新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一日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和审批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审批，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规划行政许可、实施规划管理的依据。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划拨、出让应当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 

  第四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管理经费应当按照《城乡规划法》第六条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经依法批准并公布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服从规划管理，并有权就涉及

其利害关系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查询。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或者控告违反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行为。 

第二章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 

  第六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城市、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其

他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第七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镇人民政府（以下统称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

当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等级的规划编制单位承担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具体编制工作。 

  第八条 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综合考虑当地资源条件、环境状况、历史文化遗产、公共安全以及土

地权属等因素，满足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的需要，妥善处理近期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第九条 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据经批准的城市、镇总体规划，遵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采

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资料。 

  第十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一）土地使用性质及其兼容性等用地功能控制要求； 

  （二）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绿地率等用地指标； 

  （三）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安全设施的用地规模、范围及具体控制要求，地下管线控制要求； 

  （四）基础设施用地的控制界线（黄线）、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绿线）、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

护范围界线（紫线）、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地域界线（蓝线）等“四线”及控制要求。 

  第十一条 编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结合城市空间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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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要求，以及社区边界、城乡建设要求等，将建设地区划分为若干规划控制单元，组织编制单元规划。 

  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或者减少控制要求和指标。规模较小的建制镇的控制性详

细规划，可以与镇总体规划编制相结合，提出规划控制要求和指标。 

  第十二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编制完成后，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控制性详细规划草

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 30 日。公告的时间、地点及公众提交意见的期限、方式，应当在政府信息网站以及

当地主要新闻媒体上公告。 

  第十三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制订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计划，分期、分批地编制控制

性详细规划。 

  中心区、旧城改造地区、近期建设地区，以及拟进行土地储备或者土地出让的地区，应当优先编制控制性

详细规划。 

  第十四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成果由文本、图表、说明书以及各种必要的技术研究资料构成。文本和图

表的内容应当一致，并作为规划管理的法定依据。 

第三章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审批 

  第十五条 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

政府备案。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

人民政府备案。其他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镇人民政府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 

  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应当采用纸质及电子文档形式备案。 

  第十六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召开由有关部门和专家参加的审查会。审查通过后，组

织编制机关应当将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审查意见、公众意见及处理结果报审批机关。 

  第十七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自批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信息网站以及当地主要新闻媒体

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布。 

  第十八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控制性详细规划档案管理制度，逐步建立控制性详细规

划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 

  第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动态维护制度，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控制性详细规

划进行评估和维护。 

  第二十条 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

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 

  （二）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采用多种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应当组

织听证； 

  （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提出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建议，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

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 

  （四）修改后应当按法定程序审查报批。报批材料中应当附具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及处理结果。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各地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和编制技术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8.3.101）《关于加强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建筑节能审查工作的通知》（2004 年 10 月 12 日 建科[2004]174 号）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8476.html 

http://www.mohurd.gov.cn/ztbd/jnsdxzzhggjz_0/zdwjhb_0/ygfzjnsdxzzhggjzdyjbgjztwz_0/index.html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fggz/315128/index.shtml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计划单列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建筑节能是贯彻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全面推进建筑节能，有利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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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功能、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和工作水平，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建筑业技术进步和节能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为认真贯彻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政府机构节能和建筑节能的批示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

动的通知》（国办发[2004]30 号）的精神，监督民用建筑工程项目执行建筑节能标准，确保节能建筑的设计施工质

量，促进建筑节能工作全面深入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以及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节能篇（章）”编制及评估的规定》(计交能[1997]2542 号)，现就加

强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建筑节能审查工作通知如下： 

  一、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建筑节能审查是提高新建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的重要保障。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要将建筑节能审查切实作为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重要内容，保证节能标准的强制性条文真正落到实处。 

  二、施工图审查机构要审查受审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和热工计算书是否满足与本地区气候区域对应的《民用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26-95）、《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2001）、《夏

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2003）中的强制性条文和当地的强制性标准的规定。审查合格的工程项

目，需在项目受管辖的建筑节能办公室进行告知性备案，并由其发给统一格式的《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登记

表》（附后）。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本行政区域内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建筑节能审

查工作。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依照建设部《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做

好民用建筑工程项目施工设计中执行建筑节能标准的管理工作。 

  四、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建筑节能重要部位专项检查工作，重点对建筑物的围护结构（含墙体、

屋面、门窗等）供热采暖或制冷系统在主体完工、竣工验收两个阶段及时进行单项检查，以判定工程项目的新型墙

体材料使用情况、屋面保温情况、门窗热工性能、供热采暖、制冷系统的热效率和管道保温情况等。 

  五、对施工图审查合格并在项目受管辖的建筑节能办公室进行备案的工程项目，根据“关于实施《夏热冬

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建科[2001]239 号”和“关于实施《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的通知（建科[2003]237 号”文件规定，建筑节能办公室对其减免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在建筑节能重要部位的专项检查过程中，对不符合墙改与建筑节能要求的工程项目要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对达不

到整改要求的工程项目要依照建设部《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的规定予以相应的

处罚。 

  六、为确保节能建筑工程的质量，各类轻质墙板、节能门窗、屋面保温材料等新产品、新技术应由主管部

门会同建筑节能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技术评估或科技成果鉴定。 

 

8.3.102）《关于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2005 年 04 月 15 日  建科[2005]55 号）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8471.html  

http://www.nea.gov.cn/2011-08/18/c_131057661.htm 

http://www.xxszjj.gov.cn/news/html/?4305.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05-00054 主题信息：节能减排发文单位：建设部 生成日期：2005 年 04 月 15 日文件

名称：关于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建科[2005]55 号主 题 词：关于新建

居住建筑严格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计划单列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是建设节能建筑的基本技术依据，是实现建筑节能目标的基本要求，其中强制性条文规

定了主要节能措施、热工性能指标、能耗指标限值，考虑了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要求，必须严格执行。1996 年

7 月以来，建设部相继颁布实施了各气候区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一些地区还依据部的要求，在建筑节能政策

法规制定、技术标准图集编制、配套技术体系建立、科技试点示范、建筑节能材料产品开发应用与管理、宣传培训

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成效。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和单位，包括建设、设计、施工等单位不执行或擅自降

低节能设计标准，新建建筑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比例不高，不同程度存在浪费建筑能源的问题。为了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鼓励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要求，切实抓好新建居住建筑严

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工作，降低居住建筑能耗，现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明确目标和任务  

  （一）我国人均资源能源相对贫乏，在建筑的建造和使用过程中资源、能源浪费问题突出，建筑的节能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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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节水节材潜力很大。随着城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建建筑将继续保持一定增长势头。在发展过程中，必

须考虑能源资源的承载能力，注重城镇发展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要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建筑节能工作的重要性，把推进建筑节能

工作作为城乡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方式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二）城市新建建筑均应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有关强制性规定；有条件的大城市和严寒、寒冷地

区可率先按照节能率 65％的地方标准执行；凡属财政补贴或拨款的建筑应全部率先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三）开展建筑节能工作，需要兼顾近期重点和远期目标、城镇和农村、新建和既有建筑、居住和公共建

筑。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首先抓好城市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工作，同时，积极进行城市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试点工作，研究相关政策措施和技术方案，为全面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积累经验。  

  二、明确各方责任，严格执行标准  

  （四）建设单位要遵守国家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有关法律法规，按照相应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技术要

求委托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开工建设、组织竣工验收，并应将节能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报建筑节能管理机构备案。  

  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将所售商品住房的结构形式及其节能措施、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指标等基本信息载入

《住宅使用说明书》。  

  （五）设计单位要遵循建筑节能法规、节能设计标准和有关节能要求，严格按照节能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

进行节能设计，设计文件必须完备，保证设计质量。  

  （六）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要严格按照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进行审查，在审查报告中单列是否符合节能

标准的章节；审查人员应有签字并加盖审查机构印章。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结论应

为不合格。  

  （七）施工单位要按照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节能施工技术标准的要求进行施工，确保工程施工符合节能

标准和设计质量要求。  

  （八）监理单位要依照法律、法规以及节能技术标准、节能设计文件、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及监理合同，对

节能工程建设实施监理。监理单位应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三、加强组织领导，严格监督管理  

  （九）推进建筑节能涉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各地要完善建筑节能工作领导小组的工

作制度，通过联席会议和专题会议等有效形式，形成协调配合、运行顺畅的工作机制。  

  （十）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大建筑节能宣传力度，增强公众的节能意识，逐步建立社会监督机制。

要结合实例向公众宣传建筑节能的重要性，提高公众建筑节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同时，要建立监督举报制度，受

理公众举报。  

  （十一）各地和有关单位要加强对设计、施工、监理等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建筑节能知识与技术的

培训，把建筑节能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经核准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等作为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

工程师、监理工程师、建造师等各类执业注册人员继续教育的必修内容。  

  （十二）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建筑节能工作中设计、施工、监理和竣工验收、房屋

销售核准等的监督管理。在查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报告时，应查验对节能的审查情况，审查不合

格的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发现违反国家有关节能工程质量管理规定的，应责令建设单位改正；改正后要责令其重

新组织竣工验收，并且不得减免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房地产管理部门要审查房地产开发单位是否将建筑能耗说明载入《住宅使用说明书》。  

  （十三）设区城市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推进节能建筑性能测评工作。各级建筑节能工作机构要切

实履行职责，认真开展对节能建筑及部品的检测。要建立健全建筑节能统计报告制度，掌握分析建筑节能进展情况。  

  （十四）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经常性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纠正和处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每年要把建筑节能作为建筑工程质量检查的专项内容进行

检查，对问题突出的地区或单位依法予以处理，并将监督检查和处理情况于今年 9 月 30 日前报建设部。建设部每

年在各地监督检查的基础上，对各地建筑节能标准执行情况进行抽查，对建筑节能工作开展不力的地方和单位进行

重点检查。2005 年底以前，建设部重点抽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2006 年 6 月以前，对其他城市进行抽查，并将抽

查的情况予以通报。  

  凡建筑节能工作开展不力的地区，所涉及的城市不得参加“人居环境奖”、“园林城市”的评奖，已获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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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限期整改，经整改仍达不到标准和要求的将撤消获奖称号。不符合建筑节能要求的项目不得参加“鲁班奖”、“绿

色建筑创新奖”等奖项的评奖。  

  （十五）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不执行或擅自降低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单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 号）、《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93 号）、《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76 号）、《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

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  

  1、建设单位明示或暗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违反节能设计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建设质量；或明示或者

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或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

的；或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的；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

价款 1％以上 2％以下的罚款。  

  建设单位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或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或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

照合格工程验收的；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的，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2、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或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上述行为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

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如不按照要求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一经查实将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和其所在单位进行批评和处罚，直至取消审查资格。  

  4、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

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责令改正，并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造成建设工

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

在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5、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或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

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

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6、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因过错造成质量事故的，责令停止执业 1

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不予注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8.3.103）《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2002 年 05 月 15 日  国发〔2002〕13 号  ）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538.htm   

http://www.gd.gov.cn/gkmlpt/content/0/136/post_136122.html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0909/t20090915_8742.html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 

国发〔2002〕1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建设发展很快，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但近年来，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出现了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地方不顾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在城市建设中互相攀比，

急功近利，贪大求洋，搞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对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名胜区重

开发、轻保护；在建设管理方面违反城乡规划管理有关规定，擅自批准开发建设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城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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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发展。城乡规划和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全局。

为进一步强化城乡规划对城乡建设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健全城乡规划建设的监督管理制度，促进城乡建设健康有序

发展，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端正城乡建设指导思想，明确城乡建设和发展重点 

城乡规划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地一定要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量力而行，逐步推进。 

当前城市建设的重点，是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建设、危旧房改造和城市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等必要的市政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文化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要充分考虑财力、物力的可能，从不同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文化条件出发，确定合理的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提高城乡建设投资的

社会效益。要坚持走内涵与外延相结合、以内涵为主的发展道路，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优化用地结构和城市布

局，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注重保护并改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 

发展小城镇，首先要做好规划，要以现有布局为基础，重点发展县城和规模较大的建制镇，防止遍地开花。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支持与小城镇发展密切相关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为小城镇发展创造良好的区域条件和投资

环境。 

二、大力加强对城乡规划的综合调控 

城乡规划是政府指导、调控城乡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手段。各类专门性规划必须服从城乡规划的统一要求，体现

城乡规划的基本原则。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符合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确定的布局和原则。市一级规划的行政

管理权不得下放，擅自下放的要立即纠正。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应当及时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和近期建设规划。 

城市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要坚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审查制度。各类重大

项目的选址，都必须依据经批准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因特殊情况，选址与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

市总体规划不一致的，必须经专门论证；如论证后认为确需按所选地址建设的，必须先按法定程序调整规划，并将

建设项目纳入规划中，一并报规划原批准机关审定。要严格控制设立各类开发区以及大学城、科技园、度假区等，

城市规划区及其边缘地带的各类开发区以及大学城、科技园、度假区等的规划建设，必须纳入城市的统一规划和管

理。要发挥规划对资源，特别是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的配置作用，注意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建设部、国土资源部

等有关部门，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中发〔2001〕18 号)精神，研究制定

加强城乡结合部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的具体政策措施。 

三、严格控制建设项目的建设规模和占地规模 

各地区在当前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要严格依照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具体的建设项目。要严格控制建设项目规模，

坚决纠正贪大浮夸、盲目扩大城市占地规模和建设规模，特别是占用基本农田的不良倾向。特别要严格控制超高层

建筑、超大广场和别墅等建设项目，不得超过规定标准建设办公楼。各级政府在审批城乡规划时，以及各级计划部

门在审批建设项目时，要严格掌握尺度。凡拖欠公务员、教师、离退休人员工资，不能及时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城市，不得用财政资金新上脱离实际的各类楼堂馆所和不求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 

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项目，都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各项建设的用地必须控制在国家

批准的用地标准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的范围内。凡不符合上述要求的近期建设规划，必须重新修订。城市建设项目

报计划部门审批前，必须首先由规划部门就项目选址提出审查意见；没有规划部门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

地部门不得提供土地；没有规划部门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关商业银行不得提供建设资金贷款。 

四、严格执行城乡规划和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和调整程序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各类规划制定的组织和领导，按照政务公开、民主决策的原则，履行组织编制城

乡规划和风景名胜区规划的职能。规划方案应通过媒体广泛征求专家和群众意见。规划审批前，必须组织论证。审

批城乡规划，必须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 

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必须明确规定强制性内容。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调整已经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和

详细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确需调整的，必须先对原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就调整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并提出专

题报告，经上级政府认定后方可编制调整方案；调整后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重新审批。调

整规划的非强制性内容，应当由规划编制单位对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提出调整的技术依据，并报规划原审批

机关备案。 

各地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抓紧编制保护规划，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界线，明确保护规则，并纳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785 页 共 3277 页 

入城市总体规划。历史文化保护区要依据总体规划确定的保护原则制定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建设必须与历史文化

名城的整体风貌相协调。在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内严禁随意拆建，不得破坏原有的风貌和环境，各项建设必须充分

论证，并报历史文化名城审批机关备案。 

风景名胜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国家资源，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出让或变相出让风景名胜区资源及其景区土地，

也不得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立各类开发区、度假区等。要按照“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

认真组织编制风景名胜区规划，并严格按规划实施。规划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得进行各类项目建设。在各级风景名

胜区内应严格限制建设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确需建设保护性基础设施的，必须依据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专门的建

设方案，组织论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严格依据法定程序审批。要正确处理风景名胜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

系，切实解决当前存在的破坏性开发建设等问题。 

五、健全机构，加强培训，明确责任 

各级人民政府要健全城乡规划管理机构，把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切实予以保证。设区

城市的市辖区原则上不设区级规划管理机构，如确有必要，可由市级规划部门在市辖区设置派出机构。 

要加强城乡规划知识培训工作，重点是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增强城市规划意识，依法行政。全国设

市城市市长和分管城市建设工作的副市长，都应当分期、分批参加中组部、建设部和中国科协举办的市长研究班、

专题班。未参加过培训的市长要优先安排。各省(区、市)也应当建立相应的培训制度，各级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的领导更要加强学习，不断更新城乡规划业务知识，提高管理水平。 

城乡规划工作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市长、县长要对城乡规划的实施负行政领导责任。各地区、各部门

都要维护城乡规划的严肃性，严格执行已经批准的城乡规划和风景名胜区规划。对于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违反规定调整规划、违反规划批准使用土地和项目建设的行政行为，除应予以纠正外，还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和有关规定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对于造成严重损失和不良影响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责任外，还应追究有

关领导的责任，必要时可给予负有责任的主管领导撤职以下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查处。城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受到降级以上处分者和触犯刑律者，不得再从事城乡规划行政管理工作，其中已取得城

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者，取消其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对因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法行政行为而给建设单位(业

主)和个人造成损失的，地方人民政府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对建设单位、个人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用地和项目建设，以及擅自改变规划

用地性质、建设项目或扩大建设规模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并依法给予处罚；触犯刑律

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查处。 

六、加强城乡规划管理监督检查 

要加强和完善城乡规划的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城乡规划管理监督制度，形成完善的行政检查、行政纠正和行

政责任追究机制，强化对城乡规划实施情况的督查工作。 

建设部要对国务院审批的城市总体规划、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要

会同国家文物局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对有关责

任人要追究行政责任，并向国务院报告。要抓紧建立全国城乡规划和风景名胜区规划管理动态信息系统，采用现代

技术手段，加强对全国城乡规划建设情况的动态监测。 

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也要采取相应措施，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实施情况进行严格监督。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都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充实监督检查力量，强化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职能，支持规划管理部

门依法行政。要建立规划公示制度，经法定程序批准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城市人民政府应当

每年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城乡规划实施情况。要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建立违法案件举报

制度，充分发挥宣传舆论工具的作用，增强全民的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 

近期，建设部要会同监察部、国土资源部等有关部门，组织联合检查组，对地方的城乡规划和风景名胜区规划

检查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对严重违反城乡规划、破坏环境、铺张浪费和弄虚作假的，要公开曝光。对规划管理混乱、

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破坏严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名胜区，要给予公开警告直至取消相应名称。各省(区、市)人

民政府要按照本通知要求，对本行政区域内城乡规划和风景名胜区规划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对发现的问题，

要依法处理。检查工作要在 2002 年 10 月底之前完成，并将检查结果及查处情况向国务院报告。 

国 务 院           

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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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04）《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的通知》（2002年 08月 02日  建规[2002]204

号 ）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6859.html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的通知建规[2002]20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厅、规划委（局）、园林局、编委办公室、计委、财政厅（局）、监察厅（局）、国土

资源厅（局）、文化厅（局）、旅游局、文物局：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国发[2002]13 号，以下简称《通知》），对城乡规划建设工

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必须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认真贯彻落实《通知》精神，

切实端正城乡规划建设指导思想，充分发挥城乡规划的综合调控作用，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各省（区）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城乡规划部门）和城市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

把贯彻落实《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乡规划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0]25 号）（以下简称国办

发[2000]25 号文件）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好。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抓紧编制和调整近期建设规划 

  近期建设规划是实施城市总体规划的近期安排，是近期建设项目安排的依据。各地要对照《通知》要求，

依据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纲要，考虑本地区资源、环境和财力条件，对总体规划实

施情况进行检查，调整或编制到 2005 年的近期建设规划，要与五年计划纲要起止年限相适应。合理确定近期城市

重点发展区域和用地布局，重点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安排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经济适用房、危旧房改造

的用地，制定保障实施的相关措施。近期建设规划应注意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严格控制占地规模，不得占

用基本农田。各项建设用地必须控制在国家批准的用地标准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的范围内，严禁安排国家明令禁止

项目的用地。自 2003 年 7 月 1 日起，凡未按要求编制和调整近期建设规划的，停止新申请建设项目的选址，项目

不符合近期建设规划要求的，城乡规划部门不得核发选址意见书，计划部门不得批准建设项目建议书，国土资源行

政主管部门不得受理建设用地申请。  

  近期建设规划应当先组织专家进行充分论证，征求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意见，由地方人民政府批

准，报上级政府的城乡规划部门备案，国务院审批总体规制的城市，报建设部备案。  

  二、明确城乡规划强制性内容 

  强制性内容涉及区域协调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风景名胜资源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利

益和公共安全等方面，是正确处理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已经批准的，要补

充完善强制性内容。新编制的规划，特别是详细规划和近期建设规划，必须明确强制性内容。规划确定的强制性内

容要向社会公布。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中的强制性内容包括：城市发展用地规模与布局；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布局；需要严格保

护的区域和控制开发的区域及控制指标；毗邻城市的城市取水口、污水排放口的位置和控制范围；区域性公共设施

的布局。  

  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强制性内容包括：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位置；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和用地布局；

城市绿地系统、河湖水系，城市水厂规模和布局及水源保护区范围，城市污水处理厂规模和布局，城市的高压线走

廊、微波通道和收发信区保护范围，城市主、次干道的道路走向和宽度，公共交通枢纽和大型社会停车场用地布局，

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历史文化名城格局与风貌保护、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历史文化

保护区和文物保护单位以及重要的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具体位置、界线和保护准则，城市防洪标准、防洪堤走向，防

震疏散、救援通道和场地，消防站布局，重要人防设施布局，地质灾害防护等。  

  详细规划中的强制性内容包括：规划地段各个地块的土地使用性质、建设量控制指标、允许建设高度，绿

地范围，停车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具体位置，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及涉及文物保护单位附近建、构筑物

控制指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具体要求。  

  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不得随意调整，变更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组织论证，必须就调整的必要性提出专题报告，

进行公示，经上级政府认定后方可组织和调整方案，重新按规定程序审批。调整方案批准后应报上级城乡规划部门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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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严格建设项目选址与用地的审批程序 

  各类重大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尚未完成省域城镇

体系规划编制的各省、自治区，要按照国办发[2000]25 号文件要求，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编制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因

特殊情况，选址与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不一致的，必须经专门论证；如论证后认为确需按所选地址建

设的，必须先按法定程序调整规划，并将建设项目纳入规划中，一并报规划原批准机关审定。  

  依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对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和区域性重大项目选址，由项目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部门提出审查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部门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其

中国家批准的项目应报建设部备案。涉及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和地下文物埋藏区的项目，经相应的文物行

政主管部门会审同意。对于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建设部要予以纠正。在项目可行性报告中，必须附有城乡规划部门

核发的选址意见书。计划部门批准建设项目，建设地址必须符合选址意见书。不得以政府文件、会议纪要等形式取

代选址程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乡规划部门会同计划等部门要依照国办发[2000]25 号文件和建设部、国家计

委《建设项目选址规划管理办法》（建规[1991]583 号），制定各类重大项目选址审查管理规定。  

  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制度。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建

设单位应当依法向有关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申请。凡未依法进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或

未通过预审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受理用地申请。  

  四、认真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城乡规划部门要会同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要确定名城保护的总体目标和名城保护重点，

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和重要的地下文物埋藏区的范围、建设控制地区，提出规划分期实施和管理的

措施。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应当明确保护原则，规定保护区内建、构筑物的高度、地下深度、体量、外观形象

等控制指标，制定保护和整治措施。尚未完成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编制的，必须在今年年底前

完成。  

  各地要按照文化遗产保护优先的原则，切实做好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一经

批准，应当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建设活动，必须就其必要性进行论证；其中

拆除旧建筑和建设新建筑的，应当进行公示，听取公众意见，按程序审批，批准后报历史文化名城批准机关备案。  

  五、加强风景名胜区的规划监督管理 

  风景名胜资源归国家所有，各级政府及其管理机构要严格履行管理职责。建设部和省级城乡规划部门、直

辖市园林部门应当加强对风景名胜资源保护管理的监督。风景名胜区应当设立管理机构，在所属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主持风景名胜区的管理工作。设在风景名胜区内的所有单位，除各自业务受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外，都必须服从管理

机构对风景名胜区的统一规划和管理。不得将景区规划管理和监督的职责交由企业承担。  

  要加快风景名胜区规划的编制工作。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尚未完成规划编制的，要按国办[2000]25 号文件

的规定在今年底前完成编制；1990 年底以前编制的，要组织重新修编；今年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要在 2003 年 6 月底前编制完成总体规划。省市级风景名胜区的规划编制工作也要抓紧进行。风景名胜区规划

中要划定核心保护区（包括生态保护区、自然景观保护区和史迹保护区）保护范围，制定专项保护规划，确定保护

重点和保护措施。核心保护区内严格禁止与资源保护无关的各种工程建设。风景名胜区规划与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应协调一致。风景名胜区规划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得进行工程建设。  

  严格控制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要按照经批准的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建设项目规划和近期建设详细规划

要求确定各类设施的选址和规模。符合规划要求的建设项目，要按照规定的批准权限审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内

的重大建设项目规划由省级城乡规划部门审查，报建设部审批，凡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应按《文物保护法》规定

的程序报批。总体规划中未明确的重大建设项目，确需建设的，必须调整规划，按规定程序报批。对未经批准擅自

新开工建设的项目要责令停工并依法拆除。  

  各地要对风景名胜区内的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对不符合总体规划、未按规定程序报批的项目，要登记造册，

做出计划，限期拆除。省级城乡规划部门要于年底前将清理检查结果报建设部。  

  六、提高镇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做好规划是镇发展的基本条件。镇的规划要符合城镇体系布局，规划建设指标必须符合国家规定，防止套

用大城市的规划方法和标准。严禁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向镇转移，各镇不得为国家明确强制退出和限制建设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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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排用地。严格规划审批管理制度，重点镇的规划要逐步实行省级备案核准制度。重点镇要着重建设好基础设

施，特别是供水、排水和道路，营造好的人居环境。要高度重视移民建镇的建设。对受资源环境限制和确定退耕还

林、退耕还湖需要搬迁的村镇，要认真选择安置地点，不断完善功能，切实改善移民的生活条件，确保农民的利益。

要建立和完善规划实施的监督机制。较大公共设施项目必须符合规划，严格建设项目审批程序。乡镇政府投资建设

项目应当公示资金来源，严肃查处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要严格按规划管理公路两侧的房屋建设，特别是商业

服务用房建设。要分类指导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镇的建设，抓好试点及示范。要建立健全规划管理机制，配备合格

人员。规划编制和管理所需经费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划分，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  

  七、切实加强城乡结合部规划管理 

  城乡结合部是指规划确定为建设用地，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用地混杂地区；以及规划确定为农业用地，在

国有建设用地包含之中的地区。要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乡结合部详细规划和近期建设规划，

复核审定各地块的性质和使用条件。着重解决好集体土地使用权随意流转、使用性质任意变更以及管理权限不清、

建设混乱等突出问题，尽快改变城乡结合部建设布局混乱，土地利用效率低，基础设施严重短缺，环境恶化的状况。

城乡规划部门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城乡结合部规划建设和土地利用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重点查处未经规

划许可或违反规划许可条件进行建设的行为。防止以土地流转为名擅自改变用途。各地要对本地区城乡结合部土地

使用权流转和规划建设情况进行全面清查，总结经验，研究制定对策和措施。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要依照国务院《通

知》的要求，研究加强城乡结合部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的政策措施，切实做好城乡结合部管理工作。  

  八、加强规划集中统一管理 

  各地要根据《通知》规定，健全、规范城乡规划管理机构。设区城市的市辖区原则上不设区级规划管理机

构，如确有必要，可由设区的市规划部门在市辖区设置派出机构。城市各类开发区以及大学城、科技园、度假区的

规划等必须符合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由市城乡规划部门统一管理。市一级规划的行政管理权擅自下放的

要立即纠正。省级城乡规划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市、县行使规划管理权限的情况进行检查，对未按要求纠正的要

进行督办，并向省级人民政府、建设部和中央有关部门报告。  

  城市规划区与风景名胜区重叠地区，风景名胜区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必须相一致。各项建设项目的审批，

必须符合风景名胜区和城市总体规划管理的有关规定，征求城市园林部门意见，由城乡规划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一

管理。其它风景名胜区，由省（区）城乡规划部门、直辖市园林行政主管部门与所在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派出机构，

并会同相关业务部门，统一规划管理。  

  九、建立健全规划实施的监督机制 

  城乡规划管理应当受同级人大、上级城乡规划部门的监督，以及公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城乡规划实施情

况每年应当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下级城乡规划部门应当就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和管理工作，向上

级城乡规划部门提出报告。城乡规划部门要将批准的城乡规划、各类建设项目以及重大案件的处理结果及时向社会

公布，应当逐步将旧城改造等建设项目规划审批结果向社会公布，批准开发企业建设住宅项目规划必须向社会公布。

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规划实施情况，依据管理权限，应当每年向建设部和省（区）城乡规划部门提出报告。城

乡规划部门、城市园林部门可以聘请监督人员，及时发现违反城乡规划和风景名胜区规划的情况，并设立举报电话

和电子信箱等，受理社会公众对违法建设案件的举报。  

  对城乡规划监督的重点是：规划强制性内容的执行，调整规划的程序，重大建设项目选址，近期建设规划

的制定和实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风景名胜区规划的执行，历史文化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建设，各

类违法建设行为的查处情况。  

  加快建立全国城乡规划和风景名胜区规划管理动态信息系统。建设部应在 2003 年年底前实现对直辖市、

省会城市等大城市、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特别是其核心景区的各类开发活动和规划实施情况的动态监测。省（区）

城乡规划部门、直辖市园林部门也要建立相应的动态管理信息系统。  

  十、规范城乡规划管理的行政行为 

  各级城乡规划部门、城市园林部门的机构设置要适应依法行政、统一管理和强化监督的需要。领导干部应

当有相应管理经历，工作人员要具备专业职称、职业条件。要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强化对

行政行为的监督。规划管理机构不健全、不能有效履行管理和监督职能的，应当尽快整改。要切实保障城乡规划和

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和管理的资金，城乡规划部门、城市园林部门要将组织编制和管理的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财政部门应加强对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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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城乡规划部门、城市园林部门要严格执行《城市规划法》、《文物保护法》、《环境保

护法》、《土地管理法》及《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认真遵守经过审批具有法律效力的各项规划，

确保规划依法实施。各级城乡规划部门要提高工作效率，明确建设项目规划审批规则和审批时限，加强建设项目规

划审批后的监督管理，及时查处违法建设的行为。要进一步严格规章制度，城乡规划和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调整、

审批的程序、权限、责任和时限，对涉及规划强制性内容执行、建设项目“一书两证”核发、违法建设查处等关键

环节，要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要建章立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切实规范和约束城乡规划部门和工作人员的

行政行为。  

  要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工作机制，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管理应当分开。规划的编制和调整，应由具有国家规

定的规划设计资质的单位承担，管理部门不再直接编制和调整规划。规划设计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标准规范，

不得迎合业主不符合标准规范的要求。改变规划管理部门既编制、调整又组织实施规划，纠正规划管理权缺乏监督

制约，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状况。  

  十一、建立行政纠正和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对城乡规划管理中违反法定程序和技术规范审批规划，违反规划批准建设，违反近期建设规划批准建设，

违反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批准重大项目选址、违反法定程序调整规划强制性内容批准建设、违反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违反风景名胜区规划和违反文物保护规划批准建设等行为，上级城乡规划部门和城市园林部门

要及时责成责任部门纠正；对于造成后果的，应当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对于造成严重影响和重

大损失的，还要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触犯刑律的，要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城乡规划部门、城市园林部门对违反城乡规划和风景名胜区规划案件要及时查处，对违法建设不依法查处

的，要追究责任。上级部门要对下级部门违法案件的查处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其限期处理，并报告结果。对不履行

规定审批程序的，默许违法建设行为的，以及对下级部门监管不力的，也要追究相应的责任。  

  十二、提高人员素质和规划管理水平 

  各级城乡规划部门、城市园林部门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素质。要建立健全培训制度，加强职位教育

和岗位培训，要不断更新业务知识，切实提高管理水平。建设部将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组织编写城乡规划、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风景名胜区保护等教材，提供市长、城乡规划和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等领导干部培训使用，以及安排

好课程教育。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主要管理人员，都应当参加建设部与有关部门组织的培训班，掌握必要的专业

知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建立相应的培训制度，城乡规划部门、城市园林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好对

所辖县级市的市长，以及县长、乡镇长的培训。要大力做好宣传工作，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体的作

用，向社会各界普及规划建设知识，增强全民的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  

  各地要尽快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贯彻落实《通知》的意见和具体措施，针对存在问题，组织检

查和整改。要将贯彻落实的工作分解到各职能部门，提出具体要求，规定时间进度，明确检查计划，要精心组织，

保证检查和整改的落实。建设部会同国家计委、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对各地贯彻落实情况进行

监督和指导，并将于今年三季度末进行重点检查，向国务院做出专题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 

国家文物局 

二○○二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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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05）《建设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2006 年 09 月 15 日  建科[2006]231

号）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8515.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06-00090 主题信息：节能减排发文单位：建设部生成日期：2006 年 09 月 15 日文件名

称：建设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有 效 期：2016 年 02 月 18 日 失效 文  号：

建科[2006]231 号主 题 词：废改立情况：依据《关于宣布失效一批住房城乡建设部文件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第 1041 号）失效 

建设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建设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建科[2006]231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计划单列市建委（建设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精神，加强建筑节能和城市公共交通节能工作，实现“十

一五”期间建设领域节能目标，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提高认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建设领域节能工作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实现城乡建设方式的根本

转变，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引导住房合理消费，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建筑节能和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为重

点，以技术进步为支撑，近期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加大标准的执行监管力度，建立和完善政策法规，实现

“十一五”建筑节能、城市公共交通节能目标，促进建设事业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  

  （二）工作目标  

  建筑节能：到“十一五”期末，实现节约 1.1 亿吨标准煤的目标。其中：通过加强监管，严格执行节能设

计标准，推动直辖市及严寒寒冷地区执行更高水平的节能标准，严寒寒冷地区新建居住建筑实现节能 2100 万吨标

准煤，夏热冬冷地区新建居住建筑实现节能 2400 万吨标准煤，夏热冬暖地区新建居住建筑实现节能 220 万吨标准

煤，全国新建公共建筑实现节能 2280 万吨标准煤，共实现节能 7000 万吨标准煤；通过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深化供

热体制改革，加强政府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运行管理与改造，实现节能 3000 万吨标准煤，大城市完成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的面积要占既有建筑总面积的 25%，中等城市要完成 15%，小城市要完成 10%；通过推广应用节

能型照明器具，实现节能 1040 万吨标准煤；太阳能、浅层地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 25%

以上。  

  城市公共交通节能：通过改善出行结构，加强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效率。到“十一五”期末，城

市公共交通出行在城市交通总出行中的比重，特大城市达到 20%以上，其他城市在现有基础上增加 50%。特大城市

中心区公共汽电车平均运营速度达到 20 公里/小时以上，其他城市达到 25 公里/小时以上，出租车空驶率控制在 30%

以下；提高节能环保型汽车的使用率；城市公共交通比“十五”期末节油 15%以上。  

  二、提高城乡规划编制的科学性，从源头上转变城乡建设方式  

  （三）城乡规划编制和实施要充分体现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制定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

要从节约能源的角度，统筹考虑城镇空间布局和规模控制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制定城市总体规划，要根据本地

区的环境、资源条件，科学确定发展目标、方式、功能分区、用地布局，确定交通发展战略和城市公共交通总体布

局，落实公交优先政策，确定主要对外交通设施和主要道路交通设施布局，限制高能耗产业用地规模。村镇规划要

符合村镇体系布局，规划建设指标必须符合国家规定。严禁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向乡镇转移，不得为国家明确退出

和限制建设的各类企业安排用地。严格规划审批管理制度，重点镇的规划要逐步实行省级备案核准制度。  

  （四）从规划源头控制高耗能居住建筑的建设。各地应根据当地住房的实际状况以及土地、能源、水资源

和环境等综合承载能力，分析住房需求，制定住房建设规划，合理确定当地新建商品住房总面积的套型结构比例。

城市规划主管部门要会同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将住房建设规划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近期建

设规划，按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镇的总体要求，合理安排套型建筑面积 90 平方米以下住房为主的普通

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布局。  

   三、建立新建建筑市场准入门槛制度，做好新建建筑节能工作  

  （五）建立新建建筑市场准入门槛制度。对超过 2 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和超过 20 万平方米的居住建筑小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8515.html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791 页 共 3277 页 

区，实行建筑能耗核准制。建设单位应当将建设工程项目设计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进行建筑能耗

核定，满足节能标准的，由建设主管部门出具建筑能耗审核意见书。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在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时，对未取得建筑能耗审核意见书的建设工程项目，不得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主管部门不得批

准开工建设。组织建筑节能专项检查，对达不到节能设计标准的项目予以查处。  

  （六）完善对建筑节能设计、施工、监理等市场主体的监管制度。要加强建设工程节能质量的监督管理，

按照《民用建筑工程节能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参建各方建筑节能工作的责任和义务，加强施工图审查、

施工许可、工程质量检测、工程质量监督、竣工验收备案等环节的建筑节能监管工作。达不到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

工程不准开工、验收备案、销售和使用。  

  加强建筑维护结构保温工程、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市场监管力度，严格市场准入，规范企业行为。将执

行建筑节能标准纳入建筑市场主体诚信行为标准，严肃查处不按照节能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监理的企业，并记入

企业不良记录；情节严重的，依法降级或撤消其资质等级，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七）发展绿色环保的施工方式。研究制定《民用建筑工程绿色施工导则》，推广应用资源节约型和环保

型的施工方式，通过资源的综合利用、短缺资源代用以及二次资源回用，降低对各类资源的消耗，减少建筑废料和

污染物的生成和排放，减少施工对环境的影响。  

  四、完善建筑节能标准体系，确保工程质量  

  （八）完善建筑节能标准体系。组织编制建筑节能设计、施工、验收、检测检验、评价和既有建筑节能改

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建筑用能系统运行节能、节能管理等方面的标准规范。加强节能标准设计系列图集的编

制，完善建筑节能技术措施。推动直辖市及严寒寒冷地区率先实施更高的节能标准，逐步提高国家建筑节能的标准。  

  （九）推动工业建设领域节能设计标准编制工作。加快工业建设领域节能设计标准的编制工作，“十一五”

期间完成石油化工、橡胶、钢铁、有色金属加工、有色金属矿山、有色金属冶炼、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节能设计、

施工、验收等标准规范，推动重点能耗行业的节能工作的开展。  

  （十）完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标准。做好《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地源热泵供暖空

调应用技术规程》等标准的贯彻实施工作，编制《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技术规范》。积极组织生活垃圾填埋气体利

用、污泥沼气利用、焚烧发电供热技术等标准规范编制的可行性研究，并及时组织制定。  

  （十一）积极开展建筑节能标准实施的评价工作。研究制定建筑节能标准实施评价方法，根据建筑节能发

展的实际需要，及时修订或编制建筑节能标准，不断完善建筑节能标准体系。  

  五、抓好建筑节能重点工作  

  （十二）加强大型公共建筑和政府办公建筑的节能管理工作。制定印发《关于加强大型公共建筑和政府办

公建筑节能工作的通知》。各地应结合实际，建立并逐步完善既有大型公共建筑运行节能监管体系，研究制定公共

建筑用能系统运行节能制度。以政府办公建筑为突破口，对既有高耗能的大型公共建筑逐步实施节能改造。  

  （十三）制定大型公共建筑能耗限额。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制定公共建筑能耗限额和超限额加价制度。

各地应开展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统计工作，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大型公共建筑单位能耗限额。  

  （十四）组织开展高能耗公共建筑评选活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专家在北京评选十大不节能建筑，

并向社会披露。其它有条件的城市应比照进行。  

  （十五）建立和完善建筑能效测评标识制度。制定《建筑能效标识管理办法》及《建筑能效标识技术导则》，

选择若干试点城市进行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十六）建立建筑能耗统计制度。制定《建筑能耗统计标准》，掌握建筑能耗水平、建筑终端商品能耗结

构、用能模式，积累建筑能耗基础数据，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各地应充分认识能耗统计工作的重要性，认真组织

做好相关工作。  

  六、加快城镇供热体制改革  

  （十七）尽快实行将采暖补贴由“暗补”变“明补”，加快推进供热商品化、货币化。  

  （十八）新建建筑必须配套建设供热采暖分户计量系统，并安装温控装置，必须实行按热计量收费；既有

建筑通过节能改造达到温度可调节、分栋或分户计量的要求。  

  （十九）建立城市低收入家庭冬季采暖保障制度。完善供热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建筑供热采暖按用热量收

费的政策，培育有利于节能的供热市场。  

  （二十）整合城市供热热源，充分发挥热电联产、大型锅炉效率高的优势，提高热源生产的能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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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组织实施国家建筑节能重点工程、重大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二十一）全面启动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推广应用。积极推进太阳能、浅层地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

源在建筑中的应用。会同财政部研究制定《推进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的实施意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专项

资金暂行管理办法》及《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工程评审办法》等，选择一批条件成熟的项目和城市进行示范，

开展太阳能、浅层地能等在建筑中应用关键技术研究，培育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各地应积极配合做好示范推广

工作。  

  （二十二）实施国家建筑节能重点工程。组织实施建筑节能工程，以新建建筑执行节能设计标准、既有建

筑节能改造、配套措施及能力建设为重点，启动更低能耗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配合实施热电

联产工程，用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为主的方式替代城市燃煤供热小锅炉，扩大集中供热范围。适度超前建设城市集中

供热管网，为热电联产创造条件。各地应积极配合国家做好重点工程的管理工作，并总结经验，逐步推广。配合实

施绿色照明工程，按照《“十一五”城市绿色照明工程规划纲要》的要求，组织实施城市绿色照明工程，指导各地

科学、节能发展城市照明。  

  （二十三）组织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确定的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重大项目。加快对新型建筑节

能围护结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长江流域住宅室内热湿环境低能耗控制技术、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控制与能量管理

系统研究、降低大型公共建筑空调系统能耗研究、建筑节能设计方法与模拟分析软件开发等建筑节能关键技术研究，

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节能技术进步。组织实施百项建筑节能示范工程和百项绿色建筑示范工程的“双百工

程”。发布《建设部“十一五”重点推广技术领域》、《建设部“十一五”技术公告》。  

  （二十四）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各地应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地区可再生能

源利用与开发情况的调研，组织太阳能、沼气、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在农村地区应用技术研发，制定技术政策，编制

技术手册，开展示范推广，适应农村用能增长的需要。  

  八、加强政策法规建设，建立健全节能保障机制  

  （二十五）做好节能相关法规和政策制定工作。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做好《建筑节能管理条例》、《城市公共

交通条例》的制定工作。积极参与《节约能源法》的修订工作。会同财政部研究制定节能省地型建筑的经济激励政

策。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应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地方建筑节能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法规研究制定工作，并结合实际，

研究促进建筑节能及公共交通的激励政策。  

  （二十六）落实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政策。指导各地科学设置公交优先车道（路）和优先通行信号系

统，保证公共交通车辆对优先车道的使用权和优先通行信号系统的正常运转。要因地制宜地设置自行车道、步行道。

争取用 2 年左右时间，使多数大城市建立完善的城市公共交通优先车道（路）网络，建成一批公共交通优先通行信

号系统。加强对各地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抓好城市交通节能示范工程，推进快速

公共汽车系统和智能交通系统建设。  

  （二十七）建立完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推广、限制、禁止制度。组织编制《建筑节能推

广、限制、禁止技术、工艺、设备和材料目录》。加快淘汰落后技术、工艺、设备和材料。加大建筑节能在评优评奖

指标中的权重，完善评选标准，推动建筑节能工作的开展。  

  （二十八）做好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工作。组织编制国家标准《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推广应

用保温隔热性能好、轻质、利废、环保的新型墙体材料，做好第二批城市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工作。  

  （二十九）逐步建立建筑节能服务体系。制定《建筑节能合同能源管理办法》，培育和规范建筑节能服务

市场，促进建筑能效的提高。充分发挥行业学（协）会的积极性，协助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做好节能管理、技术推

广、宣传培训等工作，为机关和事业单位、企业及居民做好节能工作提供服务。各地应积极探索，争取优惠政策，

创新机制，尽快形成规范有序的节能服务体系。  

  九、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建筑节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十）做好联合国合作开发署中国终端能效、世行中国供热体制改革和建筑节能、中德既有建筑节能改

造等合作项目。积极争取国际组织、外国政府贷款，以合作、交流、技术培训、智力引进等多种方式，引进国外先

进经验、技术，不断充实和完善我国建筑节能与公共交通等领域的政策、法规、标准、技术体系。  

  （三十一）组织召开每年一届的国际智能、绿色建筑及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组织好国际

绿色建材博览会，打造国际化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交流平台，更好地指导和推动全国建设领域节能工作，实

现建筑节能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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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加强节能工作的宣传和培训  

  （三十二）加强建筑节能标准和技术培训。把节能标准、技能培训与执业人员的继续教育结合起来，与施

工图审查和质量检查结合起来，与劳务用工岗前培训结合起来，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熟练运用节能标准、熟练应用节

能技术的能力。  

  （三十三）加大节能工作宣传力度。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舆论的导向与监督作用，大力宣传我国

能源资源现状及建筑节能、公共交通节能、城市照明节能的重大意义，积极宣传有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示范项

目及典型做法和经验等，扩大影响，努力营造有利于节能的社会氛围。  

  （三十四）举办中国城市交通节能周活动。通过实行无公务车日等各类活动，宣传实施“公交优先”思想

和战略。加强公共交通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对服务质量的监管，健全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质量投诉和监督机制。

组织开展创建“绿色交通示范城市”活动，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实施“公交优先”战略，保证可持续交通发展战略的

全面贯彻实施。召开全国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工作会议。进一步发挥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自

律。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建筑节能目标考核评价体系  

  （三十五）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成立建筑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协调配合、运行顺畅的

工作机制。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于 2006 年 9 月底前，将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的名单报建设部

科技司备案。  

  （三十六）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制定建筑节能专项规划，明确“十一五”建筑节能

目标。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意见的实施细则及任务分解书，并根据节能目标制定年度计划。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建设主管部门要在每年年末将目标和计划完成情况报建设部科技司备案。  

  （三十七）建立节能目标考核制度。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研究将建筑节能目标及任务落实情况纳入管理机

构及人员的工作绩效考核内容中，并逐级落实。建设部将结合年度建筑节能专项检查，对各地的建筑节能工作完成

情况进行评估，各省级建设主管部门也应对本地区市、县（区）建筑节能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对工作成

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予以表彰，对工作开展不力的通报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六年九月十五日 

 

 

8.3.106）《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公示办法》（2008 年 06 月 26 日  建科〔2008〕116 号）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807/t20080703_174420.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8/content_1175826.htm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gfxwj/zfcxjswwj/316698/index.shtml 

http://www.szjs.gov.cn/csml/zcfg/xxgk/zcfg_1/200809/t20080917_50083.htm 

 

为了发挥社会公众监督作用，加强民用建筑节能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的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公示，是指建设单位在房屋施工、销售现场，按照建筑类型及其所处气候区

域的建筑节能标准，根据审核通过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把民用建筑的节能性能、节能措施、保护要求以张贴、载明

等方式予以明示的活动。 

   第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和进行节能改造的民用建筑应当公示建筑节能信息。 

   第三条 建筑节能信息公示内容包括节能性能、节能措施、保护要求。 

   节能性能指：建筑节能率，并比对建筑节能标准规定的指标。 

   节能措施指：围护结构、供热采暖、空调制冷、照明、热水供应等系统的节能措施及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具体内容见附件 1、附件 2。 

   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在施工、销售现场张贴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并在房屋买卖合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

使用说明书中载明，并对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公示内容的真实性承担责任。 

   第五条 施工现场公示时限是：获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 30 日内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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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现场公示时限是：销售之日起至销售结束。 

   第六条 建设单位公示的节能性能和节能措施应与审查通过的施工图设计文件相一致。 

   房屋买卖合同应包括建筑节能专项内容，由当事人双方对节能性能、节能措施作出承诺性约定。 

   住宅质量保证书应对节能措施的保修期作出明确规定。 

   住宅使用说明书应对围护结构保温工程的保护要求，门窗、采暖空调、通风照明等设施设备的使用注意

事项作出明确规定。 

   建筑节能信息公示内容必须客观真实，不得弄虚作假。 

   第七条 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变更建筑节能性能和节能措施的，建设单位应在节能措施实施变更前办妥

设计变更手续，并将设计单位出具的设计变更报经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同意后于 15 日之内予以公示。 

   第八条 建设单位未按本办法规定公示建筑节能信息的，根据《节约能源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九条 建筑能效测评标识按《关于试行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制度的通知》（建科〔2008〕80 号）执行，

绿色建筑标识按《关于印发〈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建科〔2007〕206 号）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7 月 15 日起实施。 

   附件：1.施工、销售现场公示内容（略） 

      2.商品房买卖合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中载明的内容（略） 

附件一：  

施工、销售现场公示内容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围护结构  

墙体  传热系数（W/㎡.K）/保温材料层厚度（mm）     

屋面  传热系数（W/㎡.K）/保温材料层厚度（mm）     

地面  传热系数（W/㎡.K）/保温材料层厚度（mm）     

门窗  

传热系数     

综合遮阳系数     

节能性能标识     

供热系统  

室内采暖形式     

热计量方式     

系统调节装置     

空调系统  
冷源机组类型     

能效比     

供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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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利用  用能类型     

照明  
照度     

功率密度     

可再生能源利用  

利用形式     

保证率     

建筑能源利用效率  本建筑的节能率与建筑节能标准比较情况     

   

填表内容说明：  

   

一、本表所填内容应与建筑节能报审表、经审查合格的节能设计文件一致；  

二、门窗类型包括：断热桥铝合金中空玻璃窗、断热桥铝合金 Low-E 中空玻璃窗、塑钢中空玻璃窗、塑钢

Low-E 中空玻璃窗、塑钢单层玻璃窗、其他  

三、室内采暖形式包括：散热器供暖、地面辐射供暖、 其他  

四、热计量方式包括：户用热计量表法、热分配计法、温度法、楼栋热量表法、其他  

五、系统调节装置包括：静态水力平衡阀、自力式流量控制阀、自力式压差控制阀、散热器恒温阀、其他  

六、空调冷热源类型包括：压缩式冷水（热泵）机组、吸收式冷水机组、 分体式房间空调器、多联机、区

域集中供冷、独立冷热源集中供冷、其他  

七、热水供应方式包括：集中式、分散式  

八、热水利用用能类型包括：电、燃气、太阳能、蒸汽、其它  

九、本建筑的节能率与建筑节能标准比较情况包括：优于标准规定、满足标准规定、不符合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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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商品房买卖合同、住宅质量保证书  

和使用说明书中载明的内容  

   

一、围护结构保温（隔热）、遮阳设施  

（一）墙体  

1、保温形式[    ] [ A 外保温] [B 内保温] [C 夹芯保温] [D 其他]  

2、保温材料名称[    ] [A 挤塑聚苯乙烯发泡板] [B 模塑聚苯乙烯发泡板][C 聚氨酯发泡][D 岩棉][E 玻璃棉

毡][F 保温浆料][G 其他]  

3、保温材料性能：密度[      kg/m3]、燃烧性能[      h]、导热系数[     W/M .K]、保温材料层厚度

[        mm]  

4、墙体传热系数[     w/m2.k]  

（二）屋面  

1、保温（隔热）形式[    、  ] [ A 坡屋顶] [B 平屋顶] [C 坡屋顶、平屋顶混合][D 有架空屋面板][E 保温层

与防水层倒置][F 其他]  

2、保温材料名称[    ] [A 挤塑聚苯乙烯发泡板] [B 聚氨酯发泡][C 加气砼砌块][D 憎水珍珠岩] [F 其他]  

3、保温材料性能：密度[      kg/m3]、导热系数[     W/M .K]、吸水率[     %]、保温材料层厚度[        mm]  

4、屋顶传热系数[      w/m2.k]  

(三)地面（楼面）  

1、保温形式[     ][     ] [ A 采暖区不采暖地下室顶板保温] [B 采暖区过街楼面保温] [C 底层地面保温][D 其

他]  

2、保温材料名称[    ] [A 挤塑聚苯乙烯发泡板] [B 模塑聚苯乙烯发泡板][C 聚氨酯发泡] [G 其他]  

3、保温材料性能：密度[      kg/m3]、导热系数[     W/M .K]、保温材料层厚度[        mm]  

4、地面（楼面）传热系数[     w/m2.k]。  

（四）外门窗（幕墙）  

1、门窗类型 [   、   ][   、   ][   、   ][   、   ] [A 断热桥铝合金中空玻璃窗][B 断热桥铝合金 loe 中空玻璃

窗][C 塑钢中空玻璃窗][D 塑钢 loe 中空玻璃窗][E 塑钢单层玻璃窗][F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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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遮阳形式：[   、  ]  [A 水平百叶遮阳][B 水平挡板遮阳] [C 垂直百叶遮阳][E 垂直挡板遮阳] [F 垂直卷

帘遮阳]  

3、内遮阳材料 [       ][A 金属百叶][B 无纺布][C 绒布][D 纱] [F 竹帘] [G 其它]  

4、门窗性能：传热系数[      w/m2.k]、遮阳系数[      %]、可见光透射比[        ]、气密性能[          ]  

二、供热采暖系统及其节能设施  

（1）供热方式：[      ][A 城市热力集中供热] [B 区域锅炉房集中供热] [C 分户独立热源供热] [D 热电厂余热

供热]  

（2）室内采暖方式：[      ][A 散热器供暖][B 地面辐射供暖][ C 其他]  

（3）室内采暖系统形式： [A 垂直双管系统][B 水平双管系统][C 带跨越管的垂直单管系统][D 带跨越管的水

平单管系统] [E 地面辐射供暖系统] [F 其他系统]  

（4）系统调节装置：[         ][A 静态水力平衡阀][B 自力式流量控制阀][C 自力式压差控制阀][散热器恒温阀] 

[E 其他]  

（5）热量分摊（计量）方法:[        ][A 户用热计量表法][B 热分配计法] [C 温度法][D 楼栋热量表法] [E 其他]  

三、空调、通风、照明系统及其节能设施（公共建筑）  

（1）空调风系统形式：[      ] [A 定风量全空气系统 ] [B 变风量全空气系统 ] [C 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 ] [D 

其他]  

（2）有无新风热回收装置：[      ] [A 有 ] [B 无 ]  

（3）空调水系统制式：[      ] [A 一次泵系统 ] [B 二次泵系统 ] [C 一次泵变流量系统 ] [D 其他]  

（4）空调冷热源类型及供冷方式：[      ] [      ] [A 压缩式冷水（热泵）机组] [B 吸收式冷水机组] [C 分体

式房间空调器] [D 多联机][E 其他] [F 区域集中供冷][G 独立冷热源集中供冷]  

（5）系统调节装置：[         ][A 电动两通阀][B 电动两通调节阀] [C 动态电动两通阀] [D 动态电动两通调节

阀] [E 压差控制装置] [F 对开式电动风量调节阀] [G 其他]  

（6）送、排风系统形式：[      ][A 自然通风系统 ][B 机械送排风系统 ][C  机械排风、自然进风系统 ] [D

设有排风余热回收装置的机械送排风系统][E 其他]  

（7）照明系统性能：照度值[        ]、功率密度值[        ]  

（8）节能灯具类型：[A 普通荧光灯][B T8 级][C T5 级] [D LED][E 其他]  

（9）照明系统有无分组控制控制方式：[A 有][B 无 ]  

（10）生活热水系统的形式和热源：[A 集中式][B 分散式][C 电] [D 蒸汽][E 燃气] [F 太阳能] [G 其他]  

四、可再生能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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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阳能利用：[     ][A 太阳能生活热水供应][B 太阳能采暖][C 太阳能空调制冷] [D 太阳能光伏发电] [E

其他]  

（二）地源热泵：[     ] [A 土壤源热泵][ B 浅层地下水源热泵][C 地表水源热泵] [D 污水水源热泵]  

（三）风能利用：[     ] [A 风能发电] [B 其他]  

（四）余热利用：[     ] [A 利用余热制备生活热水采暖] [ B 利用余热制备采暖热水][C 利用余热制备空调热

水] [D 利用余热加热（冷却）新风]  

五、建筑能耗与能源利用效率  

（一）当地节能建筑单位建筑面积年度能源消耗量指标：采暖[    ]w/m2，制冷[    ] w/m2，  

（二 ) 本建筑单位建筑面积年度能源消耗量指标:采暖[    ]w/m2、制冷[    ]w/m2  

（三）本建筑建筑物用能系统效率：热（冷）源效率[     %]、管网输送效率[     %]  

（四）本建筑与建筑节能标准比较：[        ][A 优于标准规定][B 满足标准规定][C 不符合标准规定] 

 

 

8.3.107）《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 年 9 月 1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

议通过  ）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102565/10326365.html  

http://hubeigy.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4/09/id/2652015.shtml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二○○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

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

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

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

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只有不断解决好这一课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

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

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

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高度重视，

领导全党紧紧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着重从思想和作

风、体制和机制、方式和方法、素质和本领等方面加强和改进，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十六大以来，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按照提高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的能力的要求，

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执政五十五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把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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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党在实践中锻

炼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

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

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

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的基层

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影响党

的执政成效，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

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

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当前，国内外形势总体上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比较

有利。全党要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把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五十五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 

  我们党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党。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实践中，

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积

累了成功经验，也有过失误的教训。坚持十六大提出的基本经验，认真总结和汲取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对于提高党

的执政能力，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至关重要。 

  第一，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

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

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

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促进弘扬中华文明和借鉴国外文明相结

合，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第三，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党领导人民

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断开拓发展思路、丰富发展内涵，推

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第四，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

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要牢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两个务必”，坚决惩治腐败，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结合中国实际不

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

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

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

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第六，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坚持党的领导核心

地位，坚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要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适应时代发展

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各方面建设成效最终都

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 

  这六条主要经验，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必须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并继续丰富和完善。 

  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

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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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

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

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

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全党要紧紧围绕上述任务，

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强

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四、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既是一个伟大创举，

又是一个全新课题。要适应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和运行特点，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水

平。 

  (一)牢固树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动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

谋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以经济结构

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大

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科学确定到二○二○年发展

的总体思路和重大战略，抓紧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及时全面分析经济形势，增强预见性，准

确把握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适时提出和有效贯彻应对的方针政策，防止大起大落，推动经济持续快

速协调健康发展。 

  (二)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

切实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党领导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各项部署中，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方面。把推进经济建设同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统一起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建立统筹城

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有效体制机制。

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在指导方针、政策措施上注重加强薄弱环节，特别要重视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重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支持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重视扩大就业再就业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重视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重视计划生育、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安全生产，大力

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积极推进。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始终站在时代前列领导和谋划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在攻

坚阶段，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任务还很艰巨。要尊重群众的首创

精神，围绕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切实解

决好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毫不动摇地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

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

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坚持

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

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合理划分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做到权

责一致，既维护中央的统一领导，又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的关系，加

强统筹协调，使各项改革互相促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注意把握好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节奏，把改

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四)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密切关注世界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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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涉外经济方针政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注重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既立足于

国内需求又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既充分用好内资又有效利用外资，既依靠和开发国内人力资源又借助和引进国外智

力。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坚持引进先进技术和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提高自主开发能力，保护知识产权，增强

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推动建立健全妥善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机制，善于运用国际通行

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 

  (五)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党领导经济工作，主要

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地方党委要结合本地实际，确定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加强和改进对经济社会重大事务的综合协调，确保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各项部署的贯

彻落实。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由党委集体

讨论决定，经常性工作由政府及其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决策和管理。党委要支持政府依法充分履行职责，推动政府依

法行政，加快转变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

管理经济活动，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五、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

势，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保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支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

家权力，支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使国家的立法、决策、执

行、监督等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贯彻长期共

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健全有关重大问题决策前协商的制度，真

诚接受民主党派监督，巩固同党外人士的联盟。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

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民族自治地

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全面做好党的宗教

工作，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做好侨务工作。做好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巩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及一切热爱中华民族的人们的大团结。 

  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政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

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 

  (二)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

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

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

的改变而改变。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

律的权威。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

权益。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提高司法

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

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三)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

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

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同

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

健全纠错改正机制。有组织地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 

  (四)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都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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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接受党员和人民群众监督。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

例，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加强和改进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健全领

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民主评议制度、谈话诫勉制度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依法实行质询

制、问责制、罢免制。加强对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

一管理。支持和保证人大、政府专门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支持和保证政协依照章程开展民主监督。

加强社会监督，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 

  (五)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发挥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政协等

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这些组织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委既要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及时研究并统筹解决他们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又要通过这

些组织中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委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规范党政机构设置，完善

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切实解决分工重叠问题，撤并党委和政

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规范各类领导小组和协调机构，一般不设实体性办事机构。围绕提高行政效率、降

低行政成本、整合行政资源，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研究，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和改进党对工会、共青

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及各类群众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充分发挥他们联系群

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党要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一)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不断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

验升华为理论，善于用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

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大力营造理论创新的社会环境，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

和教条式的理解，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深入探索党的执政规律。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充分反映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学科

体系和教材体系。全面落实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推动“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普及，抓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工作。关心和爱护理论工作者，培养和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特别要重视培养中青年理论人才，鼓励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发挥思想库作用。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统一，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增

强微观活力，健全文化市场体系，依法加强管理，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

体实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抓好队伍建设，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生活、

深入群众，为人民奉献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神文化产品。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

制改革总体方案。 

  (三)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

的主动权。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引导新闻媒体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进一步改进

报刊、广播、电视的宣传，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增强吸引力、感染力。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

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

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加强互联网宣传队

伍建设，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 

  (四)努力探索新方式新方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

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消除封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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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影响，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思

想问题，既要鼓励先进又要照顾多数，既要统一思想又要尊重差异，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解决实际问题。广泛开

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积极发展健康向上、各具特色的群众文化。切实抓好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教

育，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各负其责又密切配合的教育网络，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生动具体地融入青少年成长的各

个环节，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思想文化环境。 

  (五)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深化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教育和

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营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推动建立学习型社会。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提

高干部群众识别和抵制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能力。加强文化设施建设，提高基层特别是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体育服务能力。 

  七、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

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

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一)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激发各行

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坚决破除各种障碍，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

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既要充分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

级、广大农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阶层人员为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

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 

  (二)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

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

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

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

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

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

护安定团结。 

  (三)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

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更新管理理念，创

新管理方式，拓宽服务领域，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

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

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和

改进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 

  (四)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建立社

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

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效发挥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矛盾和维护稳

定的职能作用。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

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五)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宣

传教育，改进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积极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探索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倾

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以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工作重点，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

等方法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凝聚和激励群众共同前进。 

  八、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党要领导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维

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贡献，必须正确应对国际局势，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争取良好的国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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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周边环境。 

  (一)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

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主动顺应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潮流，

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善于

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重视学习和掌

握国际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知识，重视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规律，增进对世界历史和现

实情况的了解，增强判断国际形势的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 

  (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外方针政策，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

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不称霸。坚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伸张正义，支持公道，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

恐怖主义。正确处理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关系，主动参与多边外交活动，积极在联合国等重要

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互利合作。加强和改

进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加强民间外交，更好地为发展国家关系服务。坚持以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国际事务，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

展，促进新安全观的树立，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三)全面认识和把握国际因素对我国的影响，不断提高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全面分析和妥善应对来自

外部环境的机遇和挑战，善于扬长避短，坚持平等互利、共赢共存，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努力

变挑战为机遇。加快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磋商和制定，充分

反映合理主张，坚决维护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权益。妥善回应国际社会对我国情况的关注。加强和改进对外

宣传工作，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形成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 

  (四)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

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

制。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确保

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 

  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确保国防安全，是党执政的一

项重大战略任务。要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

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加强军队全面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永葆人民军队

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坚定不移地走

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坚持从

严治军、依法治军，加强军事法制建设，提高军队正规化水平。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推进军队

各项建设创新发展。加强武装警察部队全面建设，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加强国防动员

工作，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增强全党全民的国防意识，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

统一是党肩负的神圣使命。要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办事，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提高管治水平。在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旗帜下，广泛团

结香港、澳门各界人士，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的新局面。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香港、澳门事务。贯彻“和

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和

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切实做好台湾人民工作，努力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以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坚决反对和阻止外国干涉势力插手两岸事

务，坚决粉碎一切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图谋，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九、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的方针，紧密联系治国理政的实践，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 

  (一)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把党的思

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增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能力，

提高全党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水平。不断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向深入，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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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工作上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带动全党的学习，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

围绕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创新培训方法，提高培训质量，大规模培训干部。建立和落实领导干部的学习

考核和激励机制。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贯彻

党章，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增强党的观念，发扬优良传统，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全面贯彻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把那

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继续推行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

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全委会投票表决、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等制度。加大干部交流力

度，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

准，完善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

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严格控制选任制领导干部任期内的职务变动。大力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特别要培养选拔胜任重要岗位的年轻干部。注重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有计

划地组织和安排干部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和基层一线经受锻炼和考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贯彻党管人才原则，

坚持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一起抓，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

中来。 

  (三)按照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强领

导集体。各级领导班子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顾全大局，增强团结，保持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并严格执行党委内部的议事规

则和决策程序，保持协调高效运转，增强整体合力；要加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形成制

度，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反对好人主义、自由主义。优化领导班子素质结构，

形成合理的年龄梯次配备。加强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选配和管理、监督。重视县(市)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减少地

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逐步加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干部交

流。优化人大、政协领导班子结构，逐步减少人大、政协领导职数。修订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制定党组工作条例。 

  (四)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

者、实践者。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根据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组织

设置，改进工作方式，创新活动内容，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使基层党组织都紧密联系群众、充分发挥作用。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创建“五个好”村党组织、“五个好”乡镇党委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市)活动为载体，

建立干部经常受教育、农民长期得实惠的有效机制。 

  国有企业党组织要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机关党组织要

严格组织生活，加强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高校党组织要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

任务，着力做好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社区党组织要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党建工作新格局。加大在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探索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方法和途径。坚持标准，保证质

量，重点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发展党员，同时做好在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

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探索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新机制，加强流动党员管理，促进广大党员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及时整顿软弱涣散、不起作用的党组织，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关心爱护党员和基层干部，特

别要帮助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党员、下岗失业职工中的党员、生活困难的党员和老党员解决实际困难。加强党务工

作者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五)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要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

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

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建立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建立党的

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建立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

机制。加强代表同选举单位党员的联系，听取和反映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党的各级全委会召开会议时，可根据议题

事先征求同级党代会代表意见或邀请部分代表列席会议。扩大在市、县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逐步扩大基层党

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全党全国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原则问题

上必须保持高度一致。全党同志必须自觉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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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原则，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严肃

党的纪律，保证政令畅通。 

  (六)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思想教育，健全相关制度，提高执政效率，

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

观、地位观、利益观，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坚决反对脱离群众、以权谋私；坚持科学发展观

和正确政绩观，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坚持谦虚谨慎、艰

苦奋斗，坚决反对骄傲自满、铺张浪费。从中央做起，改革会议制度，大力精简会议、文件和简报，切实改进文风。

严格规范和控制各种检查、评比、达标活动。健全领导干部联系基层、联系群众制度。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要注

重实效，轻车简从。 

  (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越是长

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各级党委要把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

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以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违法违纪案件为重点，严厉惩处腐败分子。加强廉政法

制建设，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保证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加强思想

道德和纪律教育，表彰勤政廉政典型，督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

律己之心，自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重任，必须加强全党的团结，加强党同人民的团结，加强全国各族人

民的团结。全党同志一定要自觉维护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同心同德，艰苦奋

斗，扎实工作，开拓进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8.3.108）《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 2011 年 08 月 02 日 中办发[2011]22 号） 

http://www.gov.cn/jrzg/2011-08/02/content_1918496.htm  

http://sjj.sh.gov.cn/sj2014/zwgk/n386/n604/u1ai22199.html  

http://ajj.wuhai.gov.cn/index.php?s=/List/detail/id/1862.html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1〕2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 

  《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已经中央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二○一一年六月八日 

  

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促进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

政府建设，提高依法行政和政务服务水平，现就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重要性和总体要求 

  1．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重要性。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对于推进行政 体制改革、加

强对行政权力监督制约、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和提供高效便民服务，都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

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政务公开不断深 化，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全方

位推进，政务（行政）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发展迅速，服务群众功能不断完 善。但是，工作中也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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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问题，主要是：政务公开方面，有的存在重形式轻内容现象，有的公开内容不全面、程序不规范，有的不能妥

善处理信息公开与保守 秘密的关系，政府信息共享机制不够健全；政务服务方面，服务体系建设不够完善，服务

中心运行缺乏明确规范，公开办理的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不能满足群众需求 等。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解决这

些问题，坚持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加大推进政务公开力度，把公开透明的要求贯穿于政务服务各个环

节，以公开促 进政务服务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保障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和监督政府工作。 

  2．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总体要求。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按照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转变政

府职能，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程序化和 公开透明；按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公开

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按照便民利民的要求，进一步改进政务服 务，提高行政效能，推

进政务服务体系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 

  二、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化政务公开工作 

  3．创新政务公开方式方法。坚持方便群众知情、便于群众监督的原则，拓宽工作领域，深 化公开内容，

丰富公开形式，促进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创新。坚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提高政务公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坚持

创新载体、完善制度，实现政务公开 的规范化、标准化。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依靠群众积极支

持和广泛参与，畅通政府和群众互动渠道，切实提高政务公开的社会效益。 

  4．推行行政决策公开。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求的 决策机制，逐

步扩大行政决策公开的领域和范围，推进行政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

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在决策前要 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或者公布意见采纳情况。完善重大行

政决策程序规则，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必 经程序加以规范，增强

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5．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坚持依法行使权力，积极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 透明，确保行

政机关和公务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履职尽责。按照职权法定、程序合法的要求，依法梳理审核行政职权，编

制行政职权目录，明确行使权力的主 体、依据、运行程序和监督措施等，并向社会公布。严格规范行政裁量权行

使，细化、量化裁量基准，公开裁量范围、种类和幅度。重点公开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许 可、行政处罚、行政收

费、行政征收等执法活动中履行职责情况，积极探索执法投诉和执法结果公开制度。 

  6．加大行政审批公开力度。公布本地区本部门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行 政审批项目目

录，继续清理、调整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行政机关不得设置或变相设置行政许可事项和非行

政许可审批事项。进一步减少审批事 项，优化工作流程，公开办理程序，强化过程监控，建立行政审批事项的动

态管理制度。逐步依法将审批职能和审批事项集中到服务中心公开办理，建立健全决策、 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又

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 

  7．深入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动、及 时、准确公开财

政预算决算、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各级政府财政总预算和总决算，部

门预算和决算，以及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等方面的预算和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开。公开的内容要详细全面，

逐步细化到“项”级科目。各部门要逐步公开出国出境、出差、公务接待、公务用 车、会议等经费支出。抓好重大

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正确引导 社会舆论。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保密审查和监督保障等措施，认真做好涉及政府

信息公开的举报投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工作。妥善处理好信息公 开与保守秘密的关系，对依法应当保密的，

要切实做好保密工作。 

  8．着力深化基层政务公开。总结推广基层政务公开的成熟做法，大力推进乡镇（街道）政 务公开，及时

公开城乡社区居民关心的事项。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为深入推进村务公开打好基础。健全公

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制度，所有面 向基层服务的医院、学校、公交等公共企事业单位，都要全面推行办事公开，

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要编制办事公开目录，重点公开岗位职责、服务承诺、收费项目、 工作规范、办事纪律、监

督渠道等。主管部门要切实承担起对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的组织协调、监督指导职责。 

  9．加强行政机关内部事务公开。加大干部工作、机关财务预决算、政府采购、基建工程等信息的公开力

度，加强权力运行监控。开展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梳理行政机关内部职权依据和运行流程，查找廉政风险点，制定

防控措施，并及时在内部公开，加强对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防止权力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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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统筹推进政务服务体系建设 

  10．逐步建立健全政务服务体系。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将政府及其部门的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纳入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范畴，完善相关政策规定和管理措施，整合政务服务资源，健全政务服务平台，促进政务

服务的均等化、规范化、高效化，提供让群众满意的高质量政务服务。 

  11．充分发挥服务中心作用。服务中心是实施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重要平台。各地 要因地制宜规

范和发展各级各类服务中心。凡与企业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行政管理事项，包括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和公

共服务事项均应纳入服务中心办理。 因涉密、场地限制等特殊情况不进入服务中心办理的，由本级政府决定。双

重管理和垂直管理部门的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按照便于工作、加 强服务的原则，适合依

托服务中心的可纳入当地服务中心办理。 

  12．明确服务中心职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在本行政区域内规范省、市、县三级 服务中心的名

称、场所标识、进驻部门、办理事项和运行模式，推进政务服务规范化建设。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负责对政府各部门

进驻、委托事项办理的组织协调、监 督管理和指导服务，对进驻窗口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培训和日常考核，承担本

级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服务中心管理机构作为行政机构，应使用行政编制，配备少而精 的工作人员；已使用事

业编制的，应在行政编制总额内调剂出一部分进行替换。在调整、配备服务中心编制中，要结合当地政府机构改革，

注重优化整体编制结构， 坚持增减平衡。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规格由本级政府决定，其运行经费和人员办公经费列

入本级财政预算。经本级政府同意确需由部门单独设立的办事大厅，应当接受 服务中心的指导和监督。 

  13．规范服务中心运行。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为重点规范服务中心运行，着力为群众解 决实际问题。

进驻服务中心的政府部门要对其服务窗口办理事项充分授权，使不需要现场勘察、集体讨论、专家论证、听证的一

般性审批事项能在窗口受理后直接办 结。逐步实行“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一个窗口收费”

的运行模式。对同一个行政审批事项涉及两个以上部门的，逐步实行联合办理或并联审 批。凡进驻服务中心办理

的事项都要公开办理主体、办理依据、办理条件、办理程序、办理时限、办事结果、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和监督渠

道。建立健全首问负责、 限时办结、责任追究、效能评估等制度，提高服务水平。服务中心应设置专门的政府信

息公开查阅场所。 

  14．推进基层便民服务。坚持把方便基层群众办事作为政务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探索 在乡镇（街道）

开展便民服务的有效形式，有条件的地方要依托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设立便民服务中心，将劳动就业、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计划生 育、农用地审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涉农补贴等纳入其中公开规范办理；在城乡

社区（村）设立便民代办点，将便民服务向城乡社区（村）延伸。推行便民服务免 费代办制度。 

  15．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 产领域的市场

运行机制，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统一集中管理，逐步拓展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实施范围，确保公共资源交易公开、

公平、公正。为公共资源交易搭建平 台、提供服务，逐步推进省、市、县、乡四级公共资源交易网络建设。有条件

的地方可探索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与服务中心合并的一体化管理模式。 

  16．加强信息化建设。推广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在政务服务中的应 用，提高政务服

务信息化水平。将服务中心信息化纳入当地电子政务建设总体规划，充分利用现有电子政务资源，逐步实现网上办

理审批、缴费、咨询、办证、监督 以及联网核查等事项。规范技术标准，推动不同层级服务中心之间实现网络互

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重视和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完善门户网站功能，扩大网 上办事范围，及时充实和

更新信息发布内容，凡是不涉密的文件要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发布。 

  17．整合政务服务资源。进一步加强各项载体建设，发挥好政府公报、政务公开栏、公开 办事指南等在

政务服务中的作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创新政务服务方式，畅通政务服务渠道。进一步加强统一规划和资源整

合，充分发挥现有场所和信息化资源 功能，切实避免重复建设和投资浪费。要以服务中心为主体，逐步实现各级

各类政务服务平台的联接与融合，形成上下联动、层级清晰、覆盖城乡的政务服务体系。 

  四、强化监督保障措施 

  18．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将其列入重要 议事日程，统

一研究部署，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研究提出改进和加强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的措施，

循序渐进，务求实效。行政首长要 作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要亲自抓督促、抓协调、抓落实。落实政府部门工

作责任，进一步加强财政、编制等方面的支持保障，加强宣传教育，加大培训力度，形 成工作合力。切实加强服

务中心党的建设，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政务公开工作领导机构要协助党委和政府抓好统筹安排，指导、协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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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各项工 作。各级监察机关要认真履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协调

和检查指导。 

  19．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规范行政裁量权、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完善政务公开程 序、规范服务中

心运行、评议政务服务质量等方面的制度，为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配套制度，制定政府信息公开 的评估标准和程序，逐步实现政府信息公开的系统化和标准化。研究建立党务

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有机结合 的制度规范，使之相互促

进、协调运转。 

  20．加强监督考核。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考核、行政机

关绩效考核和民主评议范围，细化考核评估标准。建立健全电子监察系统，对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和公共服

务事项实现全过程监察。加强党的基 层组织和党代会代表的监督，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

民团体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强化社会监督。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监督，认真解决群众投 诉反映的问题。研究改

进和加强监督的方式方法，切实提高监督实效。建立健全激励和问责机制，对工作落实到位、社会满意度高的地区

和部门要予以奖励；对工作 落实不力的，要进行诫勉谈话，限期整改；对损害群众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

要严格追究责任，坚决避免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流于形式，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 

 

 

 

8.3.10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2004 年 11 月 19 日 国发

〔2004〕10 号） 

http://www.gov.cn/ztzl/yfxz/content_374177.htm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08/3/27/art_5262_264286.html  

http://www.gov.cn/xxgk/pub/govpublic/mrlm/200803/t20080328_32360.html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 号，以下简称《纲要》）已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印发，现就

贯彻落实《纲要》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把贯彻落实《纲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

务  

  《纲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总结了近年来推进依法行政的基本经验，适应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规定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政策

文件。国务院各部门都要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充分认识《纲要》的重大意义，把贯彻落实《纲要》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把《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为全面推进依

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提供保障。  

  二、突出重点，明确分工 

  贯彻落实《纲要》是一项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根据各自的职能，明确工

作任务，突出工作重点，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现就各部门各单位重点工作任务作如下分工：  

  （一）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积极研究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决策权，完善政府内部决策规则、决策程序以及行政决策的监

督制度和机制，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

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国务院办公厅、中央编办、监察部、行政学院、社科院） 

  （二）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1．围绕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制定政府立法工作计划，做

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统一，立法进程与改革进程相适应。（法制办组织有关部门）  

  2．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

者三结合。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立法征求意见制度。研究建立有关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的说明制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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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有关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法制办组织有关部门）  

  3．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方便公众对公开的政府信息的获取、查阅。（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办、信

息办、信息产业部、财政部） 

  4．建立健全行政法规、规章修改和废止的工作制度以及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定期清理和定期评价制度。

（法制办组织有关部门） 

  （三）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科学划分和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核定人员编制，实现政府职

能、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加强对各级行政机关职能争议的协调。（中央编办） 

  2．完善各类市场监管制度，确保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保证市场监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打破部门保

护、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研究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

方式，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质

检总局、商务部、建设部、国土资源部、食品药品监管局、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电监会）  

  3．研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实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能分开的具体措施，加强

对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的引导和规范。（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人事部、民政部、国资委、商务部、工商总局、财

政部、监察部、行政学院、社科院） 

  4．完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劳动保障部、卫生部、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 

  5．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法律制度和机制（包括起草紧急状态法），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

力，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国务院办公厅组织有关部门） 

  6．建立健全有关集中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的法律制度，实现规范的部门预算。（财政部、发展改革委）  

  7．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清理和规范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收费。（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8．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和津（补）贴，解决同一地区不同行政机关相同职级

工作人员收入差距较大的矛盾。（人事部、财政部）  

  9．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减少行政许可项目，规范行政许可行为，研究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监察部、中

央编办、法制办会同有关部门） 

  10．加快电子政务体系建设，推进政府上网工程的建设和运用，扩大政府网上办公的范围，逐步实现政府

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国务院办公厅、国信办、信息产业部、发展改革委） 

  （四）理顺行政执法体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1．研究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工作机制，

继续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

机制。（中央编办、法制办、财政部、监察部） 

  2．建立健全有关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有关监督检查记录、证据材料和执法文书进行立卷归档。（法制办组织有关部门） 

  3．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人事部、法制办、中央编办） 

  4．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依法界定执法职责，科学设定执法岗位，规范执法程序。建立公开、公平、

公正的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或者错案责任追究制。探索建立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奖惩机制和办法。（法制办、中

央编办、监察部、人事部）  

  （五）探索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1．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积极探索解决民事纠纷的新机制。完善人民调

解制度，预防和化解民事纠纷。（司法部、信访局、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劳动保障部、法制办） 

  2．完善信访法律制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通过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保障信访人、举报人的权利和人身

安全。（信访局、监察部） 

  （六）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 

  1．完善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制度和机制，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建立依法对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提出异议的处理机制和办法。（法制办）  

  2．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完善有关行政复议程序和工作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机构的队伍建设，提高行政

复议工作人员的素质，做好行政复议工作。探索提高行政复议工作质量的新方式、新举措。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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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法制办、监察部） 

  3．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制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得赔偿。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

（财政部、法制办）  

  4．探索建立行政赔偿程序中的听证、协商、和解制度。（法制办、财政部）  

  5．建立健全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经常性监督制度，探索层级监督的新方式，强化上级行政机

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办、监察部） 

  6．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机制，确保专门监督机关切实履行职责，依法独立开展专门监督，并与检察机关

密切配合，及时通报情况，形成监督合力。（审计署、监察部） 

  7．探索拓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实施监督的渠道，完善监督机制，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实施监督创造条件。完善群众举报违法行为的制度。研究建立对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及

时作出处理的工作机制。（监察部、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  

  （七）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 

  1．研究建立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对领导干部进行依法行政知识培训。探索对领导干部任

职前实行法律知识考试的制度。（人事部、法制办、司法部）  

  2．研究建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强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通用法律知识以及专门法律知识等依法

行政知识的培训。（人事部、法制办、司法部）  

  3．建立和完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情况考核制度，制定具体的措施和办法，把依法行政情况作为

考核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重要内容。（人事部、法制办） 

  4．采取各种形式，加强普法和法制宣传，增强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观念和意识，积极引导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逐步形成与建设法治政府相适应的良好社会氛围。（司法部、法制办） 

  （八）完善措施，切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1．研究建立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贯彻《纲要》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度。对贯彻落实《纲要》不力

的，要严肃纪律，追究有关人员相应的责任。（国务院办公厅、监察部、法制办） 

  2．研究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定期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情况的具体办法。（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办） 

  3．研究切实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的具体措施和办法，确保充分发挥政府法制机构在依法行政方

面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的作用，并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中央编办、财政部、法制办） 

  三、加强领导，精心规划，加大宣传，强化检查，切实把《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纲要》的贯彻落实，关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关系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一项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系

统工程，要常抓不懈。国务院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和安排，扎实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狠抓落实。 

  （一）加强领导，把《纲要》的贯彻落实摆上重要日程。要按照执政为民的要求，切实加强对依法行政的

领导。国务院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贯彻执行《纲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一级

抓一级，逐级抓落实。牵头部门和单位要切实担负起统筹协调的责任，明确工作进度，认真抓好组织协调，坚持重

大问题主动协商、共同研究，充分调动有关方面的积极性；其他责任单位要主动配合，积极参与，共同完成好所承

担的任务。 

  （二）制定规划，分步推进。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本部门本单位贯彻落实《纲要》的实施意见、具体办法

和配套措施，确定不同阶段的目标要求，提出工作进度，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整体推进，确保《纲要》得到全面

正确执行。 

  （三）注重制度建设，以创新的精神做好工作。抓紧制定和完善《纲要》的配套政策措施，形成有利于全

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制度环境。对依法行政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对策，

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中形成的经验要及时总结，不断推进依法行政的理论创新、制度创

新、机制创新和方法创新。 

  （四）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有利于贯彻落实《纲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舆论环境。国务

院各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宣传工作方案，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纲要》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把思想统一到

《纲要》的精神上来。要通过组织自学和举办培训班、研讨会、报告会等方式，不断加深对《纲要》的理解，提高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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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加强督促检查，狠抓工作落实。国务院各部门要对照工作规划、目标要求和工作进度，抓好督促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法制办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做好协调服务、督促指导、政策研究和情况交流

工作，为贯彻执行《纲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的作用。 

（法制办提供） 

 

8.3.110）《法规规章备案条例》（ 20012 年 12 月 14 国务院令第 337 号）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859.htm  

http://xxgk.pingxiang.gov.cn/lhx/xzbmxxgk/xmzj/fgwj/gfxwj/201807/t20180720_1747411.htm  

http://www.moh.gov.cn/fzs/pfg/201304/94f7ef5bea4d4a8ba703868ee8956f63.shtml  

http://www.mee.gov.cn/gzfw_13107/zcfg/fg/xzfg/201605/t20160522_343329.s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37  号 

现公布《法规规章备案条例》，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总  理    朱镕基                 

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规规章备案条例 

第一条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加强对法规、规章的监督，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法规，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定职权

和程序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的经

济特区法规，以及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本条例所称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部门规章，是指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

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以下简称国务院部门)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

的职权范围内依照《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制定的规章。地方政府规章，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

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依照《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制定的规章。 

第三条  法规、规章公布后，应当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内，依照下列规定报送备案： 

(一)地方性法规、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

国务院备案； 

(二)部门规章由国务院部门报国务院备案，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部门联合制定的规章，由主办的部门报国务院备

案；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备案； 

(四)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规章由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备案，同时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备案； 

(五)经济特区法规由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国务院备案。 

第四条  国务院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履行规章备案职责，加强对规章备

案工作的组织领导。 

国务院部门法制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具体负责本部门、本地

方的规章备案工作。 

第五条  国务院法制机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国务院的法规、规章备案工作，履行备案审查监督职责。 

第六条  依照本条例报送国务院备案的法规、规章，径送国务院法制机构。 

报送法规备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法规备案的有关规定执行。 

报送规章备案，应当提交备案报告、规章文本和说明，并按照规定的格式装订成册，一式十份。 

报送法规、规章备案，具备条件的，应当同时报送法规、规章的电子文本。 

第七条  报送法规、规章备案，符合本条例第二条和第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国务院法制机构予以备案

登记；不符合第二条规定的，不予备案登记；符合第二条规定但不符合第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暂缓办理备

案登记。 

暂缓办理备案登记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通知制定机关补充报送备案或者重新报送备案；补充或者重新报送备

案符合规定的，予以备案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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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经备案登记的法规、规章，由国务院法制机构按月公布目录。 

编辑出版法规、规章汇编的范围，应当以公布的法规、规章目录为准。 

第九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认为地方性法规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或者认为规章以及

国务院各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发布的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命令同法律、

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国务院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按照规定程序处理。 

第十条  国务院法制机构对报送国务院备案的法规、规章，就下列事项进行审查： 

(一)是否超越权限； 

(二)下位法是否违反上位法的规定； 

(三)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或者不同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是否应当改变或者撤销一方的或

者双方的规定； 

(四)规章的规定是否适当； 

(五)是否违背法定程序。 

第十一条  国务院法制机构审查法规、规章时，认为需要有关的国务院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提出意见的，有

关的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回复；认为需要法规、规章的制定机关说明有关情况的，有关的制定机关应当在规定期

限内予以说明。 

第十二条  经审查，地方性法规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处理。 

第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

院依照立法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经审查，规章超越权限，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其规定不适当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建

议制定机关自行纠正；或者由国务院法制机构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院决定，并通知制定机关。 

第十五条  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进行

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院决定，并通知制定机关。 

第十六条  对《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无效规章，国务院法制机构不予备案，

并通知制定机关。 

规章在制定技术上存在问题的，国务院法制机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意见，由制定机关自行处理。 

第十七条  规章的制定机关应当自接到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将处

理情况报国务院法制机构。 

第十八条  根据本条例第十五条作出的处理结果，可以作为对最高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送请国

务院解释或者裁决的答复。 

第十九条  法规、规章的制定机关应当于每年 1 月底前将上一年所制定的法规、规章目录报国务院法制机构。 

第二十条  对于不报送规章备案或者不按时报送规章备案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通知制定机关，限期报送；逾

期仍不报送的，给予通报，并责令限期改正。 

第二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发布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

行政决定、命令的监督，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建立相关的备案审查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保证法律、

法规的正确实施。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1990 年 2 月 18 日国务院发布的《法规、规章备案规定》同时废

止。 

 

 

 

8.3.111）《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府法制工作的决定》（ 1993 年 10 月 09 日  国发〔1993〕72 号） 

http://www.china.com.cn/law/flfg/txt/2006-08/08/content_7059521.htm  

http://www.people.com.cn/item/flfgk/gwyfg/1993/112105199342.html  

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府法制工作的决定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９日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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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

修正案已经将党的这一主张变成国家意志，载入了国家的根本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

变革，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越来越多的、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和利益关系，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更加迫切要求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来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这样的新形势，对政府法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为了进一步加强政府法制工作，推动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特作如下决定： 

一、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都要充分认识做好政府法制工作的重要性。政府法制工作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管理国家事务、经

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经常的、普遍的、大量的管理工作要通过行政行为来实现。只有把行政行为纳入法制化

的轨道，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效能，并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在当前改革金融体制、财税体制、

投资体制，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加强宏观经济调控，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迫切需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并进一

步完善相应的法律实施机制。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使政府的立法工作、执法工作都有明

显的发展和改善，努力开创政府法制工作的新局面。 

二、今后一个时期，政府法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是：从国家总的形势和任务出发，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

赋予政府的职责，加强政府法制建设，保证党的十四大和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的完成，保证政府

工作在法制轨道上高效率地运行。 

三、要把做好经济立法工作作为政府立法工作的重点，加快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法工作。政府立法工作

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统一规划和国务院的部署，按照党的十四大确定的在九十年代初步建立

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应地大体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当前，要着重抓紧、抓好直接

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以下几个方面的立法工作：一是规范市场主体的立法工作；二是调整市场主体关系、

维护市场秩序的立法工作；三是改善和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立法工作；四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保

障的立法工作。同时，也要抓紧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发展方面的立法工作，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保障

公民权利方面的立法工作，维护社会治安和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等方面的立法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

立、完善和健康运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必要的保证条件。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围绕上述立法工作重点，抓紧

有关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并抓紧制定有关规章。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有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

制定规章职权的地方人民政府也要围绕上述重点，结合本地区的实际，统筹安排好本地区的政府立法工作。 

四、要正确处理政府立法工作与改革的关系。政府立法工作不仅要肯定改革的成功经验，推动改革深化，而且

要根据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尽可能地做到先立法后行动或者在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先立法后铺开，

通过立法指导改革。政府立法工作一定要从大局出发，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规范的统一、一致，体现转变政府职能的精神，坚决破除立法工作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和

地方保护主义。 

五、要加强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解释和清理工作。凡属于行政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的，以及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对具体应用行政法规的问题作出解释有困难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其解释有不同意见的，由国务院法制局

提出解释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各部门和依法有权制定规章的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解释，也要规范化、

制度化。行政法规、规章的清理工作要经常化、制度化。凡不符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应当按照

法定程序，该修改的及时修改，该废止的及时废止，使“立、改、废”成为政府立法工作的统一整体。 

六、要切实加强行政执法工作。当前，行政执法的问题很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比较普

遍，有些地方和部门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执法犯法、徇私枉法，问题相当严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有些地方和部门，特别是有些行政执法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和垄断性行业，在利益

驱使下，利用职权或者行业垄断地位，搞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商品化、权钱交易。这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

地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权威，已经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

对此要予以高度重视，根据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把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作为政府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

内容，切实抓紧、抓好，务必抓出成效。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增强法制观念，依法行政，

严格依法办事，做勤政廉政、奉公守法的模范，向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行为，特别是向执法犯法、徇

私枉法、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进行不懈的斗争。 

七、各级政府都要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依法接受司法监督，接受政协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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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接受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同时，要切实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强化上级政府对下

级政府、政府对其所属各部门的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行政机关违法的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要严格执行法规规章

备案规定，通过备案工作，审查法规、规章的合法性，发现规章同法律、法规相抵触或者规章之间相矛盾等问题，

要依法予以纠正和解决。各级复议机关要认真执行行政复议条例，积极履行法定职责，认真审查复议案件，及时纠

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 

当前，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要把那些涉及国家全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如减轻农民负担、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维护金融秩序、严肃财税纪律、加强廉政建设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作为重点，进行

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坚决予以纠正，不管涉及什么机关、什么人，凡是违法乱纪

的，都要严肃处理，直至依法予以制裁。 

八、要加强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和队伍的建设。政府法制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强，专业性、知识性也很强。

没有一支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较高的政府法制工作专业队伍，政府法制工作就难以落实、搞好。因此，各级政府、

尤其是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的建设，选拔、关心、培养政府法制工作

专业人才，使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同本地方、本部门的政府法制工作任务相适应。各级政府和政府

各部门要为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开展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政府法制工作中的参谋和助手作用。 

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的任务是在政府或者政府部门的领导下，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政府法制工作进行规划、协调、

监督、服务，主要是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根据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法定职责，组织起草或者修改法律草案、

法规草案、规章草案；负责法规、规章备案工作；组织行政法规、规章的清理工作；协调行政执法中有关部门或者

单位由于对有关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矛盾；指导或者受有关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委托参与行政案件的

复议、应诉；根据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的统一部署，参与或者组织行政执法检查。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可以根

据各自的职责和情况，对所属法制工作机构的具体任务、职责作出规定。 

九、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都要重视并加强对政府法制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千头万绪，

任务十分繁重。越是如此，越要转变职能，议大事、抓大事，政府法制工作就是涉及全局的一件大事。随着社会的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各级行政机关的领导都要学习法律、熟悉法律，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

理经济、管理社会。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切实加强对政府法制工作的领导，把加强政府

法制建设真正摆到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上，列入重要议程，确定一位领导同志分管这项工作；对政府立法工作、执

法工作和执法监督中的重大问题，领导要亲自出面解决。今后，各级政府在向上级政府和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

工作时，要把报告政府法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向所属部门和下级政府布置、检查工作时，要把布置、检查

政府法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十、加强政府法制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根据本决

定的要求，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本决定的精神，努力使政府法制工作在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8.3.112）《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实施意见》（ 2011 年 8 月 23 日 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  江西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 赣办发〔2011〕10 号） 

http://www.gzxzfw.gov.cn/gzdt/zcfg/szcfg/2017-04-19/2566.html  

http://www.gzxzfw.gov.cn/gzdt/zcfg/szcfg/2017-04-19/2566.html  

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实施意见》的通知 

  

赣办发〔2011〕10 号                    2011 年 8 月 23 日 

  

各市、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省委各部门，省直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我省《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实施意见》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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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执行。  

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中办发〔2011〕

22 号），促进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提高依法行政和政务服务水平，结合我省实际，现

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按照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按照公

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公开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按照便民

利民的要求，进一步改进政务服务，提高行政效能，推进政府服务体系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 

二、目标任务 

（一）推行行政决策公开 

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求的决策机制，扩大行政决策公开的领域和范围，

推进行政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则，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

体讨论决定作为必经程序加以规范，增强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改革方案、

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在决策前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或者公布意见采纳情况。责任单

位：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 

（二）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坚持依法行使权力，积极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确保行政机关和公务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权

限履职尽责。按照职权法定、程序合法的要求，依法梳理审核行政职权，编制行政职权目录，明确行使权力的主体、

依据、运行程序和监督措施等，并向社会公布。严格规范行政裁量权行使，细化、量化裁量基准，公开裁量范围、

种类和幅度。重点公开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收费、行政征收等执法活动中履行职责情况，积

极探索执法投诉和执法结果公开制度。责任单位：省政府法制办、省监察厅。 

（三）加大行政审批公开力度 

1、公布本地区本部门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继续清理、调整和减少行

政审批事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行政机关不得设置或者变相设置行政许可事项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进一步减

少审批事项，优化工作流程，公开办理程序，强化过程监控，建立行政审批事项的动态管理制度。责任单位：省审

改办、省监察厅、省政府法制办。 

2、逐步依法将审批职能和审批事项集中到服务中心公开办理，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又相互制

约的运行机制。责任单位：省监察厅。 

（四）深入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1、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动、及时、准确公开财政预算决算、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

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

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发改

委、省公安厅、省质监局、省安监局、江西煤监局。 

2、各级政府财政总预算和总决算，部门预算和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开。公开的内容要详细全面，按规定要求

细化。各部门要按照中央和省政府的有关要求公开出国出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等经费支出。责任单位：省财政

厅、省直各单位。 

3、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保密审查和监督保障等措施，认真做好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举报投诉、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工作。妥善处理好信息公开与保守秘密的关系，对依法应当保密的，要切实做好保密工作。

责任单位：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直各单位。 

（五）着力深化基层政务公开 

1、总结推广基层政务公开的成熟做法，大力推进乡镇（街道）政务公开，及时公开城乡社区居民关心的事项。

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为深入推进村务公开打好基础。责任单位：省监察厅、省民政局。 

2、健全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制度，所有面向基层服务的医院、学校、公交等公共企事业单位，都要全面

推行办事公开，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要编制办事公开目录，重点公开岗位职责、服务承诺、收费项目、工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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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纪律、监督渠道等。主管部门要切实承担起对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的组织协调、监督指导职责。责任单位：

省卫生厅、省教育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电力公司、中国电信江西省分公司、中国移动江西公

司。 

（六）加强行政机关内部事务公开 

1、加大干部工作、机关财务预决算、政府采购、基建工程等信息的公开力度，加强权力运行监控。责任单位：

省直各单位。 

2、开展廉能风险防控管理，梳理行政机关内部职权依据和运行流程，查找廉政风险点，制定防控措施，并及

时在内部公开，加强对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防止权力滥用。责任单位：省监察厅、省直各

单位。 

（七）逐步建立健全政务服务体系 

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将政府及其部门的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范畴，完善相

关政策规定和管理措施，整合政务服务资源，健全政务服务平台，促进政务服务的均等化、规范化、高效化，提供

让群众满意的高质量政务服务。责任单位：省政府法制办|、省监察厅、省直各单位 

（八）充分发挥服务中心作用 

服务中心是实施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重要平台。各地要因地制宜规范和发展各级各类服务中心。凡与企

业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行政管理事项，包括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均应纳入服务中心办理。

因涉密、场地限制等特殊情况不进入服务中心办理的，由本级政府决定。双重管理和垂直管理部门的行政许可、非

行政许可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按照便于工作、加强服务的原则，适合依托服务中心的可纳入当地服务中心办理。

责任单位：省监察厅、省政府法制办。 

（九）明确服务中心职能 

1、规范省、市、县三级服务中心的名称、场所标识、进驻部门、办理事项和运行模式，推进政务服务规范化建

设。责任单位：省审改办、省监察厅。 

2、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负责对政府各部门进驻、委托事项办理的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对进驻窗口

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培训和日常考核，承担本级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责任单位：省审改办、省监察厅。 

3、服务中心管理机构作为行政机构，应使用行政编制，配备少而精的工作人员；已使用事业编制的，应在行

政编制总额内调剂出一部分进行替换。在调整、配备服务中心编制中，要结合当地政府机构改革，注重优化整体编

制结构，坚持增减平衡。责任单位：省编办。 

4、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规格按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报批，其运行经费和人员办公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责任单

位：省财政厅、省编办。 

5、经本级政府同意确需由部门单独设立的办事大厅，应当接受服务中心的指导和监督。责任单位：省监察厅。 

（十）规范服务中心运行 

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为重点规范服务中心运行，着力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进驻服务中心的政府部门要对其

服务窗口办理事项充分授权，使不需要现场勘察、集体讨论、专家论证、听证的一般性审批事项能在窗口受理后直

接办结。逐步实行“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一个窗口收费”的运行模式。对同一个行政审批事

项涉及两个以上部门的，逐步实行联合办理或并联审批。凡进驻服务中心办理的事项都要公开办理主体、办理依据、

办理条件、办理程序、办理时限、办事结果、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和监督渠道。建立健全首问负责、限时办结、责

任追究、效能评估等制度，提高服务水平。服务中心应设置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场所。责任单位：省审改办、

省监察厅。 

（十一）推进基层便民服务 

    坚持把方便基层群众办事作为政务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探索在乡镇（街道）开展便民服务的有效形式，

有条件的地方要依托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设立便民服务中心，将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计

划生育、农用地审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涉农补贴等纳入其公开规范办理；在城乡社区（村）设立便民代办点，

将便民服务向城乡社区（村）延伸。推进便民服务免费代办制度。责任单位：省审改办、省监察厅。 

（十二）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领域的市场运行机制，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统一集中管理，逐

步拓展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实施范围，确保公共资源交易公开、公平、公正。为公共资源交易搭建平台、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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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全面推进省、市、县、乡四级公共资源交易网络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与服务中心合并

的一体化管理模式。责任单位：省监察厅、省发改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国土资源

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工信委、省卫生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电力公司、南昌铁路局。 

（十三）完成电子政务资源整合与建设任务 

各地各部门要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省监察厅建设统一高效电子政务和电子监察

系统整合全省政务信息网络资源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府厅字〔2010〕142 号）文件规定，切实抓好 8 个重点项目的

建设任务。各牵头部门要搞好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招标采购、竣工验收、运行应用、维护保障。各有关部门要积

极支持，大力协助，保证不拖后腿。责任单位：省工信委、省监察厅、省发改委。 

（十四）加强信息化建设 

将服务中心信息化纳入当地电子政务建设总体规划，充分利用现有电子政务资源，逐步实现网上办理审批、缴

费、咨询、办证、监督以及联网核查等事项。规范技术标准，推动不同层级服务中心之间实现网络互联互通、信息

共享和业务协同。重视和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完善门户网站功能，扩大网上办事范围，及时充实和更新信息发布内

容，凡是不涉密的文件要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发布。责任单位：省工信委、省发改委、省监察厅。 

（十五）整合政务服务资源 

发挥好政府公报、政务公开栏、公开办事指南等在政务服务中的作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创新政务服务方

式，逐步实现各级各类政务服务平台的联接与融合，畅通政务服务渠道，形成上下联动、层级清晰、覆盖城乡的政

务服务体系。责任单位：省审改办、省监察厅、省直各单位。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政府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统一研

究部署，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研究提出改进和加强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的措施，循

序渐进，务求实效。行政首长要作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要亲自抓督促、抓协调、抓落实。各设区市党委、政府

要参照本实施意见制定本地实施方案，于今年 9 月底前报省纪委、省监察厅。各牵头单位要按照分工意见，明确任

务，细化方案，并于 9 月底前将落实方案报省纪委、省监察厅。政务公开工作领导机构要协助党委和政府抓好统筹

安排，指导、协调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各项工作。各级监察机关要认真履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加强对政务公

开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检查指导。要落实政府部门工作责任，进一步加强财政、编制等方面的支持保障，加强宣传教

育，加大培训力度，形成工作合力。切实加强服务中心党的建设，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二）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规范行政裁量权、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完善政务公开程序、规范服务中心运

行、评议政务服务质量等方面的制度，为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配套制度，制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评估标准和程序，逐步实现政府信息公开的系统化和标准化。研究建立党务公开、

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有机结合的制度规范，使之相互促进、协调

运转。 

（三）创新方式方法。坚持方便群众知情、便于群众监督的原则，拓宽工作领域，深化公开内容，丰富公开形

式，促进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创新。坚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提高政务公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坚持创新载体、

完善制度，实现政务公开的规范化、标准化。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依靠群众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

畅通政府和群众互动渠道，切实提高政务公开的社会效益。 

（四）加强监督考核。各地各部门要把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行政机关绩效考核

和民主评议范围，细化考核评估标准。建立健全电子监察系统，对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和公开服务事项实现

全过程监察。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代会代表的监督，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新闻

媒体的监督作用，强化社会监督。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监督，认真解决群众投诉反映的问题。研究改进和加强监督的

方式方法，切实提高监督实效。建立健全激励和问责机制，对工作落实到位、社会满意度高的地区和部门要予以奖

励；对工作落实不力的，要进行诫勉谈话，限期整改；对损害群众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格追究责任，

坚决避免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流于形式，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8.3.113）《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2010 年 11 月 10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41.htm 

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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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1 月 10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明确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责任，推动科学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领导班子、

领导干部。 

  人民团体、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参照执

行本规定。 

  第三条 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

系建设，保证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决策和部署的贯彻落实。 

  第四条 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

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要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

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业务工作紧密结合，一起部署，一起落实，

一起检查，一起考核。 

  第五条 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谁主管、谁负责，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 

第二章 责任内容 

  第六条 领导班子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任。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是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应当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

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 

  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七条 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中承担以下领导责任：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上级党委（党组）、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和

要求，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目标要求和具体措施，每年召开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的党委常

委会议（党组会议）和政府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进行责任分解，明确领导班子、领导干部

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职责和任务分工，并按照计划推动落实； 

  （二）开展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洁从政教育，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和法规制度，加强廉政

文化建设； 

  （三）贯彻落实党风廉政法规制度，推进制度创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四）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

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 

  （五）监督检查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和下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情况； 

  （六）严格按照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防止和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七）加强作风建设，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解决党风政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八）领导、组织并支持执纪执法机关依纪依法履行职责，及时听取工作汇报，切实解决重大问题。 

第三章 检查考核与监督 

  第八条 党委（党组）应当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检查考核制度，建立健全检查考核机制，制定检查

考核的评价标准、指标体系，明确检查考核的内容、方法、程序。 

  第九条 党委（党组）应当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负责对下一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的检查考核。 

  第十条 检查考核工作每年进行一次。检查考核可以与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工作目标考核、年度考核、惩

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检查工作等结合进行，也可以组织专门检查考核。 

  检查考核情况应当及时向同级党委（党组）报告。 

  第十一条 党委（党组）应当将检查考核情况在适当范围内通报。对检查考核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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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督促整改落实。 

  第十二条 党委（党组）应当建立和完善检查考核结果运用制度。检查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总体评价

和领导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组织人事部门协助同级党委（党组）开展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

情况的检查考核,或者根据职责开展检查工作。 

  第十四条 党委常委会应当将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作为向同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

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十五条 领导干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应当列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的重要内容，并在

本单位、本部门进行评议。 

  第十六条 党委（党组）应当将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每年专题报告上一级党委（党组）

和纪委。 

  第十七条 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巡视组应当依照巡视工作的有关规定，加强对有关党组织领导

班子及其成员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巡视监督。 

  第十八条 党委（党组）应当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实际，建立走访座谈、社会问卷调查等党风廉

政建设社会评价机制，动员和组织党员、群众有序参与，广泛接受监督。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九条 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违反或者未能正确履行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追究责任： 

  （一）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领导不力，以致职责范围内明令禁止的不正之风得不到有效治理，造成不良影

响的； 

  （二）对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范围内的事项不传达贯彻、不安排部署、不督促落实，或

者拒不办理的； 

  （三）对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发现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隐瞒不报、压案不查的； 

  （四）疏于监督管理，致使领导班子成员或者直接管辖的下属发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 

  （五）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或者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六）放任、包庇、纵容下属人员违反财政、金融、税务、审计、统计等法律法规，弄虚作假的； 

  （七）有其他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行为的。 

  第二十条 领导班子有本规定第十九条所列情形，情节较轻的，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情节较重的，给予通

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进行调整处理。 

  第二十一条 领导干部有本规定第十九条所列情形，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情节较重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者给予调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和降

职等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以上责任追究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第二十二条 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十九条所列情形，并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从重追究

责任： 

  （一）对职责范围内发生的问题进行掩盖、袒护的； 

  （二）干扰、阻碍责任追究调查处理的。 

  第二十三条 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十九条所列情形，并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

减轻追究责任： 

  （一）对职责范围内发生的问题及时如实报告并主动查处和纠正，有效避免损失或者挽回影响的； 

  （二）认真整改，成效明显的。 

  第二十四条 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违反本规定，需要查明事实、追究责任的，由有关机关或者部门按照职

责和权限调查处理。其中需要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由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党纪政纪案件的调查处理程序办理；需要

给予组织处理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或者由负责调查的纪检监察机关会同组织人事部门，按照有关权限和程序办理。 

  第二十五条 实施责任追究，要实事求是，分清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追究集体责任时，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领导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的班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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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对错误决策提出明确反对意见而没有被采纳的，不承担领导责任。 

  错误决策由领导干部个人决定或者批准的，追究该领导干部个人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实施责任追究不因领导干部工作岗位或者职务的变动而免予追究。已退休但按照本规定应当

追究责任的，仍须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 

  第二十七条 受到责任追究的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 

  单独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受到降职

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升职务。同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按影响期较长的执行。 

  第二十八条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党委（党组）、政府实施责任追究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

有应当追究而未追究或者责任追究处理决定不落实等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下级党委（党组）、政府予以纠正。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条 中央军委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情况，制定具

体规定。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央纪委、监察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8 年 11 月发布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同

时废止。 

 

 

8.3.114）《江西省贯彻落实〈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2009 年 7 月 24 日  中共江

西省委办公厅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http://www.jxlz.gov.cn/zcfg/snzcfg/201401/t20140116_62732.htm 

http://www.gov.cn/jrzg/2009-06/22/content_1347314.htm  

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西省贯彻落实〈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省委各部门，省直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办发［2009］25 号，

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完善领导干部行为规范的重要法规制度，对于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

管理和监督，增强领导干部的宗旨观念和责任意识，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兢兢业业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为了结合我省实际更好地贯彻落实《暂行规定》，使领导干部问责制科学化、规范化、法制

化，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将《江西省贯彻落实〈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在执行《实施办法》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省委、省政府。                                                                                                              

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09 年 7 月 24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促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保证政令畅通，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根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

成员。 

第三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依靠群众、依法有序的原则。 

第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章 问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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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有下列决策失误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涉及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事项，不按照规定程序和议事规则进行，

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或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程序通过可行性评估和论证、听证、专家

咨询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意见，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引起干部群众强烈反映，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决策失误，导致群众大规模集体上访或重复上访，或引发其他严重社会矛盾的； 

（五）决策失误，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重大人员伤亡、生态环境破坏或环境严重污染的。 

第六条 有下列滥用职权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在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监督检查等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

的行政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 

（二）在工程建设、政府采购、政府投资、产权交易、矿权审批、城乡规划、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活动中，不按

有关规定公开公正办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违反规定干预建设工程、政府采购项目招标投标或金融机构信贷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违反规定干预安全生产，造成安全事故发生的； 

（五）违反规定使用和管理救灾、抢险、防汛、抗旱、优抚、移民、义务教育、社会保险、征地补偿等款物和财政

专项资金，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瞒报、谎报、迟报突发公共事件、重大公共安全和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重大疫情或其他重要情况，造成严重

后果的。 

第七条 有下列管理监督不力、处置不当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发生重

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二）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连

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三）直接管辖的地方、部门和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或者下属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不及时查处或制止的； 

（四）组织大型群众性活动，未采取有效安全防范措施，致使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以及事故发生后处置不当的； 

（五）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不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 

（六）对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事件，未及时有效进行处理的。 

第八条 有下列不作为或执行不力，影响发展环境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机关的决定和命令贯彻执行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对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工作任务、工作目标以及交办的重要工作事项，无正当理由，未按时完成的； 

（三）对涉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大问题处理不当，或者对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长期置之不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上级督查、群众反映或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自查发现的问题，在职责范围内不落实解决，或因措施不

力导致问题重复出现或情况没有明显改观的； 

（五）对职责范围内应当办理的事项，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的； 

（六）对应由几个地区或部门共同办理的事项，主办地区或部门不主动牵头协调，协办地区或部门不积极支持配合，

致使工作延误的； 

（七）本部门或属下工作人员工作效率低下，态度生硬，服务质量差，群众反映强烈的； 

（八）发生影响投资环境或者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重大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九条 有其他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行为的。 

第十条 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出现问题的，按照《关于实行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追究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 

第三章 问责的方式与适用 

第十一条 本办法的问责方式分为：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第十二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应根据实际情况追究负有直接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人员的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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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三种责任的划分参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界定。 

第十三条 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办法第五条至第九条所列情形，并且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一）干扰、阻碍、不配合问责调查的； 

（二）打击、报复、陷害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的； 

（三）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 

（四）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问责调查人员，影响公正实施问责的； 

（五）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 

第十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办法第五条至第九条所列情形，并且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以从轻问责： 

（一）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损失或者挽回影响的； 

（二）积极配合问责调查，并且主动承担责任的。 

第十五条 受到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 

第十六条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情节

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两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由党委（党组）、

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第四章 问责的程序 

第十七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履行本

办法中的有关职责。 

第十八条 党委（党组）、政府或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发现领导干部有本办法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或者依据下列反映领导干部存在上述问责情形的线索，可以启动问责程序： 

（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材料； 

（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批示； 

（三）县级以上党委委员、纪委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 

（四）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等提出的意见、建议； 

（五）工作考核、评估、政风行风评议结果； 

（六）处理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查处、审计、巡视等工作材料； 

（七）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 

（八）其他反映领导干部存在问责情形的材料。 

第十九条 发现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情形，纪检监察机关应按照权限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对需要实行

问责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问责建议。 

对在干部监督工作中发现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情形，组织人事部门应按照权限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

对需要实行问责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问责建议。 

第二十条 被调查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配合调查，阻挠、拒绝或干预调查工作的，调查机关可提请决定机关依照有

关规定暂停被调查的党政领导干部的职务。 

第二十一条 调查机关一般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情况复杂的，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情

况特别复杂的，按规定程序经批准，可适当延长调查时间。 

第二十二条 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提出问责建议，应当同时向问责决定机关提供有关事实材料和情况说明，

以及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三条 作出问责决定前，应当听取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的陈述和申辩，并记录在案；对其合理意见，应予

采纳。 

第二十四条 问责决定机关可以根据纪检监察机关或者组织人事部门提出的问责建议作出问责决定。 

对于事实清楚、不需要进行问责调查的，问责决定机关可以直接作出问责决定。 

第二十五条 问责决定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党政领导干部作出的问责决定，应当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 

第二十六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应当制作《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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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调查的纪检监察机关或者组织人事部门代问责决定机关草拟。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应当写明问责事实、问责依据、问责方式、批准机关、生效时间、当事人的申诉期限

及受理机关等。作出责令公开道歉决定的，还应当写明公开道歉的方式、范围等。 

第二十七条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应当及时送达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本人及其所在单位。 

问责决定机关作出问责决定后，应当派出专人与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谈话，做好其思想工作，督促其做好工作交

接等后续工作。 

第二十八条 问责决定机关作出问责决定后，由组织人事部门办理相关事宜，或者由问责决定机关责成有关部门办

理相关事宜。 

第二十九条 对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人员实行问责，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

办理。 

第三十条 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拒绝执行问责决定的，依照管理权限免去职务后，再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三十一条 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及时将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的有关材料归入其个人档案，并将执行情况报告问责

决定机关，回复问责建议机关。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情况应当报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第三十二条 有关工作人员与被问责（被调查）的党政领导干部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 

被问责（被调查）的党政领导干部有权申请有关工作人员回避。 

一般工作人员的回避，由单位主要负责人决定；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回避，由单位领导班子集体决定。 

第三十三条 在调查处理过程中，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三十四条 问责决定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三十五条 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

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书面申诉。 

问责决定机关接到书面申诉后，应当在 30 日内作出申诉处理决定： 

（一）问责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问责方式适当的，维持原决定； 

（二）问责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问责方式不当的，变更原决定； 

（三）问责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的，撤销原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澄清事实、恢复名誉。 

申诉处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人及其所在单位。 

第三十六条 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申诉期间，不停止问责决定的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对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实行问责，适用本办法。 

对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领导人员实行问责，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纪委、省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115）《江西省行政效能监察办法》（赣府发〔2009〕3 号 2008 年 12 月 23 日省人民政府第 15 次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 

http://www.jjslj.gov.cn/zwgk/dwgk/201705/t20170525_1725373.html  

http://xxgk.ningdu.gov.cn/bmgkxx/xsjj/fgwj/qtygwj/201202/t20120229_76770.htm  

http://www.jxhgydzj.gov.cn/xwzx_3/zcfg/201202/t20120223_445681.htm  

http://www.weather.org.cn/qxyw/1885.jhtml  

http://www.jxxz.gov.cn/ztbd/cyfwn/jcgzzc/839941.html  

https://www.gyyfy.com/article/?2927.html  

http://www.jxta.gov.cn/News.shtml?p5=32970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江西省行政效能监察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江西省行政效能监察办法》已经 2008 年 12 月 23 日省人民政府第 1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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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 00 九年一月六日 

   

江西省行政效能监察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监督并促进监察对象依法、

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效能监察，是指监察机关以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为目的，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等，对监察对象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履行法定职责情况及其行政效率、效果开展监督检查，并根据监督检

查结果，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的活动。  

  本办法所称监察对象，是指本省各级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行政

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不含工勤人员）。 

  第三条  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的下列行为或者事项进行行政效能监察： 

  （一）开展行政效能建设的情况（包括行政效能建设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制度建设等）； 

  （二）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 

  （三）对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或者命令是否执行； 

  （四）对下级的请示是否及时答复； 

  （五）对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是否存在推诿、拖延不办等情形； 

  （六）对涉及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组织职责的事项，是否进行了协商；协商不一致的，是否报请上级机关决

定； 

  （七）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举报、投诉是否依法受理、办理； 

  （八）可能影响行政效能的其他行为或者事项。  

  第四条  行政效能监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的一项基本职责。监察机关应当在

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的统一领导和指导下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工作。 

  监察机关负责行政效能监察的机构具体承担行政效能监察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在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确定的监察工作原则的同时，还应当遵

循下列原则： 

  （一）促进依法行政与提高行政效能相统一； 

  （二）注重预防与治理相结合； 

  （三）提高行政管理效果与注重社会效果相统一； 

  （四）行政效能监察与行政效能建设相结合。 

第二章  监察职责和权限 

  第六条 监察机关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指导本行政区域内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制定、实施行政效能监察工作计划，向本级人民政府和

上级监察机关报告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情况； 

  （二）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监察对象影响行政效能的行为或者事项的投诉； 

  （三）检查、调查监察对象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影响行政效能的行为或者事项； 

  （四）组织或者配合有关部门对监察对象开展行政绩效考核评议； 

  （五）配合有关部门督促行政机关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并总结、推广其经验和做法； 

  （六）其他法定职责。 

  第七条  监察机关在履行行政效能监察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监察对象提供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财务账目及其他有关材料，进行查阅或者予以复

制； 

  （二）要求监察对象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三）责令监察对象纠正或者停止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纪律的行为，并对违法、违规行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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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四）依法没收、追缴监察对象的违法、违规所得或者责令退赔； 

  （五）根据检查、调查或者考核评议结果，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三章  监察程序和方式 

  第八条 监察机关根据下列情形确定行政效能监察事项： 

  （一）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的部署和要求； 

  （二）本级人民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工作重点； 

  （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关行政效能问题的投诉。 

  第九条 监察机关采取下列方式开展行政效能监察： 

  （一）对监察对象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二）对监察对象履行某项职责、开展某项工作、作出某项行政行为的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三）对行政效能投诉反映的问题和违反行政效能建设有关规定，严重影响行政效能的案件进行调查； 

  （四）对监察对象进行考核评议； 

  （五）通过建立监测点和聘请监督员对监察对象进行监督、测评。 

  第十条 监察机关负责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的机构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初步确定行政效能监察事项后，填

写《监察机关行政效能监察事项立项申请表》，提请监察机关负责人或者监察机关领导班子办公会议审定。 

  重要行政效能监察事项立项后，应当填写《监察机关重要行政效能监察事项立项备案表》，分别报本级人

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前款所称重要行政效能监察事项，是指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监察机关的部署和要求确定的行政效能

监察事项，以及其他在本行政区域内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效能监察事项。  

  第十一条 实施行政效能监察，应当制定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方案。方案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目的； 

  （二）对象和内容； 

  （三）步骤、方法和措施； 

  （四）参与单位和人员组成； 

  （五）时间安排； 

  （六）工作要求； 

  （七）其他需要明确的事项。 

  方案经监察机关负责人或者监察机关领导班子办公会议批准后实施。 

  第十二条 监察机关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可以组织有关行政机关、社团组织工作人员进行或者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察员及有关社会人士参加。 

  第十三条 监察机关进行全面检查或者专项检查前，应当向被检查单位和监察事项涉及的单位发出监察机

关行政效能监察通知书，但不宜提前通知的除外。 

  监察机关行政效能监察通知书应当载明检查的内容、时间和具体要求。对涉及范围较广的行政效能监察事

项，监察机关可以视情况将检查方案一并通知被检查单位。 

  监察机关行政效能监察通知书应当由监察机关负责人签发。 

  被检查单位必须认真配合监察机关开展行政效能监察。 

  第十四条 监察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行政效能投诉制度，向社会公布受理投诉的方式、方法。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关行政效能的投诉，监察机关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提出是否受理的意见并告

知投诉人。对不属于行政效能投诉受理范围，不予受理的，须向投诉人说明原因；属其他行政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事

项，告知投诉人向有关行政机关投诉。 

  第十五条 监察机关受理行政效能投诉后，应当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及时确定办理方式。办

理方式可采取自办和转办。 

  转办的投诉，应当附《行政效能投诉转办函》；不宜转原件的，应当摘明投诉的主要内容。需要报送办理

结果的，应当在《行政效能投诉转办函》中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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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监察机关办理行政效能投诉，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结；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办理期限的，经本监

察机关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间不得超过二个月。 

  第十七条 监察机关办理的行政效能投诉，经初步调查认为有违反行政纪律行为、需要追究行政纪律责任

的，应当依法依纪予以立案调查。 

  第十八条 监察机关开展检查或者调查工作，应当组织两人以上的检查组或者调查组。检查组或者调查组

在检查或者调查时应当出示工作函和监察人员工作证。 

  第十九条 监察人员在检查或者调查工作中，应当全面、客观地了解情况，收集证据，查清问题及原因，

并提出处理意见或者建议。 

  第二十条 检查或者调查结束后，检查组或者调查组应当提交检查或者调查报告。 

  检查或者调查报告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检查或者调查的基本情况；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 

  （三）有关机关及人员的责任； 

  （四）处理依据、意见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第二十一条 监察机关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监察对象的工作业绩和行政效能状况进行考核评议，并查

找影响行政效能的原因，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二条  监察机关可以通过设立监测点及聘请监察员，对监察对象的工作业绩和行政效能状况进行监

督、评议。 

  第二十三条  监察机关可以根据检查、调查或者考核评议结果依法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 

  监察机关拟作出重要监察决定或者提出重要监察建议，应当报经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同意。 

  第二十四条  监察机关发现所检查或者调查的事项不属于监察机关职责范围内的，应当移送有处理权的单

位处理；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五条  监察对象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影响行政效能的，对单位视情节轻重给予领导班子诫

勉谈话或者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建议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处理；对有关责任人员，应当视情节轻重按

照下列方式追究行政效能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给予处分或者责令

辞职、辞退处理的，从其规定： 

  （一）告诫;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停职检查； 

  （五）调离工作岗位； 

  （六）建议免职。 

  前款规定的责任追究方式可以单独或者合并使用，并由监察机关或者有关主管机关作出。 

  第二十六条 监察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理： 

  （一）受到行政效能责任追究一年内，又因影响行政效能行为应当受到追究的； 

  （二）干扰、阻挠调查处理的； 

  （三）打击报复举报人、投诉人的。 

  第二十七条 监察对象主动发现并纠正错误、未造成或者减轻损失及不良影响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

予行政效能责任追究。 

  第二十八条 监察机关应当在作出行政效能责任追究决定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将决定送达监察对象，并依

照管理权限,抄送相关的部门作为考核任用的重要依据; 有明确投诉人的，还应当告知投诉人。 

  第二十九条 监察对象对行政效能责任追究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向作出决定的监

察机关提出申诉，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诉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复查决定；对复查决定仍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查

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复核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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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查、复核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三十条 监察机关对受理的不服行政效能责任追究决定的申诉，经复查、复核认为原决定不适当的，可

以在职权范围内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或者建议原决定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第三十一条 监察人员在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泄露秘密的，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8.3.116）《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中办发[2003]17 号）2003 年 7 月 13 日） 

http://jwjc.snut.edu.cn/info/1104/1064.htm b 

http://zizhan.mot.gov.cn/zizhan/siju/renlaosi/zhengceguiding/lingdaoganbu_GL/ganbujiandu/200709/t20070920_4010

46.html 

http://www.zdzzw.gov.cn/html/2015/gbjd_0807/21.html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

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的监督，坚决防止和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

风，保证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  

  第三条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遵循下列原则：  

  （一）党委（党组）领导、分级负责；  

  （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三）发扬民主、群众参与；  

  （四）预防为主、违规必纠。  

  第四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受理有

关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举报、申诉，制止、纠正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的行为，并对有

关责任人作出处理或者提出处理意见。组织（人事）部门干部监督机构具体负责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

查的组织实施。  

  第五条 纪检机关（监察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章 监督检查的对象和内容  

  第六条 监督检查的对象是《干部任用条例》适用和参照范围内的党委（党组）；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

领导成员。  

  第七条 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  

  （一）学习宣传《干部任用条例》的情况；  

  （二）坚持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原则、基本条件，遵守任职资格规定的情况；  

  （三）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重点是民主推荐、组织考察、讨论决定的情况；  

  （四）执行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规定的情况；  

  （五）执行干部交流、回避和免职、辞职、降职等制度的情况；  

  （六）遵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律的情况；  

  （七）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开展监督检查的情况；  

  （八）对群众反映的有关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问题调查处理的情况；  

  （九）其他需要监督检查的情况。  

  第三章 检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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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检查，实行上级检查与本级自查自纠相结合，定期检查与不定期

抽查相结合。  

  实行干部双重管理的单位，以主管方为主进行检查，协管方配合。  

  第九条 党委（党组）每年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一次自查，形成专题报告，于次年第一季度

报上一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重要情况随时报告。对下级党委（党组）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应当定期进行集中检查，必要时进行抽查。  

  第十条 检查的方法步骤：  

  （一）拟定方案，组织检查组并进行培训；  

  （二）向被检查的党委（党组）说明检查的目的、要求、内容和程序，并在一定范围内发布检查公告；  

  （三）听取被检查党委（党组）的汇报；  

  （四）在一定范围对党委（党组）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况进行民主评议；  

  （五）采取个别谈话、召开座谈会、走访有关部门、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深入了解情况；  

  （六）查阅材料，包括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研究干部任免事项的会议原始记录，干部民主

推荐、考察、呈报任免等有关材料，以及调查处理群众反映有关问题的材料；  

  （七）向被检查的党委（党组）反馈检查情况，肯定成绩，指出问题，提出加强和改进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八）检查组向派出机关汇报检查情况并写出专题报告。  

  第十一条 党委（党组）根据检查情况，对下级党委（党组）、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成员执行《干

部任用条例》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对认真执行的，在适当范围内通报表扬；对执行不认真的，提出批评，督促其改

正；对存在突出问题的，依据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四章 日常监督  

  第十二条 党委（党组）负责本地区、本部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日常监督，主要领导成员是第

一责任人。同时，加强上级监督和群众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第十三条 强化领导班子内部监督。  

  （一）党委（党组）研究干部任免事项，要严格执行《干部任用条例》的有关规定。主要领导成员应当充

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其他成员应当充分发表意见，发现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应及时提醒或者要求纠

正，必要时可直接向上级党组织反映。  

  （二）党委（党组）民主生活会要把执行《干部任用条例》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认真对照检查，发现

问题及时纠正。  

  第十四条 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同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时，应当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

况作为一项内容，接受同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监督。  

  第十五条 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制度。  

  （一）在机构变动或主要领导成员已经明确即将调动时，不得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确因工作需要提拔、

调整干部的，应当向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报告，经同意后方可研究决定。  

  （二）党委（党组）研究任用干部，凡在重要问题上有争议的，属于破格提拔的，超过任职年龄需继续留

任的和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在领导干部所在单位（系统）提拔的，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求上一级组织（人事）

部门的意见。  

  第十六条 坚持和完善组织（人事）部门与纪检机关（监察部门）等有关单位的联席会议制度，就加强党

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沟通信息，交流情况，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七条 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联合派出的巡视组，发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问题，应及时向

派出单位报告。  

  第十八条 加强组织（人事）部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内部监督。组织（人事）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决策、

执行、监督、咨询系统，逐步形成科学分工、相互配合、合理制约、高效运行的工作机制。  

  第十九条 加强群众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举报受理工作，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认真调查核

实。利用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执行《干部任用条例》的先进典型和经验，揭露和

批评违反《干部任用条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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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条 加强干部监督的信息工作。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扩大信息来源，逐步建立覆盖面广、反应灵

敏的干部监督信息网络。  

  第五章 调查核实  

  第二十一条 调查核实违反《干部任用条例》的问题，原则上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实行分级负责。  

  第二十二条 纪检机关（监察部门）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对违反《干部任用条例》问题的调查和处

理工作。  

  （一）对于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或群众举报的严重违反《干部任用条例》的行为，组织（人事）部门要认

真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与纪检机关（监察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或建议。  

  （二）对于严重违反《干部任用条例》行为的责任人，纪检机关（监察部门）应当立案查处。  

  （三）纪检机关（监察部门）在查办案件等工作中发现有关违反《干部任用条例》的问题，应当适时与组

织（人事）部门沟通情况。  

  第二十三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对责成下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调查处理

的有关违反《干部任用条例》的问题，要加强督促检查，及时掌握情况。  

  （一）有关地方和部门对上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批转调查核实并要求报告结果的查核件，

要及时报告结果，三个月内不能报告的，应当说明理由和查核进展情况。  

  （二）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必要时可派出督促检查组，对责成有关地方和部门查核的重要

问题进行督查。  

  第二十四条 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干部任用条例》选拔任用干部、用

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按照违反《干部任用条例》行为的处理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五条 纪检机关（监察部门）和组织（人事）部门对违反《干部任用条例》的案件，要认真剖析，总

结教训。典型案例可进行通报。  

  第六章 纪律和责任  

  第二十六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派出的检查组，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深入细致，如实

反映检查情况。检查组成员要公道正派，保守秘密，廉洁自律。对违反纪律的，要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二十七条 接受检查的党委（党组），要如实报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情况，提供有关材料。凡

弄虚作假以及对检查组成员打击报复的，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二十八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责任制。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领

导和监督。凡本地区、本部门不认真执行《干部任用条例》，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严重、干部群众反映强烈以及对违

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查处不力的，应当追究有关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分管领导成员和其他有关人员的责

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117）《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发[2002]7 号)   2002 年 7 月 9 日，中发〔2014〕3 号） 

http://people.com.cn/GB/shizheng/16/20020723/782504.html  2002  

http://news.12371.cn/2014/01/15/ARTI1389784871616867.shtml  2014  

http://www.gov.cn/jrzg/2014-01/15/content_2567800.htm  2014  

http://qinfeng.gov.cn/info/1845/61282.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3/17/content_5374532.htm 2019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3/17/c_1124245012.htm 2019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2002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建立科学规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形成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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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与活力、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选人用人机制，推进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

一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素质的党政领

导干部队伍，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面贯彻执行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根据《中国共产党 章

程》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下列原则：  

    （一）党管干部原则；  

    （二）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  

    （三）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原则；  

    （四）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  

    （五）民主集中制原则；  

    （六）依法办事原则。  

    第三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符合把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力，结构合理、团结坚强的领导集体的要求。  

    应当注重选拔任用优秀年轻干部。  

    第四条 本条例适用于选拔任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

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的领导成员（不含正职）和内设机构的领导成

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

机构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的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成员的选拔任用，参照本条例执

行。  

    选拔任用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参照本条例执行。  

    选拔任用处级以上非领导职务，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职责，负责本

条例的组织实施。  

    第二章 选拔任用条件  

    第六条 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水平，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经得起各种

风浪的考验。  

    （二）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立

志改革开放，献身现代化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创业，做出实绩。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认真调查研究，能够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

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  

    （四）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有实践经验，有胜任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  

    （五）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任何滥

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  

    （六）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有民主作风，有全局观念，善于集中正确意见，善于团结同志，包括团

结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  

    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还应当努力达到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各项要求。  

    第七条 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应当具备下列资格：  

    （一）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二）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  

    （三）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由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任

上级副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三年以上。  

    （四）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地（厅）、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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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化程度。  

    （五）应当经过党校、行政院校或者组织（人事）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五年内累计三个月以上的培训，

确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培训要求的，应当在提任后一年内完成培训。  

    （六）身体健康。  

    （七）提任党的领导职务的，应当符合《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党龄要求。  

    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破格提拔。破格提拔程序另行规定。  

    第八条 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逐级提拔。越级提拔的，应当报经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同意。  

    第九条 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从党政机关选拔任用，也可以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任用。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般应当从后备干部中选拔。  

    第三章 民主推荐  

    第十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民主推荐包括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

荐。民主推荐的结果在一年内有效。  

    第十一条 领导班子换届，民主推荐按照领导班子职位的设置全额定向推荐；个别提拔任职，按照拟任职位推

荐。  

    第十二条 领导班子换届，民主推荐由下列人员参加：  

    （一）党委成员；  

    （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的党组成员或者全体领导成员；  

    （三）纪委领导成员；  

    （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党委工作部门、政府工作部门、人民团体的主要领导成员；  

    （五）下一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成员；  

    （六）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  

    推荐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成员人选，应当有民主党派、工商联的主要领导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中的代

表人物参加。  

    第十三条 领导班子换届，民主推荐由上级党委组织部门主持，应当经过下列程序：  

    （一）召开推荐会，公布推荐职务、任职条件、推荐范围，提供干部名册，提出有关要求；  

    （二）填写推荐票，进行个别谈话；  

    （三）对不同职务层次人员的推荐票分别统计，综合分析；  

    （四）向上级党委汇报推荐情况。  

    第十四条 个别提拔任职，参加民主推荐的人员和民主推荐的程序，参照本条例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执

行。  

    第十五条 民主推荐工作部门领导成员人选，由本部门的领导成员、内设机构领导成员、直属单位主要领导成

员和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参加；本部门人数较少的，可以由全体人员参加。  

    民主推荐内设机构领导成员人选，参照上列范围执行。  

    第十六条 领导班子换届，由本级党委书记办公会根据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反馈的民主推荐情况，对考察对象人

选进行酝酿，本级党委常委会研究提出考察对象建议名单，经与上级党委组织部门沟通后，确定考察对象。对拟新

进党政领导班子的人选考察对象，在本条例第十二条所列人员范围内进行公示。  

    个别提拔任职，由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部门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集体研究确定考察对象。  

    考察对象人数一般应当多于拟任职务人数。  

    第十七条 确定考察对象时，应当把民主推荐的结果作为重要依据之一，同时防止简单地以票取人。  

    第十八条 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并署名。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

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民主推荐。所推荐人选不是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第十九条 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个别特殊需要的领导成员人选，可以由组织推荐提名，作为考察对象。  

    第四章 考 察  

    第二十条 对确定的考察对象，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严格考察。  

    部门与地方双重管理干部的考察工作，由主管方负责，会同协管方进行。  

    第二十一条 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必须依据干部选拔任用条件和不同领导职务的职责要求，全面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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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德、能、勤、绩、廉，注重考察工作实绩。  

    各级党委（党组）根据不同领导职务的职责要求，制定具体考察标准。  

    第二十二条 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应当经过下列程序：  

    （一）组织考察组，制定考察工作方案；  

    （二）同考察对象呈报单位或者所在单位的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就考察工作方案沟通情况，征求意见；  

    （三）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情况，通过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发布干部考察预告；  

    （四）采取个别谈话、发放征求意见表、民主测评、实地考察、查阅资料、专项调查、同考察对象面谈等方

法，广泛深入地了解情况；  

    （五）综合分析考察情况，同考察对象呈报单位或者所在单位的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交换意见；  

    （六）考察组根据考察情况，研究提出领导班子调整的初步方案，向派出考察组的组织（人事）部门汇报，

经组织（人事）部门集体研究提出任用建议方案，向本级党委（党组）报告。  

    第二十三条 考察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拟任人选，个别谈话和征求意见的范围一般为：  

    （一）党委、政府领导成员，人大常委会、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主要领导成员；  

    （二）考察对象所在单位领导成员；  

    （三）考察对象所在单位有关工作部门或者内设机构和直属单位主要领导成员；  

    （四）其他有关人员。  

    第二十四条 考察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拟任人选，个别谈话和征求意见的范围一般为：  

    （一）考察对象上级领导机关有关领导成员；  

    （二）考察对象所在单位领导成员；  

    （三）考察对象所在单位内设机构和直属单位主要领导成员；  

    （四）其他有关人员。  

    考察内设机构领导职务拟任人选，个别谈话和征求意见的范围参照上列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应当听取考察对象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纪检机关（监察部

门）和机关党组织的意见。对需要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考察对象，应当委托审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计。  

    第二十六条 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必须形成书面考察材料，建立考察文书档案。已经提拔任职的，考

察材料归入本人档案。考察材料必须写实，全面、准确、清楚地反映考察对象的情况，包括下列内容：  

    （一）德、能、勤、绩、廉方面的主要表现和主要特长；  

    （二）主要缺点和不足；  

    （三）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情况。  

    第二十七条 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部门派出的考察组由两名以上成员组成。考察人员应当具有较高

素质和相应资格。考察组负责人应当由思想政治素质好、有较丰富工作经验并熟悉干部工作的人员担任。  

    实行干部考察工作责任制。考察组必须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深入细致，如实反映考察情况和意见，并对考

察材料负责。  

    第二十八条 考察中了解到的考察对象的表现情况，一般由考察组向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和本人反馈。  

    第五章 酝 酿  

    第二十九条 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在考察前，讨论决定或者决定呈报前，应当充分酝酿。  

    第三十条 酝酿应当根据党政领导职位和拟任人选的不同情况，分别在党委（党组）、人大常委会、政府、政

协等有关领导成员中进行。  

    工作部门领导成员人选，应当征求上级分管领导成员的意见。  

    非中共党员拟任人选，应当征求党委统战部门和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领导成员、无党派人士中代表人物的

意见。  

    第三十一条 部门与地方双重管理干部的任免，主管方应当事先征求协管方的意见，进行酝酿。征求意见一般

采用书面形式进行。协管方自收到主管方意见之日起一个月内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双方意见不一致时，正职的

任免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协调，副职的任免由主管方决定。  

    第六章 讨论决定  

    第三十二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党委（党组）集体讨论作出任免决定，或者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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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出推荐、提名的意见。属于上级党委（党组）管理的，本级党委（党组）可以提出选拔任用建议。  

    第三十三条 市（地）、县（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由上级党委常委会提名，

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党委常委会作出决定，决定前

应当征求全委会成员的意见。  

    第三十四条 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到会，并保证与会成员有足够

的时间听取情况介绍、充分发表意见。与会成员对任免事项，应当发表同意、不同意或者缓议等明确意见。在充分

讨论的基础上，采取口头表决、举手表决或者无记名投票等方式进行表决。对意见分歧较大或者有重大问题不清楚

的，应当暂缓表决。对影响作出决定的问题，会后应当及时查清，避免久拖不决。  

    党委（党组）有关干部任免的决定，需要复议的，应当经党委（党组）超过半数成员同意后方可进行。  

    第三十五条 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党委（党组）分管干部工作的领导成员或者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逐个介绍领导职务拟任人选的

提名、推荐、考察和任免理由等情况；  

    （二）参加会议人员进行讨论；  

    （三）进行表决，以党委（党组）应到会成员超过半数同意形成决定。  

    第三十六条 需要报上级党委（党组）审批的拟提拔任职的干部，必须呈报党委（党组）的请示并附干部任免

审批表、干部考察材料、本人档案和党委（党组）会议纪要、讨论记录、民主推荐材料。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对

呈报的材料应当严格审查。  

    第三十七条 需要报上级备案的干部，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第七章 任 职  

    第三十八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制度。  

    提拔担任地（厅）、司（局）级以下领导职务的，除特殊岗位和在换届考察时已进行过公示的人选外，在党

委（党组）讨论决定后、下发任职通知前，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一般为七至十五天。公示结果不影

响任职的，办理任职手续。  

    第三十九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制度。  

    提拔担任下列非选举产生的地（厅）、司（局）级以下领导职务的，试用期为一年：  

    （一）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工作部门的副职和内设机构的领导职务；  

    （二）纪委内设机构的领导职务；  

    （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的非国家权力机关依法任命的领导职务。  

    试用期满后，经考核胜任现职的，正式任职；不胜任的，免去试任职务，一般按试任前职级安排工作。  

    第四十条 党政机关部分专业性较强的领导职务实行聘任制。聘任制领导职务的每一个聘任期不超过五年，可

以连续聘任。聘任程序另行规定。  

    第四十一条 对决定任用的干部，由党委（党组）指定专人同本人谈话。  

    第四十二条 党政领导职务的任职时间，按照下列时间计算：  

    （一）由党委（党组）决定任职的，自党委（党组）决定之日起计算；  

    （二）由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全体会

议选举、任命的，自当选、任命之日起计算；  

    （三）由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常委会任命或者决定任命的，自人大常委会、政协常委会任命或者决定任命之

日起计算；  

    （四）由党委向政府提名由政府任命的，自政府任命之日起计算。 

    第八章 依法推荐、提名和民主协商  

    第四十三条 党委向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推荐需要由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命、决定

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应当事先向人民代表大会临时党组织或者人大常委会党组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党员介

绍党委的推荐意见。人民代表大会的临时党组织、人大常委会党组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应

当认真贯彻党委推荐意见，带头依法办事，正确履行职责。  

    第四十四条 党委向人民代表大会推荐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应当以本级党委名义向人

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交推荐书，介绍所推荐人选的有关情况，说明推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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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向人大常委会推荐由人大常委会任命、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应当在人大常委会审议前，按照规定

的程序提出，介绍所推荐人选的有关情况。  

    第四十五条 党委向政府提名由政府任命的政府工作部门和机构的领导成员人选，在党委讨论决定后，由政府

任命。  

    第四十六条 领导班子换届，党委推荐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的领导成员人选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主

要领导成员人选，应当事先向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领导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中代表人物通报有关情况，进行民主协

商。  

    第四十七条 党委推荐的领导干部人选，在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命或者人大常委会任命、决定任命前，如果

人大代表或者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所推荐人选提出不同意见，党委应当认真研究，并作出必要的解释或者说明。

如果发现有事实依据、足以影响选举或者任命的问题，党委可以建议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按照规定的程序

暂缓选举、任命、决定任命，也可以重新推荐人选。  

    第四十八条 党委推荐、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落选后，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条件，可以

推荐为其他职务人选，也可以在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推荐为同一职务人选。  

    党委推荐、由人大常委会任命、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在人大常委会未获通过，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条件，

通过进一步酝酿，可以在另一次人大常委会上继续推荐。两次未获通过的，不得再推荐为本地同一职务人选。  

    政协领导成员候选人的推荐和协商提名，按照政协章程和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章 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  

    第四十九条 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之一。  

    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主要适用于选拔任用地方党委、政府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或者其人选，党政机关内设机

构的领导成员或者其人选，以及其他适于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领导职务。公开选拔面向社会进行，竞争上岗在本

单位或者本系统内部进行。  

    第五十条 报名参加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人员的基本条件和资格，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六条和第七条的规定。  

    第五十一条 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工作在党委（党组）领导下进行，由组织（人事）部门组织实施，应当经过

下列程序：  

    （一）公布职位、报考人员的资格条件、基本程序和方法等；  

    （二）报名与资格审查；  

    （三）统一考试（竞争上岗须进行民主测评）；  

    （四）组织考察，研究提出人选方案；  

    （五）党委（党组）讨论决定。  

    第十章 交流、回避  

    第五十二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制度。  

    （一）交流的对象主要是：因工作需要交流的；需要通过交流锻炼提高领导能力的；在一个地方或者部门工

作时间较长的；按照规定需要回避的；因其他原因需要交流的。  

    交流的重点是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成员，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党委、政府部分工作部

门的主要领导成员。  

    （二）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十年的，必须交流。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另行规定。  

    同一地方（部门）的党政正职一般不同时易地交流。  

    （三）党政机关内设机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时间较长的，应当进行交流或者轮岗。  

    （四）干部交流可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与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

之间进行。  

    （五）交流的干部接到任职通知后，应当在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部门限定的时间内到任。  

    （六）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原则上应当任满一届。  

    第五十三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  

    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的亲属关系为：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有上

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

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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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县（市）委书记、县（市）长职务以及县（市）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

门主要领导职务的，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职。民族自治县另行规定。  

    第五十四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回避制度。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讨论干部任免，涉及与会人员本人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  

    干部考察组成员在干部考察工作中涉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  

    第十一章 免职、辞职、降职  

    第五十五条 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免去现职：  

    （一）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的；  

    （二）在年度考核、干部考察中，民主测评不称职票超过三分之一、经组织考核认定为不称职的；  

    （三）因工作需要或者其他原因，应当免去现职的。  

    第五十六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  

    辞职包括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  

    辞职手续依照法律或者有关规定程序办理。  

    第五十七条 因公辞职，是指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变动职务，依照法律或者政协章程的规定，向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第五十八条 自愿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自行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自愿辞职，必须写出书面申请，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任免机关审批。任免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三个

月内予以答复。未经批准，不得擅离职守；擅自离职的，给予纪律处分。  

    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提出辞职：  

    （一）在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机密等特殊职位任职且不满解密期限的；  

    （二）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须由本人继续处理的；  

    （三）有其他特殊原因的。  

    第五十九条 引咎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

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第六十条 责令辞职，是指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

不再适合担任现职，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拒不辞职的，应当免去现职。  

    第六十一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降职制度。  

    因工作能力较弱或者其他原因，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降职使用。降职使用的干部，其待遇按照新任职务

的标准执行。  

    第六十二条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

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 

    第十二章 纪律和监督  

    第六十三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执行本条例的各项规定，并遵守下列纪律：  

    （一）不准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或者违反规定提高干部的职级待遇；  

    （二）不准以书记办公会、领导圈阅等形式，代替党委（党组）会集体讨论决定干部任免；  

    （三）不准临时动议决定干部任免；  

    （四）不准个人决定干部任免，个人不能改变党委（党组）会集体作出的干部任免决定；  

    （五）不准拒不执行上级调动、交流领导干部的决定；  

    （六）不准要求提拔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或者指令提拔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  

    （七）不准在机构变动和主要领导成员工作调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或者干部在调离后，干预原任职单

位的干部选拔任用；  

    （八）不准在选举中进行违反党的纪律、法律规定和有关章程的活动；  

    （九）不准在干部考察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泄露酝酿、讨论干部任免的情况；  

    （十）不准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营私舞弊，搞团团伙伙，或者打击报复。  

    第六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干部任免事项，不予批准；已经作出的干部任免决定一律无效，由党委（党

组）或者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予以纠正，并按照规定对主要责任人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作出组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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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者纪律处分。  

    对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调动或者交流决定的，依照法律及有关规定就地免职或者降职使用。  

    第六十五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根据具体情

况，追究主要责任人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六十六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和贯彻执行本条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受理有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举报、申诉，制止、纠正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并对有关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或者处理

建议。  

    纪检机关（监察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十七条 建立组织（人事）部门与纪检机关（监察部门）等有关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就加强对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的监督，沟通信息，交流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联席会议由组织（人事）部门召集。  

    第六十八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责任制。凡本地区、本部门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严重、干部群

众反映强烈以及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查处不力的，应当追究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和分管领导成员的责

任。  

    第六十九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本条例，自觉接受组

织监督和群众监督。下级机关和党员、干部、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有权向上级党委（党组）

及其组织（人事）部门、纪检机关（监察部门）举报、申诉，受理部门和机关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核实处理。  

    第十三章 附 则  

    第七十条 本条例对工作部门的规定，同时适用于办事机构、派出机构以及其他直属机构。  

    第七十一条 选拔任用乡（镇、街道）的党政领导干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应的实

施办法。  

    第七十二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办法，由中央军委根据本条例的

原则规定。  

    第七十三条 本条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七十四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2014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建立科学规范的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形成有效管用、简便易行、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选人用人机制，推进干部队伍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一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的高素质党政领导干部队伍，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执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根据《中国共产

党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下列原则： 

  （一）党管干部原则； 

  （二）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原则； 

  （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 

  （四）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 

  （五）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 

  （六）民主集中制原则； 

  （七）依法办事原则。 

  第三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符合把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力，结构合理、团结坚强的领导集体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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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注重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注重使用后备干部，用好各年龄段干部。 

  应当树立注重基层的导向。 

  第四条 本条例适用于选拔任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

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领导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成员（不含正职）和内设机构领导成员；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

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领导成员。 

  选拔任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选拔任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及其内

设机构领导成员，参照本条例执行。 

  上列机关、单位选拔任用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处级以上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条本条例第四条所列范围中选举和依法任免的党政领导职务，党组织推荐、提名人选的产生，适用本

条例的规定，其选举和依法任免按照有关法律、章程和规定进行。 

  第六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职责，负责本

条例的组织实施。 

   第二章 选拔任用条件 

  第七条 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自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二）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立

志改革开放，献身现代化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创业，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的实绩。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认真调查研究，能够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

部门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开展工作，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 

  （四）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有实践经验，有胜任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知

识。 

  （五）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

苦朴素，勤俭节约，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接受党和群众批评和监督，加强道德修养，讲党性、

重品行、作表率，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任何滥用职

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 

  （六）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有民主作风，有全局观念，善于团结同志，包括团结同自己有不同意

见的同志一道工作。 

  第八条 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应当具备下列基本资格： 

  （一）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二）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 

  （三）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由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任上

级副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三年以上。提任处级以上非领导职务的任职年限，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四）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

度。 

  （五）应当经过党校、行政院校、干部学院或者组织（人事）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的培训，培训时间

应当达到干部教育培训的有关规定要求。确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培训要求的，应当在提任后一年内完成培训。 

  （六）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七）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资格要求。提任党的领导职务的，还应当符合《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党龄

要求。 

  第九条 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逐级提拔。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干部，可以突破任职资格规定或者越

级提拔担任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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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格提拔的特别优秀干部，应当德才素质突出、群众公认度高，并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在关键时刻或者

承担急难险重任务中经受住考验、表现突出、作出重大贡献；在条件艰苦、环境复杂、基础差的地区或者单位工作

实绩突出；在其他岗位上尽职尽责，工作实绩特别显著。 

  因工作特殊需要破格提拔的干部，应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领导班子结构需要或者领导职位有特殊要求的；

专业性较强的岗位或者重要专项工作急需的；艰苦边远地区、贫困地区急需引进的。 

  破格提拔干部必须从严掌握。不得突破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和第八条第七项规定的资格要求。任

职试用期未满或者提拔任职不满一年的，不得破格提拔。不得在任职年限上连续破格。不得越两级提拔。 

  第十条 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从党政机关选拔任用，也可以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任用。

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应当注意从担任过县（市、区、旗）、乡（镇、街道）党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

位领导人员中选拔。 

   第三章 动议 

  第十一条 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

提出启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意见。 

  第十二条 组织（人事）部门综合有关方面建议和平时了解掌握的情况，对领导班子进行分析研判，就选

拔任用的职位、条件、范围、方式、程序等提出初步建议。 

  第十三条 初步建议向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报告后，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酝酿，形成工作方案。 

  第四章 民主推荐 

  第十四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民主推荐包括会议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推荐结

果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在一年内有效。 

  第十五条 领导班子换届，民主推荐按照职位设置全额定向推荐；个别提拔任职，按照拟任职位推荐。 

  第十六条 领导班子换届，民主推荐由同级党委（党组）主持，应当经过下列程序： 

  （一）召开推荐会，公布推荐职位、任职条件、推荐范围，提供干部名册，提出有关要求，组织填写推荐

表； 

  （二）进行个别谈话推荐； 

  （三）对会议推荐和谈话推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四）向上级党委汇报推荐情况。 

  第十七条 领导班子换届，会议推荐由下列人员参加： 

  （一）党委成员； 

  （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成员或者全体领导成员； 

  （三）纪委领导成员； 

  （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主要领导成员； 

  （五）党委工作部门、政府工作部门、人民团体主要领导成员； 

  （六）下一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 

  （七）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 

  推荐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成员人选，应当有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领导成员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

加。 

  参加个别谈话推荐的人员参照上列范围确定，可以适当调整。 

  第十八条 领导班子换届，根据会议推荐、个别谈话推荐情况和领导班子结构需要，可以差额提出初步名

单进行二次会议推荐。二次会议推荐由下列人员参加： 

  （一）党委成员； 

  （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成员或者全体领导成员； 

  （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主要领导成员； 

  （四）纪委副书记； 

  （五）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 

  第十九条 个别提拔任职的民主推荐程序，可以参照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规定进行，也可以先进行

个别谈话推荐，根据谈话情况，经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部门研究，提出初步名单，再进行会议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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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条 个别提拔任职，参加民主推荐人员按下列范围执行： 

  （一）民主推荐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人选，参照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执行，可以适当调整。 

  （二）民主推荐工作部门领导成员人选，会议推荐由本部门领导成员、内设机构领导成员、直属单位主要

领导成员和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参加；本部门人数较少的，可以由全体人员参加。根据实际情况还可以吸收本系统

下级单位主要领导成员参加。参加个别谈话推荐的人员参照上列范围确定，可以适当调整。 

  （三）民主推荐内设机构领导成员人选，参照前项所列范围确定。 

  第二十一条 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并署名。所推荐人选经组织（人

事）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纳入民主推荐范围，缺乏民意基础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第二十二条 党委和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个别特殊需要的领导成员人选，可以由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

事）部门推荐，报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后作为考察对象。 

   第五章 考察 

  第二十三条 确定考察对象，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德才条件，将民主推荐与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一

贯表现和人岗相适等情况综合考虑，充分酝酿，防止把推荐票等同于选举票、简单以推荐票取人。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一）群众公认度不高的。 

  （二）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中有被确定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的。 

  （三）有跑官、拉票行为的。 

  （四）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 

  （五）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影响使用的。 

  （六）其他原因不宜提拔的。 

  第二十五条 领导班子换届，由本级党委书记与副书记、分管组织、纪检等工作的常委根据上级党委组织

部门反馈的情况，对考察对象人选进行酝酿，本级党委常委会研究提出考察对象建议名单，经与上级党委组织部门

沟通后，确定考察对象。对拟新进党政领导班子的考察对象，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 

  个别提拔任职，由党委（党组）研究确定考察对象。 

  考察对象一般应当多于拟任职务人数。 

  第二十六条 对确定的考察对象，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严格考察。 

  部门与地方双重管理干部的考察工作，由主管方负责，会同协管方进行。 

  第二十七条 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必须依据干部选拔任用条件和不同领导职务的职责要求，全面

考察其德、能、勤、绩、廉。 

  突出考察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深入了解理想信念、政治纪律、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行为操守等方面的情况。 

  注重考察工作实绩，深入了解履行岗位职责、推动和服务科学发展的实际成效。考察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

员，应当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和谐进步、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

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科技创新、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的考核，

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安全生产、债务状况等指标的权重，防止单纯以

经济增长速度评定工作实绩。考察党政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应当把执行政策、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

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作为评价的重要内容。 

  加强作风考察，深入了解为民服务、求真务实、勤勉敬业、奋发有为，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

义和奢靡之风等情况。 

  强化廉政情况考察，深入了解遵守廉洁自律有关规定，保持高尚情操和健康情趣，慎独慎微，秉公用权，

清正廉洁，不谋私利，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等情况。 

  各级党委（党组）应当根据实际，制定具体考察标准。 

  第二十八条 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应当保证充足的考察时间，经过下列程序： 

  （一）组织考察组，制定考察工作方案； 

  （二）同考察对象呈报单位或者所在单位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就考察工作方案沟通情况，征求意见； 

  （三）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情况，通过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发布干部考察预告；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841 页 共 3277 页 

  （四）采取个别谈话、发放征求意见表、民主测评、实地走访、查阅干部档案和工作资料、同考察对象面

谈等方法，广泛深入地了解情况，根据需要进行民意调查、专项调查、延伸考察； 

  （五）综合分析考察情况，与考察对象的一贯表现进行比较、相互印证，全面准确地对考察对象作出评价； 

  （六）向考察对象呈报单位或者所在单位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反馈考察情况，并交换意见； 

  （七）考察组研究提出人选任用建议，向派出考察组的组织（人事）部门汇报，经组织（人事）部门集体

研究提出任用建议方案，向本级党委（党组）报告。 

  第二十九条 考察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拟任人选，个别谈话和征求意见的范围一般为： 

  （一）党委和政府领导成员，人大常委会、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主要领导成员； 

  （二）考察对象所在单位领导成员； 

  （三）考察对象所在单位有关工作部门或者内设机构和直属单位主要领导成员； 

  （四）其他有关人员。 

  第三十条 考察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拟任人选，个别谈话和征求意见的范围一般为： 

  （一）考察对象上级领导机关有关领导成员； 

  （二）考察对象所在单位领导成员； 

  （三）考察对象所在单位内设机构和直属单位主要领导成员； 

  （四）其他有关人员。 

  考察内设机构领导职务拟任人选，个别谈话和征求意见的范围参照上列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应当听取考察对象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

机关党组织的意见，根据需要可以听取巡视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意见。 

  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就考察对象的党风廉政情况听取纪检监察机关的意见。对拟提拔的考察对象，应当

查阅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必要时可以进行核实。对需要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考察对象，应当委托审计部门按照

有关规定进行审计。 

  第三十二条 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必须形成书面考察材料，建立考察文书档案。已经任职的，考

察材料归入本人档案。考察材料必须写实，全面、准确、清楚地反映考察对象的情况，包括下列内容： 

  （一）德、能、勤、绩、廉方面的主要表现和主要特长； 

  （二）主要缺点和不足； 

  （三）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等情况。 

  第三十三条 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部门派出的考察组由两名以上成员组成。考察人员应当具有

较高素质和相应资格。考察组负责人应当由思想政治素质好、有较丰富工作经验并熟悉干部工作的人员担任。 

  实行干部考察工作责任制。考察组必须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深入细致，如实反映考察情况和意见，对考

察材料负责，履行干部选拔任用风气监督职责。 

   第六章 讨论决定 

  第三十四条 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在讨论决定或者决定呈报前，应当根据职位和人选的不同情况，分

别在党委（党组）、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等有关领导成员中进行酝酿。 

  工作部门领导成员拟任人选，应当征求上级分管领导成员的意见。 

  非中共党员拟任人选，应当征求党委统战部门和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领导成员、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 

  部门与地方双重管理干部的任免，主管方应当事先征求协管方意见，进行酝酿。征求意见一般采用书面形

式进行。协管方自收到主管方意见之日起一个月内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双方意见不一致时，正职的任免报上级

党委组织部门协调，副职的任免由主管方决定。 

  第三十五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党委（党组）集体讨论作出任免决定，或

者决定提出推荐、提名的意见。属于上级党委（党组）管理的，本级党委（党组）可以提出选拔任用建议。 

  对拟破格提拔的人选在讨论决定前，必须报经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同意。越级提拔或者不经过民主推荐

列为破格提拔人选的，应当在考察前报告，经批复同意后方可进行。 

  第三十六条 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一般

应当由上级党委常委会提名并提交全委会无记名投票表决；全委会闭会期间急需任用的，由党委常委会作出决定，

决定前应当征求全委会成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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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条 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到会，并保证与会成员有足

够时间听取情况介绍、充分发表意见。与会成员对任免事项，应当发表同意、不同意或者缓议等明确意见。在充分

讨论的基础上，采取口头表决、举手表决或者无记名投票等方式进行表决。 

  党委（党组）有关干部任免的决定，需要复议的，应当经党委（党组）超过半数成员同意后方可进行。 

  第三十八条 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党委（党组）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领导成员或者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逐个介绍领导职务

拟任人选的推荐、考察和任免理由等情况，其中涉及破格提拔的人选，应当说明破格的具体情形和理由； 

  （二）参加会议人员进行充分讨论； 

  （三）进行表决，以党委（党组）应到会成员超过半数同意形成决定。 

  第三十九条需要报上级党委（党组）审批的拟提拔任职的干部，必须呈报党委（党组）请示并附干部任免

审批表、干部考察材料、本人档案和党委（党组）会议纪要、讨论记录、民主推荐情况等材料。上级组织（人事）

部门对呈报的材料应当严格审查。 

  需要报上级备案的干部，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第七章 任职 

  第四十条 党政领导职务实行选任制、委任制，部分专业性较强的领导职务可以实行聘任制。聘任办法另

行规定。 

  第四十一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制度。 

  提拔担任厅局级以下领导职务的，除特殊岗位和在换届考察时已进行过公示的人选外，在党委（党组）讨

论决定后、下发任职通知前，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应当真实准确，便于监督，涉及破格提拔的，

还应当说明破格的具体情形和理由。公示期不少于五个工作日。公示结果不影响任职的，办理任职手续。 

  第四十二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制度。 

  提拔担任下列非选举产生的厅局级以下领导职务的，试用期为一年： 

  （一）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工作部门副职和内设机构领导职务； 

  （二）纪委内设机构领导职务； 

  （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的非国家权力机关依法任命的领导职务。 

  试用期满后，经考核胜任现职的，正式任职；不胜任的，免去试任职务，一般按试任前职级安排工作。 

  第四十三条 实行任职谈话制度。对决定任用的干部，由党委（党组）指定专人同本人谈话，肯定成绩，

指出不足，提出要求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四十四条 党政领导职务的任职时间，按照下列时间计算： 

  （一）由党委（党组）决定任职的，自党委（党组）决定之日起计算； 

  （二）由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全体

会议选举、决定任命的，自当选、决定任命之日起计算； 

  （三）由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常委会任命或者决定任命的，自人大常委会、政协常委会任命或者决定任命

之日起计算； 

  （四）由党委向政府提名由政府任命的，自政府任命之日起计算。 

   第八章 依法推荐、提名和民主协商 

  第四十五条党委向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推荐需要由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命、决

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应当事先向人民代表大会临时党组织或者人大常委会党组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党员

介绍党委推荐意见。人民代表大会临时党组织、人大常委会党组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应当

认真贯彻党委推荐意见，带头依法办事，正确履行职责。 

  第四十六条党委向人民代表大会推荐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应当以本级党委名

义向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交推荐书，介绍所推荐人选的有关情况，说明推荐理由。 

  党委向人大常委会推荐由人大常委会任命、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应当在人大常委会审议前，按照规

定程序提出，介绍所推荐人选的有关情况。 

  第四十七条 党委向政府提名由政府任命的政府工作部门和机构领导成员人选，在党委讨论决定后，由政

府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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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八条领导班子换届，党委推荐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成员人选和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人选，应当事先向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领导成员和无党派代表人士通报有关情况，进行民主协商。 

  第四十九条党委推荐的领导干部人选，在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决定任命或者人大常委会任命、决定任命前，

如果人大代表或者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所推荐人选提出不同意见，党委应当认真研究，并作出必要的解释或者说

明。如果发现有事实依据、足以影响选举或者任命的问题，党委可以建议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按照规定程

序暂缓选举、任命、决定任命，也可以重新推荐人选。 

  政协领导成员候选人的推荐和协商提名，按照政协章程和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章 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 

  第五十条 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之一。公开选拔面向社会进行，竞争上岗

在本单位或者本系统内部进行，应当从实际出发，合理确定选拔职位、数量和范围。一般情况下，领导职位出现空

缺且本地区本部门没有合适人选的，特别是需要补充紧缺专业人才的，可以进行公开选拔；领导职位出现空缺，本

单位本系统符合资格条件人数较多且人选意见不易集中的，可以进行竞争上岗。 

  公开选拔县处级以下领导干部，一般不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 

  第五十一条 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方案设置的条件和资格，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规定，不得

因人设置资格条件。资格条件突破规定的，应当事先报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同意。 

  第五十二条 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工作在党委（党组）领导下进行，由组织（人事）部门组织实施，应当经

过下列程序： 

  （一）公布职位、资格条件、基本程序和方法等； 

  （二）报名与资格审查，参加公开选拔的应当经所在单位同意； 

  （三）采取适当方式进行能力和素质测试、测评，比选择优（竞争上岗也可以先进行民主推荐）； 

  （四）组织考察，研究提出人选方案； 

  （五）党委（党组）讨论决定； 

  （六）履行任职手续。 

  第五十三条 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应当科学规范测试、测评，突出岗位特点，突出实绩竞争，注重能力素

质和一贯表现，防止简单以分数取人。 

   第十章 交流、回避 

  第五十四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制度。 

  （一）交流的对象主要是：因工作需要交流的；需要通过交流锻炼提高领导能力的；在一个地方或者部门

工作时间较长的；按照规定需要回避的；因其他原因需要交流的。 

  交流的重点是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成员，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党委和政府部分工作

部门的主要领导成员。 

  （二）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成员原则上应当任满一届，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十年的，必须交流；在同一职

位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 

  同一地方（部门）的党政正职一般不同时易地交流。 

  （三）党政机关内设机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时间较长的，应当进行交流或者轮岗。 

  （四）经历单一或者缺少基层工作经历的年轻干部，应当有计划地到基层、艰苦边远地区和复杂环境工作。 

  （五）加强干部交流统筹。推进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与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

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干部交流。 

  （六）干部交流由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组织实施，严格把握人选的资格

条件。干部个人不得自行联系交流事宜，领导干部不得指定交流人选。同一干部不宜频繁交流。 

  （七）交流的干部接到任职通知后，应当在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部门限定的时间内到任。跨地

区跨部门交流的，应当同时迁转行政关系、工资关系和党的组织关系。 

  第五十五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 

  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的亲属关系为：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有

上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

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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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县（市）党委和政府以及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市（地、盟）党委和政府以及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 

  第五十六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回避制度。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讨论干部任免，涉及与会人员本人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 

  干部考察组成员在干部考察工作中涉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 

   第十一章 免职、辞职、降职 

  第五十七条 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免去现职： 

  （一）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的。 

  （二）受到责任追究应当免职的。 

  （三）辞职或者调出的。 

  （四）非组织选派，离职学习期限超过一年的。 

  （五）因工作需要或者其他原因，应当免去现职的。 

  第五十八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辞职包括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 

  辞职应当符合有关规定，手续依照法律或者有关规定程序办理。 

  第五十九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因问责被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安排职务，两年内不得担任高

于原任职务层次的职务。同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 

  第六十条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降职制度。党政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因工作能力较弱、

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其他原因不适宜担任现职务层次的，应当降职使用。降职使用的干部，其待遇按照新任职务的标

准执行。 

  降职使用的干部重新提拔，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章 纪律和监督 

  第六十一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执行本条例的各项规定，并遵守下列纪律： 

  （一）不准超职数配备、超机构规格提拔领导干部，或者违反规定擅自设置职务名称、提高干部职级待遇； 

  （二）不准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职位； 

  （三）不准违反规定程序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免干部； 

  （四）不准私自泄露动议、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干部等有关情况； 

  （五）不准在干部考察工作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 

  （六）不准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选举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 

  （七）不准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地区、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八）不准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九）不准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许愿，任人唯亲，营私舞弊； 

  （十）不准涂改干部档案，或者在干部身份、年龄、工龄、党龄、学历、经历等方面弄虚作假。 

  第六十二条 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程监督，严肃查处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事项，按照有关规定对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和有关领导成员、组织（人事）部门有关领导成员以及其他直接

责任人作出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 

  对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调动或者交流决定的，依照法律及有关规定予以免职或者降职使用。 

  第六十三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凡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本地区本

部门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严重、干部群众反映强烈以及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查处不力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

追究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有关领导成员、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有关领导成员以及其他直接责

任人的责任。 

  第六十四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和贯彻执行本条例的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受理有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举报、申诉，制止、纠正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并对有关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或

者处理建议。 

  纪检监察机关、巡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十五条 实行组织（人事）部门与纪检监察机关等有关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就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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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监督，沟通信息，交流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联席会议由组织（人事）部门召集。 

  第六十六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本条例，自觉接

受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下级机关和党员、干部、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有权向上级党委（党

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举报、申诉，受理部门和机关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查核处理。  

  第十三章 附则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对工作部门的规定，同时适用于办事机构、派出机构、特设机构以及其他直属机构。 

  第六十八条 选拔任用乡（镇、街道）的党政领导干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应

的实施办法。 

  第六十九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

本条例的原则规定。 

  第七十条 本条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七十一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02 年 7 月 9 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同时废止。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2019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

部任用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新时期好干部标准，进一步强化党组织领

导和把关作用，完善选人用人制度机制，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坚决匡正选人

用人风气，推动选人用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发生重大变化。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更好坚持和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党中央对

《干部任用条例》进行了修订。 

通知强调，《干部任用条例》是重要的党内法规，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本遵循。2014 年修订颁布的《干部

任用条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次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政治标准放

在首位，坚持精准科学选人用人，坚持将从严要求贯穿始终，吸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选人用人工作中探索形成

的实践成果，衔接近年来出台的相关新政策新法规，回应干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推进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对于提高选人用人质量，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学习宣传、严格贯彻执行《干部任用条例》，切实做到严格按原则办事、按

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全面履行选人用人主体责任。要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切实加强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确

保选人用人工作的正确方向。要突出政治标准，提拔重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干部。要坚持事业为上，拓宽用人视野，激励担当作为，大力选拔

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要落实从严要求，加强审核把关，强化纪律监督，坚决整治选

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围绕建立健全干部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

激励体系，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制度机制。要切实加强贯彻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进一步提升《干部任用条例》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干部任用条例》

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全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工作方针政策，落实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坚持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建立科学规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形成有效管用、简便易行、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选人用人机制，推进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

业化，建设一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党政领导干部队

伍，保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全面贯彻执行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根据《中国

共产党章程》等党内法规和有关国家法律，制定本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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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下列原则： 

（一）党管干部； 

（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 

（三）事业为上、人岗相适、人事相宜； 

（四）公道正派、注重实绩、群众公认； 

（五）民主集中制； 

（六）依法依规办事。 

第三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符合将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能力，结构合理、团结坚

强的领导集体的要求。 

树立注重基层和实践的导向，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 

注重发现和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用好各年龄段干部。 

统筹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工作。 

对不适宜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应当进行调整，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第四条 本条例适用于选拔任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部

门领导成员或者机关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成员（不

含正职）和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监委、法院、

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领导成员或者机关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 

选拔任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群团机关和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的领导成员及其内设机构担任领导

职务的人员，参照本条例执行。 

上列机关、单位选拔任用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参照本条例执行。 

选拔任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本条例第四条所列范围中选举和依法任免的党政领导职务，党组织推荐、提名人选的产生，适用本条

例的规定，其选举和依法任免按照有关法律、章程和规定进行。 

第六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职责，切实发挥把

关作用，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第二章 选拔任用条件 

第七条 党政领导干部必须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自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坚持讲学习、讲政

治、讲正气，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二）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立志改革开放，献身现代化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创业，树立正确

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认真调查研究，能够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

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落实“三严三实”要求，主动担当作为，真抓实干，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 

（四）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有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有实践经验，有胜任领导工

作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素养； 

（五）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依法办事，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坚持党

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监督，加强道德修养，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反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 

（六）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有民主作风，有全局观念，善于团结同志，包括团结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

同志一道工作。 

第八条 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应当具备下列基本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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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二）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 

（三）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由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任上级副

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三年以上。 

（四）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五）应当经过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或者组织（人事）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的培训，培训时间应

当达到干部教育培训的有关规定要求。确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培训要求的，应当在提任后一年内完成培训。 

（六）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七）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资格要求。提任党的领导职务的，还应当符合《中国共产党章程》等规定的党龄要

求。 

职级公务员担任领导职务，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逐级提拔。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干部，可以突破任职资格规定或者越级提

拔担任领导职务。 

破格提拔的特别优秀干部，应当政治过硬、德才素质突出、群众公认度高，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在关键时刻

或者承担急难险重任务中经受住考验、表现突出、作出重大贡献；在条件艰苦、环境复杂、基础差的地区或者单位

工作实绩突出；在其他岗位上尽职尽责，工作实绩特别显著。 

因工作特殊需要破格提拔的干部，应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领导班子结构需要或者领导职位有特殊要求的；专

业性较强的岗位或者重要专项工作急需的；艰苦边远地区、贫困地区急需引进的。 

破格提拔干部必须从严掌握。不得突破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和第八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资格要求。

任职试用期未满或者提拔任职不满一年的，不得破格提拔。不得在任职年限上连续破格。不得越两级提拔。 

第十条 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从党政机关选拔任用，也可以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任用，注

意从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以及社会组织中发现选拔。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应当注意从担任过县（市、

区、旗）、乡（镇、街道）党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选拔。 

第三章 分析研判和动议 

第十一条 组织（人事）部门应当深化对干部的日常了解，坚持知事识人，把功夫下在平时，全方位、多角度、

近距离了解干部。根据日常了解情况，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综合分析研判，为党委（党组）选人用人提供依

据和参考。 

第十二条 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结合综合分析研判情况，

提出启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意见。 

第十三条 组织（人事）部门综合有关方面建议和平时了解掌握的情况，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动议分析，

就选拔任用的职位、条件、范围、方式、程序和人选意向等提出初步建议。 

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并署名。 

第十四条 组织（人事）部门将初步建议向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汇报，对初步建议进行完善，在一定范

围内进行沟通酝酿，形成工作方案。 

对动议的人选严格把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前核查有关事项。 

第十五条 研判和动议时，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情况，如确有必要，也可以把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作为产生人

选的一种方式。领导职位出现空缺且本地区本部门没有合适人选的，特别是需要补充紧缺专业人才或者配备结构需

要干部的，可以通过公开选拔产生人选；领导职位出现空缺，本单位本系统符合资格条件人数较多且需要进一步比

选择优的，可以通过竞争上岗产生人选。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一般适用于副职领导职位。 

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应当结合岗位特点，坚持组织把关，突出政治素质、专业素养、工作实绩和一贯表现，防

止简单以分数、票数取人。 

公开选拔、竞争上岗设置的资格条件突破规定的，应当事先报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同意。 

第四章 民主推荐 

第十六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应当经过民主推荐。民主推荐包括谈话调研推荐和会议推荐，推荐结果作

为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在一年内有效。 

第十七条 领导班子换届，民主推荐按照职位设置全额定向推荐；个别提拔任职或者进一步使用，可以按照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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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位进行定向推荐，也可以根据拟任职位的具体情况进行非定向推荐；进一步使用的，可以采取听取意见的方式

进行，其中正职也可以参照个别提拔任职进行民主推荐。 

第十八条 地方领导班子换届，民主推荐应当经过下列程序： 

（一）进行谈话调研推荐，提前向谈话对象提供谈话提纲、换届政策说明、干部名册等相关材料，提出有关要

求，提高谈话质量； 

（二）综合考虑谈话调研推荐情况以及人选条件、岗位要求、班子结构等，经与本级党委沟通协商后，由上级

党委或者组织部门研究提出会议推荐参考人选，参考人选应当差额提出； 

（三）召开推荐会议，由本级党委主持，考察组说明换届有关政策，介绍参考人选产生情况，提出有关要求，

组织填写推荐表； 

（四）对民主推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五）向上级党委或者组织部门汇报民主推荐情况。 

第十九条 地方领导班子换届，谈话调研推荐一般由下列人员参加： 

（一）党委成员； 

（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成员； 

（三）纪委监委领导成员； 

（四）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成员； 

（五）党委工作部门、政府工作部门、群团组织主要领导成员； 

（六）下一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 

（七）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可以根据知情度、关联度和代表性原则确定。 

推荐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成员人选，应当有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领导成员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 

参加会议推荐的人员参照上列范围确定，可以适当调整。 

第二十条 个别提拔任职，或者进一步使用需要进行民主推荐的，民主推荐程序可以参照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

进行；必要时也可以先进行会议推荐，再进行谈话调研推荐。先进行谈话调研推荐的，可以提出会议推荐参考人选，

参考人选应当差额提出。单位人数较少、参加会议推荐人员范围与谈话调研推荐人员范围基本相同，且谈话调研推

荐意见集中的，根据实际情况，可以不再进行会议推荐。 

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民主推荐前对推荐职位、条件、范围以及符合职位要求和任职条件的人选，在人选所在

地区或者单位领导班子范围内进行沟通。 

第二十一条 个别提拔任职，或者进一步使用需要进行民主推荐的，参加民主推荐人员一般按照下列范围执行： 

（一）民主推荐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人选，参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执行，可以适当调整。 

（二）民主推荐工作部门领导成员人选，谈话调研推荐由本部门领导成员、内设机构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人员、

直属单位主要领导成员以及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参加；根据实际情况还可以吸收本系统下级单位主要领导成员参加。

参加会议推荐的人员范围可以适当调整。 

（三）民主推荐内设机构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参照前项所列范围确定，也可以在内设机构范围内进行。 

第二十二条 党委和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个别特殊需要的领导成员人选，可以由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

部门推荐，报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后作为考察对象。 

第五章 考察 

第二十三条 确定考察对象，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德才条件，将民主推荐与日常了解、综合分析研判以及

岗位匹配度等情况综合考虑，深入分析、比较择优，防止把推荐票等同于选举票、简单以推荐票取人。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一）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 

（二）群众公认度不高的； 

（三）上一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的； 

（四）有跑官、拉票等非组织行为的； 

（五）除特殊岗位需要外，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 

（六）受到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等影响期未满或者期满影响使用的； 

（七）其他原因不宜提拔或者进一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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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地方领导班子换届，由本级党委书记与副书记、分管组织、纪检监察等工作的常委根据上级党委

组织部门反馈的情况，对考察对象人选进行酝酿，本级党委常委会研究提出考察对象建议名单，经与上级党委组织

部门沟通后，确定考察对象。对拟新进党政领导班子的考察对象，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个别提拔任职或者进一步使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党委（党组）或者上级组织（人事）部门研究确定考察

对象。 

考察对象一般应当多于拟任职务人数，个别提拔任职或者进一步使用时意见比较集中的，也可以等额确定考察

对象。 

第二十六条 对确定的考察对象，由组织（人事）部门进行严格考察。 

双重管理干部的考察工作，由主管方负责组织实施，根据工作需要会同协管方进行。 

第二十七条 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必须依据干部选拔任用条件和不同领导职务的职责要求，全面考察

其德、能、勤、绩、廉，严把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 

突出政治标准，注重了解政治理论学习情况，深入考察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

等方面的情况。 

深入考察道德品行，加强对工作时间之外表现的考察，注重了解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

方面的情况。 

强化专业素养考察，深入了解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作风、专业精神等方面的情况。 

注重考察工作实绩，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深入了解履行岗位职责、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的实际成效。考察地方党政领导班

子成员，应当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情况作为考察评价的重要

内容，防止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工作实绩。考察党政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应当把履行党的建设职责，制定和执

行政策、推动改革创新、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作为考察评价的重要内容。 

加强作风考察，深入了解为民服务、求真务实、勤勉敬业、敢于担当、奋发有为，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情况。 

强化廉政情况考察，深入了解遵守廉洁自律有关规定，保持高尚情操和健康情趣，慎独慎微，秉公用权，清正

廉洁，不谋私利，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等情况。 

根据实际需要，针对不同层级、不同岗位考察对象，实行差异化考察，对党政正职人选，坚持更高标准、更严

要求，突出把握政治方向、驾驭全局、抓班子带队伍等方面情况的考察。 

第二十八条 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应当保证充足的考察时间，经过下列程序： 

（一）制定考察工作方案； 

（二）同考察对象呈报单位或者所在单位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就考察工作方案沟通情况，征求意见； 

（三）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情况，通过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发布干部考察预告； 

（四）采取个别谈话、发放征求意见表、民主测评、实地走访、查阅干部人事档案和工作资料等方法，广泛深

入地了解情况，根据需要进行专项调查、延伸考察等，注意了解考察对象生活圈、社交圈情况； 

（五）同考察对象面谈，进一步了解其政治立场、思想品质、价值取向、见识见解、适应能力、性格特点、心

理素质等方面情况，以及缺点和不足，鉴别印证有关问题，深化对考察对象的研判； 

（六）综合分析考察情况，与考察对象的一贯表现进行比较、相互印证，全面准确地对考察对象作出评价； 

（七）向考察对象呈报单位或者所在单位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反馈考察情况，并交换意见； 

（八）考察组研究提出人选任用建议，向派出考察组的组织（人事）部门汇报，经组织（人事）部门集体研究

提出任用建议方案，向本级党委（党组）报告。 

考察内设机构领导职务拟任人选程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简化。 

第二十九条 考察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拟任人选，个别谈话和征求意见的范围一般为： 

（一）党委和政府领导成员，人大常委会、政协、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成员； 

（二）考察对象所在单位领导成员； 

（三）考察对象所在单位有关工作部门主要领导成员或者内设机构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人员和直属单位主要领

导成员； 

（四）其他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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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考察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拟任人选，个别谈话和征求意见的范围一般为： 

（一）考察对象上级领导机关有关领导成员； 

（二）考察对象所在单位领导成员； 

（三）考察对象所在单位内设机构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人员和直属单位主要领导成员； 

（四）其他有关人员。 

考察内设机构领导职务拟任人选，个别谈话和征求意见的范围参照上列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应当听取考察对象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机

关党组织的意见，根据需要可以听取巡视巡察机构、审计机关和其他相关部门意见。 

组织（人事）部门必须严格审核考察对象的干部人事档案，查核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就党风廉政情况听取纪检

监察机关意见，对反映问题线索具体、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进行核查。对需要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考察对象，应当

事先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计。 

考察对象呈报单位或者所在单位党委（党组）必须就考察对象廉洁自律情况提出结论性意见，并由党委（党组）

书记、纪委书记（纪检监察组组长）签字。机关内设机构领导职务的拟任人选考察对象，也应当由相关党组织和纪

检监察机构出具廉洁自律情况结论性意见。 

第三十二条 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必须形成书面考察材料，建立考察文书档案。已经任职的，考察材

料归入本人干部人事档案。考察材料必须写实，评判应当全面、准确、客观，用具体事例反映考察对象的情况，包

括下列内容： 

（一）德、能、勤、绩、廉方面的主要表现以及主要特长、行为特征； 

（二）主要缺点和不足； 

（三）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谈话情况； 

（四）审核干部人事档案、查核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听取纪检监察机关意见、核查信访举报等情况的结论。 

第三十三条 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部门选派具有较高素质的人员组建考察组，考察组由两名以上成

员组成。考察组负责人应当由思想政治素质好、具有较丰富工作经验并熟悉干部工作的人员担任。 

实行干部考察工作责任制。考察组必须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深入细致，如实反映考察情况和意见，对考察材

料负责，履行干部选拔任用风气监督职责。 

第六章 讨论决定 

第三十四条 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在讨论决定或者决定呈报前，应当根据职位和人选的不同情况，分别在

党委（党组）、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等有关领导成员中进行酝酿。 

工作部门领导成员拟任人选，应当征求上级分管领导成员的意见。 

非中共党员拟任人选，应当征求党委统战部门和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领导成员、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 

双重管理干部的任免，主管方应当事先征求协管方意见，进行酝酿。征求意见一般采用书面形式进行。协管方

自收到主管方意见之日起一个月内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双方意见不一致时，正职的任免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协

调，副职的任免由主管方决定。 

第三十五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党委（党组）集体讨论作出任免决定，或者决

定提出推荐、提名的意见。属于上级党委（党组）管理的，本级党委（党组）可以提出选拔任用建议。 

对拟破格提拔的人选在讨论决定前，必须报经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同意。越级提拔或者不经过民主推荐列为

破格提拔人选的，应当在考察前报告，经批复同意后方可进行。 

第三十六条 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一般应当

由上级党委常委会提名并提交全会无记名投票表决；全会闭会期间，由党委常委会作出决定，决定前应当征求党委

委员的意见。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提交会议讨论： 

（一）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民主推荐、考察的； 

（二）拟任人选所在单位党委（党组）对廉洁自律情况没有作出结论性意见的，或者纪检监察机关未反馈意见

的，或者纪检监察机关有不同意见的； 

（三）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未查核或者经查核存疑尚未查清的； 

（四）线索具体、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尚未调查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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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干部人事档案中身份、年龄、工龄、党龄、学历、经历等存疑尚未查清的； 

（六）巡视巡察、审计等工作中发现重大问题尚未作出结论的； 

（七）没有按照规定向上级报告或者报告后未经批复同意的干部任免事项； 

（八）其他原因不宜提交会议讨论的。 

第三十八条 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到会，并保证与会成员有足够时

间听取情况介绍、充分发表意见。与会成员对任免事项，应当逐一发表同意、不同意或者缓议等明确意见，党委（党

组）主要负责人应当最后表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采取口头表决、举手表决或者无记名投票等方式进行表决。

意见分歧较大时，暂缓进行表决。 

党委（党组）有关干部任免的决定，需要复议的，应当经党委（党组）超过半数成员同意后方可进行。 

第三十九条 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党委（党组）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领导成员或者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逐个介绍领导职务拟任

人选的推荐、考察和任免理由等情况，其中涉及破格提拔等需要按照要求事先向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报告的选拔

任用有关工作事项，应当说明具体事由和征求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意见的情况； 

（二）参加会议人员进行充分讨论； 

（三）进行表决，以党委（党组）应到会成员超过半数同意形成决定。 

第四十条 需要报上级党委（党组）审批的拟提拔任职的干部，必须呈报党委（党组）请示并附干部任免审批

表、干部考察材料、本人干部人事档案和党委（党组）会议纪要、讨论记录、民主推荐情况等材料。上级组织（人

事）部门对呈报的材料应当严格审查。 

需要报上级备案的干部，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第七章 任职 

第四十一条 党政领导职务实行选任制、委任制，部分专业性较强的领导职务可以实行聘任制。 

第四十二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制度。 

提拔担任厅局级以下领导职务的，除特殊岗位和在换届考察时已进行过公示的人选外，在党委（党组）讨论决

定后、下发任职通知前，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公示内容应当真实准确，便于监督，涉及破格提拔的还应当说明

破格的具体情形和理由。公示期不少于五个工作日。公示结果不影响任职的，办理任职手续。 

第四十三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制度。 

提拔担任下列非选举产生的厅局级以下领导职务的，试用期为一年： 

（一）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工作部门副职和内设机构领导职务； 

（二）纪委监委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领导职务； 

（三）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的非国家权力机关依法任命的领导职务。 

试用期满后，经考核胜任现职的，正式任职；不胜任的，免去试任职务，一般按照试任前职级或者职务层次安

排工作。 

第四十四条 实行任职谈话制度。对决定任用的干部，由党委（党组）指定专人同本人谈话，肯定成绩，指出

不足，提出要求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破格提拔以及通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的干部，试用期满正式任职时，党委（党组）还应当指定专人进

行谈话。 

第四十五条 党政领导职务的任职时间，按照下列时间计算： 

（一）由党委（党组）决定任职的，自党委（党组）决定之日起计算； 

（二）由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全体会议

选举、决定任命的，自当选、决定任命之日起计算； 

（三）由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常委会任命或者决定任命的，自人大常委会、政协常委会任命或者决定任命之日

起计算； 

（四）由党委向政府提名由政府任命的，自政府任命之日起计算。 

第八章 依法推荐、提名和民主协商 

第四十六条 党委向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推荐需要由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命、决定

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应当事先向人民代表大会临时党组织或者人大常委会党组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党员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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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党委推荐意见。人民代表大会临时党组织、人大常委会党组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及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应当

认真贯彻党委推荐意见，带头依法办事，正确履行职责。 

第四十七条 党委向人民代表大会推荐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应当以本级党委名义

向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交推荐书，介绍所推荐人选的有关情况，说明推荐理由。 

党委向人大常委会推荐由人大常委会任命、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应当在人大常委会审议前，按照规定程

序提出，介绍所推荐人选的有关情况。 

第四十八条 党委向政府提名由政府任命的政府工作部门和机构领导成员人选，在党委讨论决定后，由政府任

命。 

第四十九条 领导班子换届，党委推荐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成员人选和监察委员会主任、法院院长、

检察院检察长人选，应当事先向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领导成员和无党派代表人士通报有关情况，进行民主协商。 

第五十条 党委推荐的领导干部人选，在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决定任命或者人大常委会任命、决定任命前，如

果人大代表或者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所推荐人选提出不同意见，党委应当认真研究，并作出必要的解释或者说明。

如果发现有事实依据、足以影响选举或者任命的问题，党委可以建议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按照规定程序暂

缓选举、任命、决定任命，也可以重新推荐人选。 

政协领导成员候选人的推荐和协商提名，按照政协章程和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章 交流、回避 

第五十一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制度。 

（一）交流的对象主要是：因工作需要交流的；需要通过交流锻炼提高领导能力的；在一个地方或者部门工作

时间较长的；按照规定需要回避的；因其他原因需要交流的。交流的重点是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成员，

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党委和政府部分工作部门的主要领导成员。 

（二）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成员原则上应当任满一届，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十年的，必须交流；在同一职位连

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同一地方（部门）的党政正职一般不同时易地交

流。 

（三）党政机关内设机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时间较长的，应当进行交流。 

（四）经历单一或者缺少基层工作经历的年轻干部，应当有计划地派到基层、艰苦边远地区和复杂环境工作，

坚决防止“镀金”思想和短期行为。 

（五）加强工作统筹，加大干部交流力度。推进地方与部门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

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干部交流，推动形成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干部人才及时进入党政机关的良性

工作机制。 

（六）干部交流由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组织实施，严格把握人选的资格条件。

干部个人不得自行联系交流事宜，领导干部不得指定交流人选。同一干部不宜频繁交流。 

（七）交流的干部接到任职通知后，应当在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部门限定的时间内到任。跨地区跨

部门交流的，应当同时转移行政关系、工资关系和党的组织关系。 

第五十二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 

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的亲属关系为：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有上列

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

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 

领导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县（市）党委和政府以及纪委监委、组织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主要

领导成员，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市（地、盟）党委和政府以及纪委监委、组织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部

门主要领导成员。 

第五十三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回避制度。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讨论干部任免，涉及与会人员本人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 

干部考察组成员在干部考察工作中涉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 

第十章 免职、辞职、降职 

第五十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免去现职： 

（一）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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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到责任追究应当免职的； 

（三）不适宜担任现职应当免职的； 

（四）因违纪违法应当免职的； 

（五）辞职或者调出的； 

（六）非组织选派，个人申请离职学习期限超过一年的； 

（七）因健康原因，无法正常履行工作职责一年以上的； 

（八）因工作需要或者其他原因应当免去现职的。 

第五十五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辞职包括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 

辞职应当符合有关规定，手续依照法律或者有关规定程序办理。 

第五十六条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因问责被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安排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担任

高于原任职务层次的领导职务。同时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七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降职制度。党政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因工作能力较弱、

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其他原因不适宜担任现职务层次的，应当降职使用。降职使用的干部，其待遇按照新任职务职级

的标准执行。 

第五十八条 因不适宜担任现职调离岗位、免职的，一年内不得提拔。降职使用的干部重新提拔，按照有关规

定执行。 

重新任职或者提拔任职，应当根据具体情形、工作需要和个人情况综合考虑，合理安排使用。 

对符合有关规定给予容错的干部，应当客观公正对待。 

第十一章 纪律和监督 

第五十九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执行本条例的各项规定，并遵守下列纪律： 

（一）不准超职数配备、超机构规格提拔领导干部、超审批权限设置机构配备干部，或者违反规定擅自设置职

务名称、提高干部职务职级待遇； 

（二）不准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职务、提高职级待遇； 

（三）不准违反规定程序动议、推荐、考察、讨论决定任免干部，或者由主要领导成员个人决定任免干部； 

（四）不准私自泄露研判、动议、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干部等有关情况； 

（五）不准在干部考察工作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 

（六）不准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选举中搞拉票、助选等非组织活动； 

（七）不准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地区、系统和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八）不准在机构变动，主要领导成员即将达到任职年龄界限、退休年龄界限或者已经明确即将离任时，突击

提拔、调整干部； 

（九）不准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封官许愿，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营私舞弊； 

（十）不准篡改、伪造干部人事档案，或者在干部身份、年龄、工龄、党龄、学历、经历等方面弄虚作假。 

第六十条 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程监督，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全程纪实和任前事项报告、“一报告两评

议”、专项检查、离任检查、立项督查、“带病提拔”问题倒查等制度。严肃查处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对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事项，按照有关规定对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和有关领导成员、组织（人事）部门有关领导

成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作出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对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调动或者交流决定的，依规依纪依法予以免职或者降职使用，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处

分。 

第六十一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凡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本地区本部门

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严重、干部群众反映强烈以及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查处不力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

严肃追究党委（党组）及其主要领导成员、有关领导成员、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干部考察组有关领

导成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六十二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和贯彻执行本条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认真受理有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举报、申诉，制止、纠正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并对有关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或者

处理建议。 

纪检监察机关、巡视巡察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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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条 实行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巡视巡察、机构编制、审计、信访等有关机构联席会议制度，

就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沟通信息、交流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联席会议由组织部门召集。 

第六十四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本条例，坚持出以公

心、公正用人，严格规范履职用权行为，自觉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下级机关和党员、干部、群众

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违规违纪行为，有权向上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举报、申

诉，受理部门和机关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查核处理。 

第十二章 附则 

第六十五条 本条例对工作部门的规定，同时适用于办事机构、派出机构、特设机构以及其他直属机构。 

第六十六条 选拔任用乡（镇、街道）的党政领导干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应的实

施办法。 

第六十七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本条

例的原则作出规定。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六十九条 本条例自 2019 年 3 月 3 日起施行。2014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条例》同时废止 

 

 

8.3.118）《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办发〔2010〕9 号)   2010 年 3 月 31 日） 

http://sz.jnbb.gov.cn/channels/ch00465/201712/863009fc-a5e7-439a-9a5a-e34a1b8a0d1b.htm  

http://zzb.fudan.edu.cn/4c/56/c2617a19542/page.htm  

https://zzb.xmu.edu.cn/17/cd/c749a6093/page.htm  

http://www.hnsft.gov.cn/sitesources/hnsft/page_pc/zfxxgkml/zcfg/article99850d9b71264308ab28e7e7e0d47bf1.html  

http://www.gov.cn/jrzg/2010-03/31/content_1570501.htm  

新华社北京３月３１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指出，健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重要举措。《责任追究办法》的颁布实施，对于促进各级党政领

导干部提高认真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相关政策法规的自觉性，严格依规照章办事；对于防止

用人失察失误，严肃处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违规违纪行为，深入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对于进一步提高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提高选人用人质量，切实加强各级领导

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及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要按照《责任追究办法》的要求，切实履行

职责，强化监督检查，完善举报措施，严格责任追究，发挥制度应有的作用。 

    通知还提出，为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机制，切实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的监督，经中央领导

同志同意，中央组织部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

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

（试行）》。这３个试行办法与《责任追究办法》配套衔接，共同构成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

失责要追究的干部选拔任用监督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在认真贯彻执行《责任追究办法》的同时，一并抓好上述３

个试行办法的贯彻落实，切实提高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水平。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新华社北京３月３１日电 

    第一条 为保证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防止用人失察失误，严肃处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违

规违纪行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

的暂行规定》等党内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行责任追究，坚持党委领导、分级负责，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权

责一致、惩教结合，严格要求、违规必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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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党委（党组）及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负责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行

责任追究。 

    第四条 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干部或者有关领

导干部的责任： 

    （一）违反干部任免程序和规定，个人指定提拔、调整人选的； 

    （二）临时动议决定干部任免的； 

    （三）不按照规定召开党委（党组）会议讨论决定干部任免的； 

    （四）个人决定干部任免或者个人改变党委（党组）会议集体作出的干部任免决定的； 

    （五）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的； 

    （六）违反规定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或者提高干部职级待遇的； 

    （七）授意、指使、强令组织人事部门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或者阻挠、制止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

门对选人用人问题进行调查核实以及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的； 

    （八）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九）本地区本部门用人上不正之风严重，干部群众反映强烈以及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查处不力的； 

    （十）有其他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行为的。 

    在发生突发重大自然灾害、群体性事件及其他紧急情况下，经上一级党组织批准的用人行为，不列入责任追

究范围，但事后应当履行有关干部任免程序，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第五条 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组织人事部门主要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

的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的基本条件、任职资格、方式、程序和范围进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 

    （二）不如实向党委（党组）报告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等情况的； 

    （三）不按照规定征求纪检监察机关对拟任人选的意见，或者不如实向党委（党组）报告纪检监察机关意见

建议的； 

    （四）不按照规定向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的； 

    （五）对反映的线索清楚、内容具体的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不进行调查核实以及核实后不按照有关规

定作出处理的； 

    （六）对本地区本部门领导成员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的行为不提出反对意见的； 

    （七）不按照有关规定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工作不力，干部群众反映强

烈的； 

    （八）有其他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行为的。 

    第六条 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干部考察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一）更改、伪造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结果的； 

    （二）不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范围进行考察的； 

    （三）对反映考察对象问题的线索清楚、内容具体的举报不进行调查核实或者不如实报告的； 

    （四）隐瞒、歪曲、泄露考察情况的； 

    （五）接受考察对象或者考察对象请托人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或者支付凭证等财物，参加考察对象或者

考察对象请托人安排的消费活动，以及接受考察对象所在单位特殊接待的； 

    （六）不认真审核干部档案，导致干部信息不准确，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按照规定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 

    （八）有其他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行为的。 

    第七条 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纪检监察机关有关领导干部和人员的责

任： 

    （一）不如实向组织人事部门回复掌握的有关拟任人选遵守党纪政纪情况的； 

    （二）不按照有关规定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的； 

    （三）对发现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违规违纪行为不进行调查处理的； 

    （四）对反映拟任人选问题的性质严重、线索清楚、内容具体的举报不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查核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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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有关领导干部和人员的责任： 

    （一）在个别谈话推荐和考察中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 

    （二）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营私舞弊，收受或者给予他人财物，安排或者接受他人安排的消费活动的； 

    （三）利用职务便利违反规定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地区、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 

    （四）要求提拔本人近亲属，或者指令提拔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的； 

    （五）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或者选举中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的； 

    （六）泄露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等有关情况的； 

    （七）故意向干部选拔任用问题调查部门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不实材料的； 

    （八）有其他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行为的。 

    第九条 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民主评议、民意调查中，本地区本部门群众满意度明显偏低、选人用

人方面问题突出、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经组织考核认定，应当追究负有责任的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主要

领导干部的责任。 

    第十条 有本办法所列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情节较重

或者群众反映强烈、造成恶劣影响的，给予组织处理。组织处理的方式包括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降职等。组织处理的情况，应当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有本办法第八条第（五）项所列情形，已列为考察对象或者提拔人选的，应当首先将其排除出考察对象或者

取消其提拔资格，再按照本条前款规定作出处理。 

    第十一条 有本办法所列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应当给予党纪处分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及

有关规定给予党纪处分；应当追究政纪责任的，建议有关机关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依

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同时使用。 

    第十三条 组织人事部门对工作中发现、群众举报或者新闻媒体反映的线索清楚、内容具体的违反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规定的问题必须进行调查处理，也可会同纪检监察机关进行调查处理。 

    纪检监察机关在受理举报、查办案件等工作中发现的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的问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进行调查处理。处理情况应当向组织人事部门通报。需要给予组织处理的，与组织人事部门共同研究提出处理建议

方案，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批。 

    作出责任追究决定后，由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办理责任追究相关事宜。 

    第十四条 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或者行政职务以上处分且在其提拔任职前就有违纪违法行

为的，组织人事部门必须对其选拔任用过程进行调查。其中，对本级党委（党组）管理的下一级党政正职领导干部

的选拔任用过程，由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直接进行调查。经调查核实，确实存在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问题的，追

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五条 受到责任追究的人员对责任追究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责任追究决定的机关提出书面申诉。作

出责任追究决定的机关应当依据有关规定受理并作出处理。 

    申诉期间，不停止责任追究决定的执行。 

    第十六条 受到调离岗位处理的，一年内不得提拔；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

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同时受到纪律处分的，

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 

    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降职处理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综合考虑其一贯表现、资历、特长等因素，

合理安排工作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并同时确定相应的职级待遇。受到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影响期满后拟重

新任用的，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得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同意。 

    第十七条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记实制度。有关部门应当如实记录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推荐提名、

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等情况，为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提供依据。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责

任追究，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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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19）《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中组发[1998]6 号)   1998 年 05 月 26 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2/71480/4853966.html  

http://newkjxy.jlufe.edu.cn/party/guide1/2018-08-21/595.html  

http://rsj.nc.gov.cn/13901128zcfg/19294.jsp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 1998 年 5 月 26 日印发)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考核方式 

  第三章 考核内容 

  第四章 考核程序 

  第五章 考核结果的评定和运用 

  第六章 考核机关 

  第七章 考核的纪律与监督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考核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治业务素质和履行职责的情况，加

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管理与监督、激励与约束，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和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考核工作，是指考核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治业

务素质和履行职责的情况所进行的考察、核实、评价，并以此作为加强对领导班子的管理和领导干部任用、奖惩等

的依据。 

  第三条 考核工作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党管干部原则； 

  (二)客观公正原则； 

  (三)注重实绩原则； 

  (四)群众公认原则。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考核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含派出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的有

关工作机构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地方县以上(含县级)

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地方县以上(含县级)党委、政府的

工作部门(含派出机构)和人大常委会、政协的有关工作机构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的直属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参

照本规定有关内容执行。 

  纪委、法院、检察院的内设机构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党委、政府工作部门(含派出机构)的内设机构的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人大常委会、政协工作机构的内设机构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按照或参照《国家公务员暂

行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年度考核。 

  第二章 考核方式 

  第五条 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包括平时考核、任职前考核、定期考核。 

  第六条 平时考核是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所进行的经常性考核。考核机关通过检查工作、个别谈话、专

项调查、派人参加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年度总结工作会等多种形式和渠道，了解考核对象的有关情况。 

  第七条 任职前考核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八条 定期考核采取届中、届末考核的形式进行。没有明确届期的，每两年或三年进行一次定期考核。 

  第三章 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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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领导班子考核内容： 

  (一)思想政治建设包括理论学习、政治表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行民

主集中制、维护中央权威、团结协作、选人用人、廉政建设等情况。 

  (二)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包括总揽全局、科学决策、求实创新、开拓进取和处理复杂问题等能力。 

  (三)工作实绩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效果，在推进改革、

维护稳定方面取得的成绩和效果。地方县以上党委、政府领导班子的工作实绩主要包括：各项经济工作指标的完成

情况，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益与后劲，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体育事业的发展，环境与生态保护、人口与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状况；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

度建设的成效等。 

  对部门领导班子，还要重点考核其发挥职能作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情况等。 

  第十条 领导干部考核内容： 

  (一)思想政治素质 

  理论素养和思想水平。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掌握基

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学以致用，不断提高理论和政策水平的情况； 

  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事关方向、原则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态度，在政治、思想

和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增强法制观念，严格依法办事的情况，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

的情况；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联系群众，自觉为人

民群众谋利益的情况； 

  政治品德和道德品质。襟怀坦白，公道正派，坚持原则，严守纪律，谦虚谨慎，克己奉公，遵守社会主义

道德，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表率作用的情况。 

  (二)组织领导能力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组织协调、科学决策、开拓创新的能力； 

  发现人才、培养干部、知人善任的能力。 

  对党政正职领导干部，还要重点考核其驾驭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三)工作作风 

  执行民主集中制，维护领导班子团结，发扬民主，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的情况； 

  勇于改革，敢于负责，坚持原则，严格管理，严谨细致，勤奋敬业的情况。 

  (四)工作实绩 

  在完成任期目标和履行岗位职责过程中所提出的工作思路、采取的措施、发挥的具体作用以及所取得的绩

效等。 

  (五)廉洁自律 

  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遵守中央关于党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清正廉洁，以身作则，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情况； 

  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 

  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加强教育、严格要求的情况。 

  第十一条 逐步建立健全领导班子任期目标和领导干部岗位职责规范，以此作为考核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的重要根据。 

  各级考核机关可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特点，结合考核工作的实际需要，对

考核内容进一步分解细化，制定具体的考核指标体系。 

  第四章 考核程序 

  第十二条 定期考核的基本程序： 

  (一)考核准备； 

  (二)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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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民主测评； 

  (四)个别谈话； 

  (五)调查核实； 

  (六)撰写考核材料； 

  (七)综合分析，评定考核结果； 

  (八)反馈。 

  第十三条考核准备： 

  (一)拟定考核方案； 

  (二)组成考核组； 

  (三)组织考核人员进行学习或培训； 

  (四)考核组与被考核单位商定考核工作的实施计划。 

  第十四条 召开述职会议：进行考核动员。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代表领导班子述职，同时作个人的述职报告，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作本人的述职报告。

根据实际情况，有的也可以进行书面述职。述职报告应根据考核内容实事求是地汇报领导班子或个人的情况，不扩

大成绩，不隐瞒缺点或错误，事实清楚，简明扼要。 

  第十五条 参加述职会议的人员由考核组参照如下范围确定： 

  (一)考核党委、政府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时，参加述职会议的人员应包括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

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的领导干部；所属工作部门(含派出机构)的主要领导干部；下一级党政领导班子的主要

领导干部；有关企业、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其他需要参加

的人员。 

  (二)考核党委、政府各工作部门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时，参加述职会议的人员应包括考核对象所在单位

的中层干部，受该工作部门领导或指导的下级单位的负责人，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人数较少的单位可扩大到全体

干部、职工。 

  第十六条民主测评包括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 

  民意测验应根据考核内容列出评价项目和评价等次，由参加民意测验的人员填写评价意见。民意测验表由

考核组回收，并对不同层次人员填写的民意测验票分别进行统计。参加民意测验人员的范围应与参加述职会议人员

范围基本一致。 

  民主评议由考核组主持，采取召开小型座谈会或书面评议的方式进行。 

  第十七条 个别谈话要选择了解情况的人员，并注意代表性，具体人选由考核组确定，一般包括： 

  (一)考核对象所在地区或部门的同级领导干部、下一级的领导干部，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和机关

党组织的有关人员； 

  (二)考核对象所分管的下级单位、部门、内设机构的负责人和机关工作人员代表； 

  (三)考核对象本人； 

  (四)其他熟悉和了解情况的人员。 

  个别谈话时，考核组应有两名以上人员参加，并做好谈话记录。 

  第十八条 考核组根据需要可采取下列方法调查核实考核对象的有关情况： 

  (一)查阅资料。查阅考核对象的人事档案材料、年度工作总结、党委(党组)会议记录、民主生活会记录、中

心组学习记录、培训记录、主持制定的文件、重要会议上的讲话稿、发表的文章及研究成果、读书笔记、个人重大

事项报告表、收入申报表等。 

  (二)采集核实有关数据。从统计部门和有关业务部门采集、核实有关考核对象工作实绩的数据。 

  (三)审计。委托审计机关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或请审计机关提供考核对象的有关审计情况。 

  (四)实地考察。通过现场察看、访问群众，了解、印证和核实考核对象某一方面的工作情况。 

  (五)专项调查。对一些群众反映大、情况比较复杂或意见分歧较大的问题，由考核组进行专项调查，也可

责成所在单位党委(党组)进行调查，写出专题报告。 

  (六)征求意见。采取面谈或发函的方式征求上一级分管领导同志、相关部门、执纪执法机关和同级有关部

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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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理论学习情况测试。在与考核对象个别谈话时，可以测试了解领导干部掌握理论知识的情况和运用理

论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十九条 考核组在考核对象所在的地区或单位工作结束时，应就干部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意见与被考核

的领导班子成员集体或个别交换意见。 

  第二十条 考核组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写出考核材料，并向考核机关报告考核情况。 

  第二十一条 领导班子考核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考核工作的简要情况和领导班子的基本情况； 

  (二)考核情况，包括领导班子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三)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的情况； 

  (四)考核组的评价和建议，包括对领导班子的总体评价，调整领导班子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建议。 

  第二十二条 领导干部考核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考核情况。包括优点和取得的成绩、存在的不足、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干部的情况； 

  (二)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的情况； 

  (三)考核组对评定等次的建议。 

  第二十三条 评定考核结果由考核机关提出意见，报党委(党组)决定。 

  第二十四条 考核结果应正式通知考核对象，考核对象对考核结果若有异议，可以提出申诉。 

  第五章 考核结果的评定和运用 

  第二十五条 定期考核时，对领导班子的整体评价和对领导干部考核结果的评定，应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工作实绩要进行定量分析，要把握好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显绩与潜绩

的关系。 

  第二十六条 对领导班子的考核要作出整体评价，并提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具体建议。对存在问题应督

促其进行整改，问题严重的应责令整顿，限期改进，必要时采取组织措施予以调整。领导班子的考核结果是否划分

等次，由考核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第二十七条 领导干部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 

  第二十八条 评定领导干部的考核结果要把民意测验的结果作为重要依据。考核机关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不同等次的得票率标准。 

  第二十九条 领导干部经考核全部项目达到下列标准者，应评定为优秀等次： 

  (一)思想政治素质高； 

  (二)组织领导能力强； 

  (三)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好； 

  (四)工作实绩突出； 

  (五)清正廉洁。 

  评定为优秀等次的，民意测验优秀和称职票的得票率要达到考核机关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条 领导干部经考核多数项目符合下列标准者，应评定为称职等次： 

  (一)思想政治素质较高； 

  (二)组织领导能力较强； 

  (三)联系群众，工作作风较好； 

  (四)工作实绩比较突出； 

  (五)能做到廉洁自律。 

  评定为称职等次的，民意测验称职和优秀票得票率要达到考核机关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一条 领导干部经考核多数项目符合下列情况者，应评定为基本称职等次： 

  (一)思想政治素质一般； 

  (二)组织领导能力较弱； 

  (三)工作作风方面存在某些不足； 

  (四)能基本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但工作实绩不突出； 

  (五)能基本做到廉洁自律，但某些方面还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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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意测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票得票率超过考核机关规定标准的，一般应评定为基本称职。 

  第三十二条 领导干部经考核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评定为不称职等次： 

  (一)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存在突出问题； 

  (二)组织领导能力差，不能胜任现职领导岗位； 

  (三)在领导班子中闹无原则纠纷，严重影响班子团结或工作作风存在严重问题； 

  (四)有以权谋私行为，存在不廉洁问题； 

  (五)工作不负责任，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较大损失； 

  (六)连续两年未完成年度工作目标，工作实绩差。 

  民意测验不称职票的得票率超过考核机关规定标准的，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应评为不称职。 

  第三十三条 考核结果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职务升降、奖惩、培训、调整级别和工资等的重要依据。 

  选拔担任上一级领导职务的人选，应从考核中被评定为优秀、称职的干部中产生。 

  第三十四条 领导干部在考核中被评定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等次的，按有关规定晋升级别和工资。 

  第三十五条 领导干部在考核中被评定为基本称职的，考核机关应对其提出诫勉，限期改进。视具体情况，

也可以调整其领导职务。 

  第三十六条 领导干部在考核中被评定为不称职的，应视具体情况，按干部管理权限和法定程序作如下处

理： 

  (一)免去现任领导职务； 

  (二)责令辞去领导职务； 

  (三)降职。 

  领导干部被免去现任领导职务或责令辞去领导职务后，可另行分配适当工作。 

  第三十七条 考核意见反馈后，领导班子应及时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整改措施，

并向考核机关报告。同时将有关内容在一定范围内通报。考核机关应根据考核结果，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

管理和监督。 

  第三十八条 考核工作结束后，领导干部综合评价材料存入本人档案。 

  第三十九条 考核中发现领导干部有违纪问题的，应建议纪检、监察机关查处。 

  第六章 考核机关 

  第四十条 本规定所称的考核机关，是指党委的干部主管部门。干部主管部门在党委(党组)领导下，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考核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第四十一条 对双重管理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以主管方为主，协管方协助，共同组织实施考核工作。

在评定考核结果时，主管方应征求协管方的意见。 

  第四十二条 考核组由考核机关组建并派出，对考核机关负责。需要时，考核机关可约请或抽调其他单位

的人员，参加考核组的工作。 

  第四十三条 考核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公道正派； 

  (二)熟悉或了解组织人事工作； 

  (三)具有胜任考核工作所需要的政策水平和业务知识； 

  (四)具有一定的综合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考核组组长应由具有较高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的领导干部或担任过一定领导职务的同志担任。 

  第七章 考核的纪律与监督 

  第四十四条 考核人员要认真履行考核职责，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实施考核，要全面、准确、细致地了

解和客观公正地反映考核对象的情况。 

  实行考核工作责任制。考核人员和考核组组长要在考核材料上签名，对考核材料和考核报告的客观性、真

实性负责。 

  第四十五条 实行考核工作回避制度。回避对象包括：与自己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

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及其他原因需要回避的人员。 

  对考核人员还应实行一定范围的地域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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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六条 考核对象要正确对待组织考核，如实汇报工作和思想，客观反映有关情况。 

  第四十七条 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客观、负责地向考核组提供真实情况和数据。 

  第四十八条 在考核工作中，考核人员和考核对象必须遵守以下纪律： 

  (一)不准凭个人好恶了解或反映情况； 

  (二)不准借考核之机谋取私利； 

  (三)不准泄露考核机密； 

  (四)不准故意夸大、缩小、隐瞒、歪曲事实； 

  (五)不准搞非组织活动； 

  (六)不准设置障碍、干扰或妨碍考核工作； 

  (七)不准弄虚作假、向考核组提供虚假数据； 

  (八)不准对反映其问题的人打击报复。 

  第四十九条 对违反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视其性质、情节轻重和造成的后果，进行批评教育，或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造成考核结果失实的，宣布考核无效。 

  第五十条 加强对考核工作的监督。党委(党组)、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对考核工作实施监督；

支持、鼓励群众监督，认真受理下级机关、干部、群众的检举、申诉，并按职权范围及时进行核查和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乡(镇、街道)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本规定制定相应的办法。 

  第五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五十三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五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凡过去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按本规定执行。 

 

 

8.3.120）《江西省城市建设管理监察规定》（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67 号 1998-02-10,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219 号 

2015 年 12 月 16 日） 

http://law.npc.gov.cn/FLFG/flfgByID.action?flfgID=62549&zlsxid=03&showDetailType=QW   1998 

http://xxgk.pingxiang.gov.cn/szbmxxgk/sjsj/fgwj/fg/201207/t20120709_653221.htm  1998 

http://www.gzcgj.gov.cn/zwgk/zcfg/2016-07-23/983.html  2015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16/3/7/art_442_239845.html   2015 

 

《江西省城市建设管理监察规定》 1998 

 江西省城市建设管理监察规定 

  经 1998 年 1 月 9 日省人民政府第 80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维护和监督城市建设管理监察队伍依法行政，根据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城市（含县城、建制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工作。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建设管理监察（以下简称城建监察），是指对城市规划、房地产、市政工程、公

用事业、园林绿化、市容环境卫生、风景名胜等的监督、检查和管理，以及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城市规划、市容环

境卫生等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 

  第四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全省城建监察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辖区内的城建监察工作。 

  第五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建监察工作的领导，建立城建监察队伍；城建监察队伍受城市规划、

房地产、市政工程、公用事业园林绿化、市容环境卫生等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在委托权限内行使城建监察职能。 

  第六条 城建监察人员在实施城建监察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

原则，秉公执法，服从组织纪律，保守国家秘密。 

  第七条 城建监察队伍在委托权限内行使下列职责： 

  （一）对城市规划方面的违法、违章行为进行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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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城市房地产方面的违法、违章行为进行监察； 

  （三）对未经批准占用挖掘城市道路、损坏道路、桥涵、排水设施、防洪堤坝、路灯等违法、违章行为进

行监察； 

  （四）对城市供水、供气、公共交通设施以及公共客运交通、城市规划区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

城市节约用水等方面的违法、违章行为进行监察； 

  （五）损坏城市公共绿地和园林绿化设施、城市雕塑及损坏城市花草、树木和擅自砍伐树木、绿篱等违法、

违章行为进行监察； 

  （六）对损坏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的违法、违章行为进行监察； 

  （七）对破坏风景名胜区资源，违反风景名胜区规划建设、管理的行为进行监察。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城建监察。 

  第八条 城建监察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热爱城建监察工作，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 

  （二）经过法律、法规基础知识和业务培训，经考核合格，并取得建设部统一制发的《城建监察证》； 

  （三）作风正派，身体健康； 

  （四）须得国家正式职工，新职员入队年龄在３５周岁以下。 

  城建监察人员可按所在地城镇总人口的万分之三至万分之五配备。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城建监察人员依法行使管理监察权。 

  第十条 城建监察人员执行公务时，不得少于两人，应佩戴国家统一制定的标志，出示国家统一的执法证

件。对不出示城建监察证件和未佩戴统一标志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接受检查、调查、询问和处罚。 

  第十一条 城建监察人员在查处违法、违章行为时，有权要求相对人出示并可以复制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

件、资料；有权通知相对人在规定时间、地点就监察事项接受询问；有权责令停止违法、违章行为。 

  第十二条 城建监察队伍实施行政处罚，除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当场处罚外，应依照下列程

序进行： 

  （一）立案。立即制止违法、违章行为。 

  （二）调查。包括勘查现场、询问当事人以及有关人员、收集证据等。在询问当事人和有关人员时，应制

作笔录，当事人和有关人员核对认为无误后，应在笔录上签字或盖章。当事人拒绝签字的，城建监察人员在笔录上

说明，并可以请两个以上在场人员签名见证。 

  （三）听取陈述和申辩。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向当事人说明处罚的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和申辩

的权利。被处罚人要求陈述、申辩的，应当听取。 

  （四）提出处理意见。对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提出处理意见，报委托

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定。 

  （五）听证。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依法组织听证。 

  （六）作出处罚决定。对违反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法律、法规和处罚程

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制作处罚决定书。 

  （七）送达。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将处罚决定送达被处罚人。处罚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第十三条 城建监察队伍应当使用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的建设行政处罚法律文书。 

  第十四条 城建监察队伍对实施当场处罚的，结案后２４小时内，应当将案件材料报委托的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登记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有权立即予以纠正。 

  第十五条 城建监察队伍的经费，应从当地城市建设维护费中列支。 

  第十六条 城建监察队伍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专用监察车辆和通讯装备，以提高队伍的快速执勤能力。 

  第十七条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定期对城建监察队伍进行考核，完善管理制度；对工作中取得显著成

绩的队伍和人员，城市人民政府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城建监察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城建监察队伍或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864 页 共 3277 页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4 年 3 月 12 日原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发布的《江西省城建管

理监察工作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江西省城市建设管理监察规定》 2015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江西省城市建设管理监察规定》等 19 件省政府规章的决定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江西省城市建设管理监察规定〉等 19 件省政府规章的决定》a>已经 2015 年

11 月 30 日省人民政府第 5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15 年 12 月 16 日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省人民政府决定对《江西省城市建设管理监察规定》等 19 件省政府规章作如下修改: 

  一、江西省城市建设管理监察规定 

  （一）将第四条中的“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二）将第八条中的“并取得建设部统一制发的《城建监察证》”修改为:“并取得行政执法证件”。 

  （三）将第十条中的“城建监察证件”修改为:“行政执法证件”。 

  （四）将第十九条删除。 

  二、江西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 

  （一）删除第三十四条中的“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市容环境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组织强制拆除，对非经营性行为，处 1000 元以下罚款，但对个人的罚款不超

过 200 元；对经营性行为，处 2500 元以下罚款。” 

  （二）将第三十五条中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修改为:“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三）将第四十二条中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修改为:“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四）将第四十四条中的“由省建设厅提出”修改为:“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 

  （五）将第四十五条删除。 

  三、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一）将第四条中的“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二）将第七条中的“建设部”修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城

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将“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三）将第二十五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修改为:“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四、江西省种畜种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规定 

  （一）将第四条第二款删除。 

  （二）将第四条第三款修改为:“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以及畜禽原种场、曾祖代场、

一级种畜禽扩繁场、祖代场、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区域性种公猪站的生产经营许可证，向省级畜牧兽医行政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省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放。” 

  （三）将第四条第四款修改为:“父母代场、二级种畜禽扩繁场、非区域性生猪供精站的生产经营许可证，

向设区市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设区市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放。” 

  五、江西省植物检疫办法 

  （一）将第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应当根据生产季节，对本地区原种场、良种场、苗圃、

林场、母树林基地和其他繁育基地的植物和植物产品实施产地检疫。发现检疫对象的，应当立即采取封锁、消灭措

施。在检疫对象未消灭之前，所繁育的种子、苗木或者其他繁殖材料不准调入无病区；经过严格除害处理并经植物

检疫机构检疫合格的，可以调运。” 

  （二）将第十九条中的“繁育单位”修改为:“繁育单位或个人”。 

  六、江西省城市维护建设税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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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将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条例》第四条第一项所称‘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市区’系指省辖

市、设区市辖市的市区，包括城区、郊区，不包括市属县以及开办在城市郊区的乡镇企业。第二项所称‘纳税人所

在地在县城、镇的’，县城系指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镇；镇系指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建制镇（不包含镇政府所在

地之外的其他村）。” 

  （二）将第八条中的“纳税人按税法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确有困难要求减免的，可向县、市地方税务

局申请，经审查同意后，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删除。 

  七、江西省房产税施行细则 

  （一）将第二条第二款中的“地辖市”修改为:“设区市所辖市”。 

  （二）将第六条修改为:“纳税人按规定缴纳房产税确有困难，需要给予减免税照顾的，应当向主管地方税

务局提出申请，由设区市或者县（市、区）地方税务局按规定权限办理。” 

  八、江西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 

  （一）将第八条第六项修改为:“经批准开山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从使用的月份起免缴土地使用

税 10 年。” 

  （二）将第九条和第十条合并修改为:“除前款规定外，纳税人缴纳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需要定期减免的，

应当向主管地方税务局提出申请，由设区市或者县（市、区）地方税务局按规定权限办理。” 

  九、江西省港口管理办法 

  （一）将第五条第三款修改为:“省交通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港航管理机构，设区市、县（市、区）负责港

口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以下统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二）在第十四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内容为“申请临时岸线应提交以下材料:（一）港口岸线临时使

用申请书；（二）岸线使用人证明材料；（三）临时岸线使用承诺书。” 

  （三）将第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港口岸线使用证的有效期不超过 50 年。超过期限继续使用的，港口岸

线使用人应当在期限届满 3 个月前向原批准机关提出申请。” 

  （四）在第二十一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经营港口理货业务应当向港口所在地的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书面申请。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十、江西省木材运输监督管理办法 

  （一）在第一条中增加“《江西省森林条例》”。 

  （二）将第四条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木材运输的监督管理工

作。 

  木材检查可以采取固定检查和流动检查相结合的方式。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木材检查站，负责对木材

运输进行检查，查验木材运输证（以下简称运输证）和森林植物检疫证等有关证件，制止违法运输木材行为；经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木材运输流动巡查机构，可依据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对辖区内林区道路的违法运输

木材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三）将第十条删除。 

  十一、江西省木材检查站管理监督办法 

  （一）将第四条第三项中对“松香”运输凭证实施查验的内容删除。 

  （二）在第五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木材检查站应当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木材检查站的罚

没收入上缴同级财政；木材检查站的工作经费由同级财政纳入预算管理。” 

  （三）将第九条修改为:“木材检查执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应当按规定查验有关木材运输凭证并进行流量登

记。对手续齐全、货证相符的，应当立即放行；对存在非法运输行为的，应当依法暂扣非法运输的木材，并妥善保

管，按规定及时处理。 

  木材检查站在检查活动中发现重大违法行为时，应当及时报主管部门或上一级主管部门组织查处。” 

  十二、江西省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一）在第一条中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共野生植物保护实施条例》”。 

  （二）删除第三条中“野生植物资源属国家所有。” 

  （三）将第六条修改为:“对珍贵、稀有、濒危的野生植物实行重点保护。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实行名录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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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保护的植物名录及其调整，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订公布，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四）将第七条删除。 

  （五）将第十一条修改为:“禁止采集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因特殊情况需要采集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须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 

  （六）将十二条修改为:“法律法规规定经营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必须取得许可证后，

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七）将第十三条删除。 

  （八）将第十七条删除。 

  十三、江西省雷电灾害防御办法 

  （一）将第十三条修改为:“省外取得防雷装置专业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进入本省行政区域内承接防雷

工程的，应当接受防雷装置所在地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管理。” 

  （二）将第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在本省销售的防雷产品，经营单位应当接受省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检

查。” 

  十四、江西省民用机场净空和民用航空电磁环境保护办法 

  将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在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修建建

（构）筑物时，应当对项目是否符合民用机场净空保护要求进行审查。对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应当在审批前书面

征求民航管理机构的意见。民航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征求意见书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依照国家规定和有关技术

标准提出书面意见；对建（构）筑物数量多或情况复杂的，应于受理后在 45 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 

  十五、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

织，加快科技进步，加速科技事业发展，建设创新型江西，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务院《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将第二十条修改为:“省科学技术奖的奖励经费每年根据省政府批准的奖励项目及等级数量，纳入当

年省财政预算专项列支。 

  科学技术特别贡献类的省科学技术奖的奖金为 100 万元，其中 20 万元属获奖者个人所得，80 万元由获奖

者自主选题，用作科学研究经费。 

  自然科学类、技术发明类和科学技术进步类的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奖金为 15 万元，二等奖奖金为 9 万元，

三等奖奖金为 3 万元。” 

  十六、江西省英雄模范褒奖办法 

  将第七条修改为:“落实国家烈士褒扬金制度。烈士褒扬金标准为烈士牺牲时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 30 倍。战时，参战牺牲的烈士褒扬金标准可以适当提高。 

  烈士褒扬金由颁发烈士证书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发放。” 

  十七、江西省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建设管理办法 

  （一）将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本省全国和省级重点镇、历史文化名镇；建成区面积超过五万平方公里或

者地区生产总值一亿元以上、居住人口五万人以上的乡镇；省级以上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旅游度假区、高新技术开

发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未建立公安消防队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消防规划的要求建立政府专职消防队。其

他乡镇人民政府和开发区、工业园区管理机构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建立政府专职消防队。” 

  （二）将第十条修改为:“政府专职消防队依法登记为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其专职消防队员由本级人民政府

专职消防队在编制内招聘，并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用专职消防队员；单位专职消防队员由企业事业单位

招聘，并报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 

  （三）将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政府专职消防队的合同制消防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由当地人民政府根

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照所在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标准确定，并适当发给高危岗位补贴，有条件的地方

可以适当提高工资标准。” 

  十八、江西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规定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本规定所称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以下简称技防）是指运用技防产品和技防系统，

结合其他现代科技手段，预防、发现、监控、震慑、制止违法犯罪、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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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定所称技防产品，是指用于防抢劫、防盗窃、防爆炸等防止国家、集体、个人财产以及人身安全受到

侵害并列入《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目录》的专用产品。 

  本规定所称技防系统，是指由技防产品和其他相关产品所构成的包括具有入侵探测与报警、视频探测与监

控、出入口目标识别与控制、防爆安全检查等个体功能的部分或者由上述具有个体功能的部分而组合、集成的具有

综合功能的整体。” 

  （二）将第五条修改为:“下列场所和部位应当安装符合技防标准的技防产品或技防系统: 

  “（一）国家机关和涉及国家秘密的场所或者部位，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重要部位；（二）广播、电视、电

信、邮政及供水、供电、供气等单位的重要部位或者场所；（三）国防科技工业重要产品的研制、生产场所；（四）

金库，货币、有价证券、票据的制造或者集中存放等金融机构的营业和储存场所；（五）机场、车站，大型物资储

备单位和大型商贸中心，饭店、宾馆、网吧、居民小区、公共交通工具、停车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六）教

育、科研、医疗单位和大型文化、体育场所；（七）博物馆、档案馆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存放重要物品的纪

念馆和展览馆；（八）研制、生产、销售、储存危险物品或者实验、保藏传染性菌种、毒种的单位和武器弹药的生

产和存放场所；（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场所和部位。” 

  （三）将第六条修改为:“技防系统的使用单位，应当接受公安机关的指导和监督，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加

强技防设施的日常维护，保障技防系统运行正常。 

  技防系统的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规范系统操作规程，制定相关应急处

置预案，保证系统安全有效，接到报警信息应当予以复核，确认为警情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四）将第十三条修改为:“技防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和维修，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

的，依照行业标准执行，没有行业标准的，依照地方标准和有关技术规范执行。 

  采用无线传输信道的技防产品或系统，应经省无线电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五）将第十五条修改为:“技防系统应当具备同公安机关联网的条件，预留接口。因公共安全需要与公安

机关相关设备、系统进行链接的，相关单位应当配合。” 

  （六）将第十七条修改为:“对按照本规定装置的技防系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违法行为:（一）

盗窃、毁坏技防系统的设备、设施；（二）破坏、删除、修改技防系统的运行程序和记录；（三）擅自改变技防系统

的用途和范围；（四）泄露技防系统的秘密；（五）擅自使用技防系统的记录资料；（六）影响技防系统使用的其他

违法行为。” 

  （七）删除第二十一条。 

  十九、江西省人民政府拟订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规章程序规定 

  （一）将第八条修改为:“省政府法制机构可以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建议项目。 

  省政府法制机构可以从公开征集的立法建议项目，以及省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中，选择适当的立法项

目，建议省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立项申请。 

  涉及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等方面的立项申请，可以由省政府法制机构直接提出。” 

  （二）将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省政府法制机构根据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遵循条件成熟、突出重点、

统筹兼顾的原则，对立项申请进行审查、筛选和汇总研究，拟订省政府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建立完善省政府规章立

法项目库，并报省政府批准。” 

  （三）将第十三条修改为:“由省政府提请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以下简称地方性法规草案）、规章由省

政府组织起草。 

  省政府可以确定由一个部门或者几个部门具体负责起草工作；对涉及重要行政管理事项或者规范政府共同

行为等方面的项目，可以确定由省政府法制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 

  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规章可以邀请有关组织、专家等第三方参加，也可以委托有关组织、专家等第三方

起草。” 

  （四）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省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会同起草单位，就地方性法规草案、规章送审稿涉及的

主要问题，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采取召开会议、问卷调查或者公开征求意见等形式征求有关机关、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和公民的意见，并可以对意见采纳情

况进行反馈。” 

  （五）在第二十八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对社会普遍关注、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和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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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强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草案，由省政府法制机构和起草单位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 

  （六）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有关部门对地方性法规草案、规章送审稿涉及的主要措施、管理体制、权限

分工等问题有不同意见的，省政府法制机构应当进行协调，达成一致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将主要问题、

有关部门的意见和省政府法制机构的意见上报省政府决定。 

  规章草案在提请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之前，由省政府法制机构组织省政府有关部门对该规章草案进行会审。 

  省政府法制机构按前两款规定召开协调会或者会审会议时，起草单位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应当参加。” 

  此外，对上述规章的部分条款顺序作相应修改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8.3.12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席令第４号 1998 年 4 月 29 日,主席令第 6 号  2008 年 10 月 28 日，2019

年 4 月 23 日）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5-08/05/content_20815.htm  1998 

http://bwc.cdu.edu.cn/new.php?cataid=66&id=2465  1998 

http://www.gov.cn/flfg/2008-10/29/content_1134208.htm  2008 

http://www.npc.gov.cn/npc/lfzt/rlyw/2018-10/25/content_2063950.htm   2008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4/23/c_1124406773.htm  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1998 

（1998 年 4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98 年 4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４号公布 自 199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火灾预防 

  第三章 消防组织 

  第四章 灭火救援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公民人身、公共财产和公民财产的安全，维护公共安全，保

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制定本法。 

  第二条 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坚持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实行防火安全责

任制。 

  第三条 消防工作由国务院领导，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四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对全国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本行政

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实施。军事设施、矿井地下部分、核电

厂的消防工作，由其主管单位监督管理。 

  森林、草原的消防工作，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任何单位、个人都有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灾、报告火警的义务。任何单位、成

年公民都有参加有组织的灭火工作的义务。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经常进行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消防意识。 

  教育、劳动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消防知识纳入教学、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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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有关主管部门，有进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的义务。 

  第七条 对在消防工作中有突出贡献或者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奖励。 

第二章 火灾预防 

  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包括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消防装备

等内容的消防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负责组织有关主管部门实施。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不足或者不适应实

际需要的，应当增建、改建、配置或者进行技术改造。 

  对消防工作，应当加强科学研究，推广、使用先进消防技术、消防装备。 

  第九条 生产、储存和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必须设置在城市的边缘或

者相对独立的安全地带。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应当设置在合理的位置，符合防火防爆

要求。 

  原有的生产、储存和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

站、供应站、调压站，不符合前款规定的，有关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限期加以解决。 

  第十条 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工程建筑

消防技术标准进行设计，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报送公安消防机构审核；未经审核或

者经审核不合格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发给施工许可证，建设单位不得施工。 

  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核的建筑工程消防设计需要变更的，应当报经原审核的公安消防机构核准；未经核准的，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变更。 

  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竣工时，必须经公安消防机构进行消防验收；未

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一条 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的防火性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公共场所室内装修、装饰根据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应当使用不燃、难燃材料的，必须选用

依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确定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材料。 

  第十二条 歌舞厅、影剧院、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等公众聚集的场所，在使用或者开业前，应当

向当地公安消防机构申报，经消防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或者开业。 

  第十三条 举办大型集会、焰火晚会、灯会等群众性活动，具有火灾危险的，主办单位应当制定灭火和应

急疏散预案，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并向公安消防机构申报，经公安消防机构对活动现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合格后，

方可举办。 

  第十四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二）实行防火安全责任制，确定本单位和所属各部门、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三）针对本单位的特点对职工进行消防宣传教育； 

  （四）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消防设

施和器材完好、有效； 

  （六）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并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疏散标志。 

  居民住宅区的管理单位，应当依照前款有关规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做好住宅区的消防安全工作。 

  第十五条 在设有车间或者仓库的建筑物内，不得设置员工集体宿舍。 

  在设有车间或者仓库的建筑物内，已经设置员工集体宿舍的，应当限期加以解决。对于暂时确有困难的，

应当采取必要的消防安全措施，经公安消防机构批准后，可以继续使用。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将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一旦发生火灾

可能造成人身重大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单位，确定为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除应当履行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的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建立防火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 

  （二）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三）对职工进行消防安全培训； 

  （四）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消防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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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条 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或者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单位、个人，必须执行国家有关

消防安全的规定。 

  生产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单位，对产品应当附有燃点、闪点、爆炸极限等数据的说明书，并且注明防火防

爆注意事项。对独立包装的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应当贴附危险品标签。 

  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场所，必须执行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的规定。禁止携带火种进入生产、

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场所。禁止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储存可燃物资仓库的管理，必须执行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的规定。 

  第十八条 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明火；因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

事先办理审批手续。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并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 

  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的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严格遵守消

防安全操作规程。 

  第十九条 消防产品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禁止生产、销售或者使用未经依照产品质量

法的规定确定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消防产品。 

  禁止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配件或者灭火剂维修消防设施和器材。 

  公安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为用户指定消防产品的销售单位和品牌。 

  第二十条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

用和线路、管路的设计、敷设，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技术规定。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消火

栓，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堵塞消防通道。 

  公用和城建等单位在修建道路以及停电、停水、截断通信线路时有可能影响消防队灭火救援的，必须事先

通知当地公安消防机构。 

  第二十二条 在农业收获季节、森林和草原防火期间、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采取防火措施，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第二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进行消防安

全检查。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予以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

检查。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定期监督检查。 

  公安消防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证件。 

  公安消防机构进行消防审核、验收等监督检查不得收取费用。 

  第二十五条 公安消防机构发现火灾隐患，应当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采取措施，限期消除隐患。 

第三章 消防组织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加强消防组织建

设，增强扑救火灾的能力。 

  第二十七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消防站建设标准建立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承担火灾

扑救工作。 

  镇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建立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承担火灾扑救工作。 

  公安消防队除保证完成本法规定的火灾扑救工作外，还应当参加其他灾害或者事故的抢险救援工作。 

  第二十八条 下列单位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承担本单位的火灾扑救工作： 

  （一）核电厂、大型发电厂、民用机场、大型港口； 

  （二）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大型企业； 

  （三）储备可燃的重要物资的大型仓库、基地； 

  （四）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以外的火灾危险性较大、距离当地公安消防队较远的其他大型企业； 

  （五）距离当地公安消防队较远的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的管理单位。 

  第二十九条 专职消防队的建立，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报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验收。 

  第三十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乡、村可以根据需要，建立由职工或者村民组成的义务消防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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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条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对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进行业务指导，并有权指挥调动专职消防队参

加火灾扑救工作。 

第四章 灭火救援 

  第三十二条 任何人发现火灾时，都应当立即报警。任何单位、个人都应当无偿为报警提供便利，不得阻

拦报警。严禁谎报火警。 

  公共场所发生火灾时，该公共场所的现场工作人员有组织、引导在场群众疏散的义务。 

  发生火灾的单位必须立即组织力量扑救火灾。邻近单位应当给予支援。 

  消防队接到火警后，必须立即赶赴火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 

  第三十三条 公安消防机构在统一组织和指挥火灾的现场扑救时，火场总指挥员有权根据扑救火灾的需要，

决定下列事项： 

  （一）使用各种水源； 

  （二）截断电力、可燃气体和液体的输送，限制用火用电； 

  （三）划定警戒区，实行局部交通管制； 

  （四）利用临近建筑物和有关设施； 

  （五）为防止火灾蔓延，拆除或者破损毗邻火场的建筑物、构筑物； 

  （六）调动供水、供电、医疗救护、交通运输等有关单位协助灭火救助。 

  扑救特大火灾时，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人员、调集所需物资支援灭火。 

  第三十四条 公安消防队参加火灾以外的其他灾害或者事故的抢险救援工作，在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的统一

指挥下实施。 

  第三十五条 消防车、消防艇前往执行火灾扑救任务或者执行其他灾害、事故的抢险救援任务时，不受行

驶速度、行驶路线、行驶方向和指挥信号的限制，其他车辆、船舶以及行人必须让行，不得穿插、超越。交通管理

指挥人员应当保证消防车、消防艇迅速通行。 

  第三十六条 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防器材、装备和设施，不得用于与消防和抢险救援工作无关的事项。 

  第三十七条 公安消防队扑救火灾，不得向发生火灾的单位、个人收取任何费用。 

  对参加扑救外单位火灾的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所损耗的燃料、灭火剂和器材、装备等，依照规定予以

补偿。 

  第三十八条 对因参加扑救火灾受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 

  第三十九条 火灾扑灭后，公安消防机构有权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负责调查、认定火灾原因，核定火

灾损失，查明火灾事故责任。 

  对于特大火灾事故，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认为必要时，可以组织调查。 

  火灾扑灭后，起火单位应当按照公安消防机构的要求保护现场，接受事故调查，如实提供火灾事实的情况。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

用或者停产停业，可以并处罚款： 

  （一）建筑工程的消防设计未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核或者经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二）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竣工时未经消防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擅自使用的； 

  （三）公众聚集的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合格，擅自使用或者开业的。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罚

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法的规定，擅自举办大型集会、焰火晚会、灯会等群众性活动，具有火灾危险的，公

安消防机构应当责令当场改正；当场不能改正的，应当责令停止举办，可以并处罚款。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罚

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法的规定，擅自降低消防技术标准施工、使用防火性能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或者不合格的装修、装饰材料施工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

并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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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罚

款。 

  第四十三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本法的规定，未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处警告。 

  营业性场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可以并处罚款，并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款： 

  （一）对火灾隐患不及时消除的； 

  （二）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的； 

  （三）不能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的。 

  在设有车间或者仓库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集体宿舍的，依照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法的规定，生产、销售未经依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确定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消防产

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依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从重处罚。 

  维修、检测消防设施、器材的单位，违反消防安全技术规定，进行维修、检测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

处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罚款。 

  第四十五条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或者线路、管路的敷设不符合消防安全技术规定的，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法的规定，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或者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可以处警告、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警告或者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罚款或者十日以下拘留： 

  （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的； 

  （二）违法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违反禁令，吸烟、使用明火的； 

  （三）阻拦报火警或者谎报火警的； 

  （四）故意阻碍消防车、消防艇赶赴火灾现场或者扰乱火灾现场秩序的； 

  （五）拒不执行火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灾的； 

  （六）过失引起火灾，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罚款： 

  （一）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埋压、圈占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堵塞消防通道的，或者损坏和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

施、器材的； 

  （三）有重大火灾隐患，经公安消防机构通知逾期不改正的。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罚

款。 

  有第一款第二项所列行为的，还应当责令其限期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对逾期不恢复原状的，应当强制

拆除或者清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四十九条 公共场所发生火灾时，该公共场所的现场工作人员不履行组织、引导在场群众疏散的义务，

造成人身伤亡，尚不构成犯罪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第五十条 火灾扑灭后，为隐瞒、掩饰起火原因、推卸责任，故意破坏现场或者伪造现场，尚不构成犯罪

的，处警告、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处警告或者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五十一条 对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处罚，由公安消防机构裁决。对给予拘留的处罚，由公安机关依照治

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裁决。 

  责令停产停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由公安消防机构报请当地人民政府依法决定，由公安消防

机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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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二条 公安消防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消防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

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国家建筑工程消防技术标准的消防设计、建筑工程通过审核、验收的； 

  （二）对应当依法审核、验收的消防设计、建筑工程，故意拖延，不予审核、验收的； 

  （三）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改正的； 

  （四）利用职务为用户指定消防产品的销售单位、品牌或者指定建筑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五十三条 有违反本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法自１９９８年９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１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３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六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8

年 10 月 28 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公布，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8 年 10 月 2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1998 年 4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2008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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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加强应急救援工作，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制定本

法。 

    第二条 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

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 

    第三条 国务院领导全国的消防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四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对全国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实施。军事设施的消防工作，由其主管单位监

督管理，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协助；矿井地下部分、核电厂、海上石油天然气设施的消防工作，由其主管单位监督管

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照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消防工作。 

    法律、行政法规对森林、草原的消防工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灾、报告火警的义务。任何单位和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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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有参加有组织的灭火工作的义务。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人员的消防宣传教育。 

    公安机关及其消防机构应当加强消防法律、法规的宣传，并督促、指导、协助有关单位做好消防宣传教育工

作。 

    教育、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关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将消防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培训的内容。 

    新闻、广播、电视等有关单位，应当有针对性地面向社会进行消防宣传教育。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团体应当结合各自工作对象的特点，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人民政府以及公安机关等部门，加强消防宣传教育。 

    第七条 国家鼓励、支持消防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推广使用先进的消防和应急救援技术、设备；鼓励、支

持社会力量开展消防公益活动。 

    对在消防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火灾预防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包括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消防装

备等内容的消防规划纳入城乡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城乡消防安全布局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应当调整、完善；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不足或者不适应实际

需要的，应当增建、改建、配置或者进行技术改造。 

    第九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

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负责。 

    第十条 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除本法第十一条另有规定的外，建

设单位应当自依法取得施工许可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公安机关消防机

构应当进行抽查。 

    第十一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

报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对审核的结果负责。 

    第十二条 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

负责审批该工程施工许可的部门不得给予施工许可，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得施工；其他建设工程取得施工许可后

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施工。 

    第十三条 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竣工，依照下列规定进行消防验收、

备案： 

    （一）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二）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 

    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的，禁止投入使用；其他建设工程经

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 

    第十五条 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根据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对该场所进行消防

安全检查。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第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

好有效； 

    （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存档备查； 

    （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六）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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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将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

大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确定为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并由公安机关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除应当履行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二）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 

    （三）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四）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第十八条 同一建筑物由两个以上单位管理或者使用的，应当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并确定责任人对共

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进行统一管理。 

    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管理区域内的共用消防设施进行维护管理，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 

    第十九条 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居住场

所保持安全距离。 

    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当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第二十条 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人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

织演练，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分工，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员，保持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配置齐全、完好有效，保证疏

散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和消防车通道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

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 

    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

作规程。 

    第二十二条 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的设置，应当符合消防技术

标准。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应当设置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位置，并符合防火防爆要

求。 

    已经设置的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

站、供应站、调压站，不再符合前款规定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单位限期解决，消除安全隐

患。 

    第二十三条 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品，必须执行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必须执行消防安全规定。禁止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

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储存可燃物资仓库的管理，必须执行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第二十四条 消防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必须符合行业标准。禁止生产、销售或者使用

不合格的消防产品以及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 

    依法实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消防产品，由具有法定资质的认证机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强制性要求认

证合格后，方可生产、销售、使用。实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消防产品目录，由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会同国务院

公安部门制定并公布。 

    新研制的尚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消防产品，应当按照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

规定的办法，经技术鉴定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方可生产、销售、使用。 

    依照本条规定经强制性产品认证合格或者技术鉴定合格的消防产品，国务院公安部门消防机构应当予以公布。 

    第二十五条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消防产品

质量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和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的防火性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

必须符合行业标准。 

    人员密集场所室内装修、装饰，应当按照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使用不燃、难燃材料。 

    第二十七条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产品标准，应当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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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路的设计、敷设、维护保养、检测，必须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和管理规定。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

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

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第二十九条 负责公共消防设施维护管理的单位，应当保持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等公共消防设

施的完好有效。在修建道路以及停电、停水、截断通信线路时有可能影响消防队灭火救援的，有关单位必须事先通

知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第三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消防工作的领导，采取措施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组织建立

和督促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第三十一条 在农业收获季节、森林和草原防火期间、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采取防火措施，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第三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的

消防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进行防火安全检查。 

    第三十三条 国家鼓励、引导公众聚集场所和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的企业投保火灾公众

责任保险；鼓励保险公司承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 

    第三十四条 消防产品质量认证、消防设施检测、消防安全监测等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应当依法

获得相应的资质、资格；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执业准则，接受委托提供消防技术服务，并

对服务质量负责。 

第三章 消防组织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消防组织建设，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

加强消防技术人才培养，增强火灾预防、扑救和应急救援的能力。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并按照国家标准配备

消防装备，承担火灾扑救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建立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承担火灾扑救工作。 

    第三十七条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按照国家规定承担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

援工作。 

    第三十八条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应当充分发挥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专业力量的骨干作用；按照国家规

定，组织实施专业技能训练，配备并维护保养装备器材，提高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的能力。 

    第三十九条 下列单位应当建立单位专职消防队，承担本单位的火灾扑救工作： 

    （一）大型核设施单位、大型发电厂、民用机场、主要港口； 

    （二）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大型企业； 

    （三）储备可燃的重要物资的大型仓库、基地； 

    （四）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以外的火灾危险性较大、距离公安消防队较远的其他大型企业； 

    （五）距离公安消防队较远、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的管理单位。 

    第四十条 专职消防队的建立，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报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验收。 

    专职消防队的队员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 

    第四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以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根据需要，建立志愿消防队等多

种形式的消防组织，开展群众性自防自救工作。 

    第四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对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等消防组织进行业务指导；根据扑救火灾的

需要，可以调动指挥专职消防队参加火灾扑救工作。 

第四章 灭火救援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针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火灾特点制定应急预案，建立应

急反应和处置机制，为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提供人员、装备等保障。 

    第四十四条 任何人发现火灾都应当立即报警。任何单位、个人都应当无偿为报警提供便利，不得阻拦报警。

严禁谎报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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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该场所的现场工作人员应当立即组织、引导在场人员疏散。 

    任何单位发生火灾，必须立即组织力量扑救。邻近单位应当给予支援。 

    消防队接到火警，必须立即赶赴火灾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 

    第四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统一组织和指挥火灾现场扑救，应当优先保障遇险人员的生命安全。 

    火灾现场总指挥根据扑救火灾的需要，有权决定下列事项： 

    （一）使用各种水源； 

    （二）截断电力、可燃气体和可燃液体的输送，限制用火用电； 

    （三）划定警戒区，实行局部交通管制； 

    （四）利用临近建筑物和有关设施； 

    （五）为了抢救人员和重要物资，防止火势蔓延，拆除或者破损毗邻火灾现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设施等； 

    （六）调动供水、供电、供气、通信、医疗救护、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等有关单位协助灭火救援。 

    根据扑救火灾的紧急需要，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人员、调集所需物资支援灭火。 

    第四十六条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参加火灾以外的其他重大灾害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统一领导。 

    第四十七条 消防车、消防艇前往执行火灾扑救或者应急救援任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速度、

行驶路线、行驶方向和指挥信号的限制，其他车辆、船舶以及行人应当让行，不得穿插超越；收费公路、桥梁免收

车辆通行费。交通管理指挥人员应当保证消防车、消防艇迅速通行。 

    赶赴火灾现场或者应急救援现场的消防人员和调集的消防装备、物资，需要铁路、水路或者航空运输的，有

关单位应当优先运输。 

    第四十八条 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防器材、装备和设施，不得用于与消防和应急救援工作无关的事项。 

    第四十九条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单位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参加扑救外单位火灾所损耗的燃料、灭火剂和器材、装备等，由火灾发生地的

人民政府给予补偿。 

    第五十条 对因参加扑救火灾或者应急救援受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 

    第五十一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有权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负责调查火灾原因，统计火灾损失。 

    火灾扑灭后，发生火灾的单位和相关人员应当按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要求保护现场，接受事故调查，如实

提供与火灾有关的情况。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火灾现场勘验、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意见，及时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作为

处理火灾事故的证据。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系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时督促整改火灾

隐患。 

    第五十三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

监督检查。公安派出所可以负责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应当出示证件。 

    第五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的，应当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立即采取措

施消除隐患；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照规定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采取

临时查封措施。 

    第五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防安全要

求，或者发现本地区存在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应当由公安机关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核实情况，组织或者责成有关部门、单位采取措施，予以整改。 

    第五十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消

防安全检查，做到公正、严格、文明、高效。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消防安全检查等，不得收取费用，不得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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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消防安全检查谋取利益。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为用户、建设单

位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 

    第五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应当自觉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控告。收到检举、

控告的机关，应当按照职责及时查处。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擅自施

工的； 

    （二）消防设计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施工的； 

    （三）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 

    （四）建设工程投入使用后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的； 

    （五）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 

    建设单位未依照本法规定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或者在竣工后未依照本法规定报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备案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停止施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建设单位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降低消防技术标准设计、施工的； 

    （二）建筑设计单位不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进行消防设计的； 

    （三）建筑施工企业不按照消防设计文件和消防技术标准施工，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 

    （四）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串通，弄虚作假，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 

    第六十条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二）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 

    （三）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 

    （四）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的； 

    （五）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 

    （六）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 

    （七）对火灾隐患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通知后不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的。 

    个人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有本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违法

行为人承担。 

    第六十一条 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或者未与居住场所

保持安全距离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依照前款规定

处罚。 

    第六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一）违反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品的； 

    （二）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 

    （三）谎报火警的； 

    （四）阻碍消防车、消防艇执行任务的； 

    （五）阻碍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下拘

留： 

    （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的； 

    （二）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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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

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 

    （二）过失引起火灾的； 

    （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 

    （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援的； 

    （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 

    （六）擅自拆封或者使用被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查封的场所、部位的。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生产、销售不合格的消防产品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的，由产品质量监

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从重处罚。 

    人员密集场所使用不合格的消防产品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于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除依法对使用者予以处罚外，应当将发现不合格的消防产品

和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的情况通报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应当对生产者、销售者依法及时查处。 

    第六十六条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路的设计、敷设、维护保养、检测不符合消防

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违反本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或者给予警告

处罚。 

    第六十八条 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该场所的现场工作人员不履行组织、引导在场人员疏散的义务，情节

严重，尚不构成犯罪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第六十九条 消防产品质量认证、消防设施检测等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文件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依法责令停止执业或者吊

销相应资质、资格。 

    前款规定的机构出具失实文件，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造成重大损失的，由原许可机关依

法责令停止执业或者吊销相应资质、资格。 

    第七十条 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决定；其中拘留处罚由县级以

上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决定。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需要传唤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执

行。 

    被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停产停业的，应当在整改后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报告，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检

查合格，方可恢复施工、使用、生产、经营。 

    当事人逾期不执行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停止施工决定的，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强制执行。 

    责令停产停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出意见，并由公安机关报请本级人民

政府依法决定。本级人民政府组织公安机关等部门实施。 

    第七十一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

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建设工程、场所准予审核合格、消防验收合格、消防安全检

查合格的； 

    （二）无故拖延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的； 

    （三）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整改的； 

    （四）利用职务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

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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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将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防器材、装备和设施用于与消防和应急救援无关的事项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建设、产品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消防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三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消防设施，是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消火栓系统、防烟排烟系统以及应急广播和应急

照明、安全疏散设施等。 

    （二）消防产品，是指专门用于火灾预防、灭火救援和火灾防护、避难、逃生的产品。 

    （三）公众聚集场所，是指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

站楼、体育场馆、会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 

    （四）人员密集场所，是指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

舍，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

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 

第七十四条 本法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019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 

（2019 年 4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作出修改 

  将第八条修改为：“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二）依法应当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四）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 

  “（五）有满足施工需要的资金安排、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 

  “（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对符合条件的申请颁发施工许可证。” 

  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条修改为：“对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实行建设工

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制度。” 

  （二）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

设计文件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审查的结果负责。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申请批准开工报告时应当提供满足施

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 

  （三）将第十二条修改为：“特殊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

得施工；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未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的，有关部门不得发放施工许可

证或者批准开工报告。” 

  （四）将第十三条修改为：“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应当申请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竣工，建

设单位应当向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抽查。 

  “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的，禁止投入使用；其他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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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 

  （五）将第十四条修改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 

  （六）将第五十六条修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法定的职

权和程序进行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抽查和消防安全检查，做到公正、严格、文明、高效。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抽查和消防

安全检查等，不得收取费用，不得利用职务谋取利益；不得利用职务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

的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 

  （七）将第五十七条、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修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消防救援机构”；将第七十一条中的“审核”修改为“审查”，删去第二款中的“建设”。 

  （八）将第五十八条修改为：“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

援机构按照各自职权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查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二）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 

  “（三）本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验收后经依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的； 

  “（四）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 

  “建设单位未依照本法规定在验收后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九）将第五十九条中的“责令改正或者停止施工”修改为“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停

止施工”。 

  （十）将第七十条修改为：“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除应当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有关规定决定的外，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按照各自职权决定。 

  “被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停产停业的，应当在整改后向作出决定的部门或者机构报告，经检查合格，

方可恢复施工、使用、生产、经营。 

  “当事人逾期不执行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停止施工决定的，由作出决定的部门或者机构强制执行。 

  “责令停产停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报请本级

人民政府依法决定。” 

  （十一）将第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修改为“消防救援机

构”，“公安部门”、“公安机关”、“公安部门消防机构”修改为“应急管理部门”；将第六条第三款中的“公安机关

及其消防机构”修改为“应急管理部门及消防救援机构”，第七款中的“公安机关”修改为“公安机关、应急管理”；

将第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

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中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修改为“消防救援机构”；将第

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九条中的“公安消防队”修改为“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 

  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作出修改 

  删去第三条第三款第二项；将第三项改为第二项，修改为：“（二）涉及停止供水、供热、供气等公用事业

服务的”。 

  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作出修改 

  将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项目的

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 

  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作出修改 

  第三条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四）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和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专用船舶”。 

  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其商品或者服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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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 

  （二）将第十九条第三款修改为：“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本法第四

条、第十五条和第三十二条规定情形的，不得接受其委托。” 

  （三）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对初步审定公告的商标，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在先权利人、利害关系

人认为违反本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

的，或者任何人认为违反本法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的，可以向商标局提出

异议。公告期满无异议的，予以核准注册，发给商标注册证，并予公告。” 

  （四）将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他

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 

  （五）将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中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修改为“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第三款中的“三百万

元以下”修改为“五百万元以下”；增加两款分别作为第四款、第五款：“人民法院审理商标纠纷案件，应权利人请

求，对属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除特殊情况外，责令销毁；对主要用于制造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材料、工具，

责令销毁，且不予补偿；或者在特殊情况下，责令禁止前述材料、工具进入商业渠道，且不予补偿。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不得在仅去除假冒注册商标后进入商业渠道。” 

  （六）将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三）违反本法第四条、第十九条第三款和第四款规定的”；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根据情节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对恶意提起商标诉讼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给予处罚。” 

  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九条修改为：“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一）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三）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

的商业秘密； 

  “（四）教唆、引诱、帮助他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获取、披露、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实施前款所列违法行为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工、前员工或者其他单位、个人实施本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

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二）将第十七条修改为：“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

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

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权利人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三）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经营者以及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侵犯商业

秘密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二条：“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审判程序中，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

证明其已经对所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保密措施，且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权利人所主张的

商业秘密不属于本法规定的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且提供以下证据之一的，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

其不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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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证据表明涉嫌侵权人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商业秘密，且其使用的信息与该商业秘密实质上相同； 

  “（二）有证据表明商业秘密已经被涉嫌侵权人披露、使用或者有被披露、使用的风险； 

  “（三）有其他证据表明商业秘密被涉嫌侵权人侵犯。” 

  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五条修改为：“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 

  “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结果，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未经申请人同意，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参与专家评

审等的人员不得披露申请人提交的商业秘密、未披露信息或者保密商务信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涉及国家安全、重

大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行政机关依法公开申请人前述信息的，允许申请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 

  “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视任何人。” 

  （二）第三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转让技术作为取得行政许可的条

件；不得在实施行政许可的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要求转让技术。” 

  （三）将第七十二条修改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

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三）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四）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五）违法披露申请人提交的商业秘密、未披露信息或者保密商务信息的； 

  “（六）以转让技术作为取得行政许可的条件，或者在实施行政许可的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要求转让技

术的； 

  “（七）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八）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修改条款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法律的修改条款自本决定公布之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第十八条 同一建筑物由两个以上单位管理或者使用的，应当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并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的疏

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进行统一管理。 

     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管理区域内的共用消防设施进行维护管理，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 

     第十九条 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居住场

所保持安全距离。 

     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当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

标准。 

 

8.3.122）《房产测绘管理办法》（建设部  国家测绘局令第 83 号  2000 年 10 月 8 日） 

http://zrzy.guizhou.gov.cn/zfxxgk/zfxxgkml/gfxwj/gtzyzcwjch/201707/t20170704_2696682.html  

http://fcj.huhho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2&id=280  

http://www.gaoan.gov.cn/zwgk_49126/zcwj/201808/t20180823_439626.htm  

http://www.yzx.gov.cn/5503/5505/5513/content_2241964.html  

http://www.sjzfgj.gov.cn/html/fagui/jsb/20150205/1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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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国家测绘局令                           

     第 83 号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已经 2000 年 10 月 8 日建设部第 31 次部常务会议、2000 年 10 月 26 日国家测绘

局局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测绘局经国土资源部批准授权)，现予以发布，自 200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建 设 部 部 长  俞正声         

国家测绘局局长  陈邦柱         

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房产测绘管理，规范房产测绘行为，保护房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

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产测绘活动，实施房产测绘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房产测绘单位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国家房产测量规范和有关技术标准、规定，

对其完成的房产测绘成果质量负责。 

   房产测绘单位应当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测绘技术水平，接受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和测绘行政主管部

门的技术指导和业务监督。 

    第四条 房产测绘从业人员应当保证测绘成果的完整、准确，不得违规测绘、弄虚作假，不得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五条 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确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房产测绘及

成果应用的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房产测绘及成果应用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房产测绘的委托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权利申请人、房屋权利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当委托房产测绘单位进行

房产测绘： 

  (一)申请产权初始登记的房屋； 

  (二)自然状况发生变化的房屋； 

  (三)房屋权利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要求测绘的房屋。 

  房产管理中需要的房产测绘，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房产测绘单位进行。 

    第七条 房产测绘成果资料应当与房产自然状况保持一致。房产自然状况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实施房产变

更测量。 

    第八条 委托房产测绘的，委托人与房产测绘单位应当签订书面房产测绘合同。 

    第九条 房产测绘单位应当是独立的经济实体，与委托人不得有利害关系。 

    第十条 房产测绘所需费用由委托人支付。 

  房产测绘收费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资格管理      

    第十一条 国家实行房产测绘单位资格审查认证制度。 

    第十二条 房产测绘单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取得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

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载明房产测绘业务的《测绘资格证书》。 

    第十三条 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房产测绘资格审查、分级标准、作业限额、年度检验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执行。 

    第十四条 申请房产测绘资格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按照测绘资格审

查管理的要求提交有关材料。 

  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在决定受理之日起 5 日内，转省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初审。省级房地产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在 15 日内，提出书面初审意见，并反馈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其中，对申请甲级房产测绘资格的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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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应当同时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申请甲级房产测绘资格的，由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证；申请乙级以下

房产测绘资格的，由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取得甲级房产测绘资格的单位，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向社会公告。

取得乙级以下房产测绘资格的单位，由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向社会公告。 

    第十五条 《测绘资格证书》有效期为 5 年，期满 3 个月前，由持证单位提请复审，发证机关负责审查和换

证。对有房产测绘项目的，发证机关在审查和换证时，应当征求同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在《测绘资格证书》有效期内，房产测绘资格由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年检。年检时，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征求同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对年检中被降级或者取消房产测绘资格的单位，由年检的测绘行政主管

部门和同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向社会公告。 

   在《测绘资格证书》有效期内申请房产测绘资格升级的，依照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重新办理资格审查手

续。      

第四章 成果管理      

    第十六条 房产测绘成果包括：房产簿册、房产数据和房产图集等。 

    第十七条 当事人对房产测绘成果有异议的，可以委托国家认定的房产测绘成果鉴定机构鉴定。 

    第十八条 用于房屋权属登记等房产管理的房产测绘成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施测单位的资格、测

绘成果的适用性、界址点准确性、面积测算依据与方法等内容进行审核。审核后的房产测绘成果纳入房产档案统一

管理。 

    第十九条 向国(境)外团体和个人提供、赠送、出售未公开的房产测绘成果资料，委托国(境)外机构印制房产

测绘图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规定》以及国家安全、保密等有

关规定办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未取得载明房产测绘业务的《测绘资格证书》从事房产测绘业务以及承担房产测绘任务超出《测

绘资格证书》所规定的房产测绘业务范围、作业限额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测绘资格审查认证管

理规定》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一条 房产测绘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予以降级或者取消其房产测绘资格： 

  (一)在房产面积测算中不执行国家标准、规范和规定的； 

  (二)在房产面积测算中弄虚作假、欺骗房屋权利人的； 

  (三)房产面积测算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

规定》及国家安全、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房产测绘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省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和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共同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8.3.123）《信访条例》（国务院令 （第 431 号）  ２００５年１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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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431 号) 

《信访条例》已经 2005 年 1 月 5 日国务院第 76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总理 温家宝 

二 OO 五年一月十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

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

动。 

采用前款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称信访人。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

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

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第四条 信访工作应当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

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科学、民主决策，依法履行职责，从源头上预防导致

信访事项的矛盾和纠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

通过联席会议、建立排查调处机制、建立信访督查工作制度等方式，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应当阅批重要来信、接待重要来访、听取信访工作汇报，

研究解决信访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信访工作机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利

工作、方便信访人的原则，确定负责信访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信访工作机构)或者人员，具体负责信访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是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信访工作的行政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交办、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 

(二)承办上级和本级人民政府交由处理的信访事项; 

(三)协调处理重要信访事项; 

(四)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理; 

(五)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六)对本级人民政府其他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的信访工作进行指导。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严格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 

第八条 信访人反映的情况，提出的建议、意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或者对改进国家机关工作以及保护社

会公共利益有贡献的，由有关行政机关或者单位给予奖励。 

对在信访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的单位或者个人，由有关行政机关给予奖励。 

第二章 信访渠道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信访工作机构的通信地址、电子信箱、投

诉电话、信访接待的时间和地点、查询信访事项处理进展及结果的方式等相关事项。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在其信访接待场所或者网站公布与信访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

规章，信访事项的处理程序，以及其他为信访人提供便利的相关事项。 

第十条 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信访接待日制度，

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协调处理信访事项。信访人可以在公布的接待日和接待地点向有关行政机关负责人当面反映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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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负责人或者其指定的人员，可以就信访人反映突出的问题到信访人居住地与信

访人面谈沟通。 

第十一条 国家信访工作机构充分利用现有政务信息网络资源，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为信访人在当地提出

信访事项、查询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提供便利。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现有政务信息网络资源，建立或者确定本行政区域的信访信息系统，并与

上级人民政府、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的信访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信访工作机构或者有关工作部门应当及时将信访人的投诉请求输入信访信

息系统，信访人可以持行政机关出具的投诉请求受理凭证到当地人民政府的信访工作机构或者有关工作部门的接待

场所查询其所提出的投诉请求的办理情况。具体实施办法和步骤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三条 设区的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信访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有利于迅速

解决纠纷的工作机制。 

信访工作机构应当组织相关社会团体、法律援助机构、相关专业人员、社会志愿者等共同参与，运用咨询、教

育、协商、调解、听证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处理信访人的投诉请求。 

第三章 信访事项的提出 

第十四条 信访人对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不服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

行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事项： 

(一)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三)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四)社会团体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派出的人员; 

(五)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其成员。 

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 

第十五条 信访人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

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分别向有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并遵守本条

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 

第十六条 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

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

受理。 

第十七条 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书面形式;信访人提出投诉请求的，还

应当载明信访人的姓名(名称)、住址和请求、事实、理由。 

有关机关对采用口头形式提出的投诉请求，应当记录信访人的姓名(名称)、住址和请求、事实、理由。 

第十八条 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 

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 5 人。 

第十九条 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客观真实，对其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

不得诬告、陷害他人。 

第二十条 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

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

通的; 

(二)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的; 

(三)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 

(四)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的; 

(五)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 

(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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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信访事项的受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收到信访事项，应当予以登记，并区分情况，在 15 日内分别按下

列方式处理： 

(一)对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信访事项，应当告知信访人分别向有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提出。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

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 

(二)对依照法定职责属于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工作部门处理决定的信访事项，应当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情

况重大、紧急的，应当及时提出建议，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三)信访事项涉及下级行政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直接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并抄送下一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要定期向下一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通报转送情况，下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

机构要定期向上一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报告转送信访事项的办理情况。 

(四)对转送信访事项中的重要情况需要反馈办理结果的，可以直接交由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办理，要求其在指

定办理期限内反馈结果，提交办结报告。 

按照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有关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转送、交办的信访事项之日起 15 日内决定是否受

理并书面告知信访人，并按要求通报信访工作机构。 

第二十二条 信访人按照本条例规定直接向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以外的行政机关提出的信访事项，有关

行政机关应当予以登记;对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并属于本机关法定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应当受理，不

得推诿、敷衍、拖延;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应当告知信访人向有权的机关提出。 

有关行政机关收到信访事项后，能够当场答复是否受理的，应当当场书面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信

访事项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但是，信访人的姓名(名称)、住址不清的除外。 

有关行政机关应当相互通报信访事项的受理情况。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将信访人的检举、揭发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给被检举、揭发的

人员或者单位。 

第二十四条 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关的信访事项，由所涉及的行政机关协商受理;受理有争议的，由其

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决定受理机关。 

第二十五条 应当对信访事项作出处理的行政机关分立、合并、撤销的，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受理;职

责不清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机关受理。 

第二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可能造成社会影响的重大、紧急信访事项和信访信息时，可以就近

向有关行政机关报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必要时，通报有关主管部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主管部门;必要时，通报有关主

管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国务院;必要时，通报有关主管部门。 

行政机关对重大、紧急信访事项和信访信息不得隐瞒、谎报、缓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缓报。 

第二十七条 对于可能造成社会影响的重大、紧急信访事项和信访信息，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在职责范围内依法

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不良影响的产生、扩大。 

第五章 信访事项的办理和督办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理信访事项，应当恪尽职守、秉公办事，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宣传法

制、教育疏导，及时妥善处理，不得推诿、敷衍、拖延。 

第二十九条 信访人反映的情况，提出的建议、意见，有利于行政机关改进工作、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有关行政机关应当认真研究论证并积极采纳。 

第三十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信访事项或者信访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一条 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办理信访事项，应当听取信访人陈述事实和理由;必要时可以要求

信访人、有关组织和人员说明情况;需要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的，可以向其他组织和人员调查。 

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可以举行听证。听证应当公开举行，通过质询、辩论、评议、合议等方式，

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听证范围、主持人、参加人、程序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二条 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经调查核实，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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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作出以下处理，并书面答复信访人： 

(一)请求事实清楚，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予以支持; 

(二)请求事由合理但缺乏法律依据的，应当对信访人做好解释工作; 

(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或者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不予支持。 

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照前款第(一)项规定作出支持信访请求意见的，应当督促有关机关或者单位执行。 

第三十三条 信访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

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并告知信访人延期理由。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 信访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 30 日内请求原办

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收到复查请求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复查意见，

并予以书面答复。 

第三十五条 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 30 日内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请求

复核。收到复核请求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复核意见。 

复核机关可以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举行听证，经过听证的复核意见可以依法向社会公示。听证

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 

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

不再受理。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发现有关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督办，并提出改

进建议： 

(一)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的办理期限办结信访事项的; 

(二)未按规定反馈信访事项办理结果的; 

(三)未按规定程序办理信访事项的; 

(四)办理信访事项推诿、敷衍、拖延的; 

(五)不执行信访处理意见的; 

(六)其他需要督办的情形。 

收到改进建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在 30 日内书面反馈情况;未采纳改进建议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对于信访人反映的有关政策性问题，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

告，并提出完善政策、解决问题的建议。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对在信访工作中推诿、敷衍、拖延、弄虚作假造成严重后果的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给予行政处分的建议。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应当就以下事项向本级人民政府定期提交信访情况分析报告： 

(一)受理信访事项的数据统计、信访事项涉及领域以及被投诉较多的机关; 

(二)转送、督办情况以及各部门采纳改进建议的情况; 

(三)提出的政策性建议及其被采纳情况。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信访事项发生，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 

(二)行政机关应当作为而不作为，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 

(三)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 

(四)拒不执行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作出的支持信访请求意见的。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对收到的信访事项应当登记、转送、交办而未按规定登记、转送、

交办，或者应当履行督办职责而未履行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负有受理信访事项职责的行政机关在受理信访事项过程中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其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收到的信访事项不按规定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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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属于其法定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的; 

(三)行政机关未在规定期限内书面告知信访人是否受理信访事项的。 

第四十三条 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在办理信访事项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

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推诿、敷衍、拖延信访事项办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办结信访事项的; 

(二)对事实清楚，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投诉请求未予支持的。 

第四十四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将信访人的检举、揭发材料或者有关情况透露、转给被检举、

揭发的人员或者单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作风粗暴，激化矛盾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对可能造成社会影响的重大、紧急信访事项

和信访信息，隐瞒、谎报、缓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缓报，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打击报复信访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

处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

者教育。 

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信访人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信访工作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条 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信访事项的处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 200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1995 年 10 月 28 日国务院发布的《信访条例》同时废止。 

 

  

 

8.3.124）《建设部信访工作管理办法》（建办[2005]59 号  2005 年 04 月 28 日）  

http://www.mohurd.gov.cn/xf/xfzn/  

    建设部信访工作管理办法 

                               (建办[2005]205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部机关各单位：  

  按照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家信访局《对<信访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上一级行政机关”的含

义及<信访条例>适用问题的解释》（国法函[2005]253 号）的有关规定，我部对 2005 年 4 月 28 日印发的《建设部信

访工作管理办法》（建办[2005]59 号）进行了修改。 

  现将修改后的《建设部信访工作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五年十一月十日  

  建设部信访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部的信访工作，畅通信访渠道，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国务院《信

访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建设部信访室是建设部对外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的机构，负责日常信访的接待、处理和管理工作。  

  本办法所称来信是指信访人通过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书面形式提出的信访事项。  

  本办法所称来访是指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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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部信访室应当向社会公布其通信地址、电子信箱、投诉电话、信访接待时间和地点、查询信访事

项处理进展及结果的方式等相关事项，并在建设部网站上公布与信访工作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信访

事项的处理程序，以及其他为信访人提供便利的相关事项。  

  第四条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

的信访处理原则，部信访室转有关省、自治区建设厅和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建设部门）负责解决

的信访问题，或者转部有关司局处理的信访问题，有关省级建设部门或者部有关司局应当认真负责，依法在规定的

时限内办结。  

  第五条 各省级建设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访责任人和联络员制度，有一名分管领导做为信访责任人，并确

定一名专（兼）职信访联络员，负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系统信访工作的协调并指导做好处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建设部门应当坚持科学、民主决策，依法履行职责，从源头上预防导致信访事项的矛盾和纠

纷。  

  第七条 各级建设部门要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认真做好各种矛盾纠纷的排查和超前化解

工作，把工作重点从事后处置转到事前预防上。要高度重视并热情耐心地做好群众初次来信来访的接待处理工作，

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第二章 部信访室的基本任务和人员要求 

  第八条 部信访室的基本任务：  

  （一）受理群众反映与建设部职能有关的意见、建议和诉求的来信来访，对建设系统的信访工作进行综合

协调和指导。  

  （二）负责及时向各省级建设部门和部有关司局交办、转办、督办来信来访事项，承担党中央、国务院领

导同志，以及国家信访局和部领导（含“三总师”，下同）交办信访案件的督办或查办。  

  （三）按月、季、年做好信访情况的统计分析报告工作，及时做好突发事件和集体上访的信息报送工作；

紧急时可先口头报情况，事后补报文字材料；对重大事项应当追踪连续报送后续处理情况。  

  （四）从群众来信来访中，筛选出群众信访的热点、难点问题，搜集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对来信来

访中带普遍性、政策性、倾向性的问题及重大信访案件进行调查研究，商请部有关司局提出建议和处理意见，为领

导决策服务。  

  （五）适时组织建设系统信访工作经验交流、业务培训和理论研讨，不断提高建设系统信访工作人员政策、

业务水平和依法处理信访问题的能力。  

  （六）负责维护信访室及其候谈室的正常工作秩序。对在候谈室内纠缠、吵闹的人员应当及时劝阻。对躺

卧、滞留候谈室，影响信访室正常办公秩序和候谈室公共卫生的人员进行必要的教育，维护正常的来访秩序。  

  第九条 部信访室工作人员必须做到：  

  （一）认真学习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及建设系统的有关政策法规，坚持原则，

依法、及时、合理处理信访人的投诉请求；  

  （二）热情接待来访群众，认真登记来信来访的诉求，倾听并分析所反映的问题，耐心解释政策，及时与

地方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沟通情况；  

  （三）做好对来访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教育和引导群众学法、懂法、用法、守法，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

达利益要求，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信访工作秩序。 

第三章 处理信访事项的基本要求 

  第十条 部信访室应当保持与各省级建设部门信访联络员的联系畅通，一经发现进京集体上访、异常访及

突发事件，及时协调地方有关部门与部有关司局派人到现场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部信访室对越级进京上访的人员，应当做好耐心细致的宣传和思想疏导工作，劝其依法向有权

处理的机关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如有必要，部信访室应当及时通知地方有关部门做好接待工作，防止矛盾扩大。  

  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部信访室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部信访室不

予受理。  

  第十二条 部信访室收到信访事项，应当予以登记。凡属反映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意见和建议，

或者不服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应当受理，并在 15 日内转送部有关司局处理，部有关司局不得推诿、

敷衍、拖延；对于不属于部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应当告知信访人向有权处理的机关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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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收到的信访事项，能够当场答复是否受理的，应当当场书面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信访事

项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信访人的姓名（名称）、住址不清的除外。  

  第十三条 信访事项涉及地方建设部门或其工作人员行为的，应当告知信访人向有权处理的地方有关机关

提出。情况重大、紧急的信访事项，由部信访室及时转送有权处理的有关市、县建设部门，并抄送该省级建设部门。  

  第十四条 地方建设部门或者部有关司局经过调查核实，应当依照有关政策、法规，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并书面答复信访人：  

  （一）请求事由事实清楚，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予以支持，并督促有关机关或单位执行；  

  （二）请求事由合理但缺乏法律依据的，应当向信访人做好解释工作；  

  （三）请求事由缺乏事实根据或者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不予支持。  

  第十五条 信访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

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并告知信访人延期理由。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信访人对行政机关做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 30 日内请求

原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收到复查请求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复查意

见，并予以书面答复。  

  第十七条 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 30 日内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

请求复核。收到复核请求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复核意见。  

  按照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家信访局《对<信访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上一级行政机关”的含

义及<信访条例>适用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本办法所指的原办理行政机关、复查机关是设区的市级以下建设部门的

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是指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建设部门；原办理行政机关复查机关是省级建设部门的，其上一级

行政机关是指本级人民政府。  

  第十八条 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地方建设部门或者部信访室

不再受理，但应当向信访人做好解释工作。  

  第十九条 信访人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

应当告知信访人分别向有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

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

关机关提出。 

第四章 来信处理程序 

  第二十条 部信访室指定专人办理人民群众给建设部或部领导的人民来信，以及国家信访局等有关单位转

来的人民来信。  

  第二十一条 部信访室收到来信后，应当将来信和信封装订在一起并在来信第一页的右上角加盖当日建设

部信访室收信印章，将来信人姓名、地址、反映的主要内容、办理情况等登录在《来信登记表》。  

  部有关司局收到群众来信的，也应当登记，及时转地方建设等有关部门处理，并书面告知信访人。有关司

局应在每月 2 日前（节假日顺延至上班第 2 天）将上月群众来信登记表送部信访室。  

  第二十二条 下列内容的信件应报部领导或办公厅领导阅批：  

  （一）有关建设行业的管理、科技和改革等方面的重要意见和建议；  

  （二）带有普遍性、倾向性和苗头性的重大问题；  

  （三）建设系统的重要情况和动态；  

  （四）国内外知名人士的重要来信；  

  （五）反映对重大问题顶、拖不办、明显违反政策的来信；  

  （六）其他需经领导同志阅批的信件。  

  信件上报前，办信人可对信件的内容做适当的了解核实。上报的信件经领导批示后，由指定经办人按批示

意见具体落实。在规定期限内无反馈结果的，由经办人负责催办。领导批示件要登记、复印保存。  

  第二十三条 下列内容的信件由部信访室用公函将信件转交有关省级建设部门或者部有关司局处理，并在

规定时限内反馈办理结果：  

  （一）检举、控告严重违法乱纪、扰乱秩序或者以权谋私的问题；  

  （二）可能发生意外，给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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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应当由有关省级建设部门或者部有关司局进行调查处理的重要的情况、问题。  

  交办的函件由办信人拟稿，函稿应明确办理和反馈的期限。如需以部、办公厅名义发函交办的，应当按照

《建设部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交办后，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未反馈结果，由原办信人催办。  

  第二十四条 经办人对反馈的结果应认真审查，可以结案的，送部信访室负责人审定，其中重要问题，报

办公厅领导审定。对处理明显不当或者不能结案的，应当商请有关单位或者有关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来信人对上报处理结果表示不同意见的，应当认真研究，慎重做结案处理。  

  对已结案信件，经办人应当将该案办理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材料整理保存。  

  第二十五条 一般信件由部信访室用固定格式的转办单，转交给有关省级建设部门或者部有关司局酌情处

理，不需反馈处理结果。  

  对无查办和无参考价值，以及不需要再处理的重复信件，由部信访室做暂存处理。暂存信件由办信人登记、

存放，定期整理销毁。 

第五章 来访处理程序 

  第二十六条 来访人应当到部信访室提出来访事项。来访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

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建设部机关大楼周围非法聚集，围堵、冲击建设部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  

  （二）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  

  （三）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四）在部信访室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部信访室；  

  （五）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  

  （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七条 来访人应当按照部信访室窗口接待人员的要求，填写《来访人员登记表》。集体来访的应当

按来访人数逐一填写。  

  窗口接待人员应当仔细阅览来访人员填写的《来访人员登记表》，核实有关证件，确认是否接谈。确认接

谈的，窗口接待人员应告来访人员在指定候谈室等候接谈。  

  第二十八条 接待人员要坚持文明接待，认真耐心地倾听来访人员的叙述，阅看来访人员携带的材料，做

好接谈记录，认真负责地向群众做好政策解释和思想疏导工作。  

  来访人反映的问题专业性、政策性较强的，由部信访室通知部有关司局。有关司局应当及时安排专业人员

到部信访接待室接待来访群众。  

  第二十九条 依法应当由部负责处理的信访事项，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要求办理，并告知来访人员

返回原地听候处理，不要在京等候结果。  

  信访事项涉及地方建设部门或者其工作人员行为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的要求办理。  

  第三十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立案交办或者请地方有关建设部门派人来京协调处理：  

  （一）问题比较复杂的疑难特殊案件和人数众多的集体来访，经动员不返回或者情况不清，而又需要及时

处理的；  

  （二）多次来访、多次交办而无处理结果的；  

  （三）来访人有异常表现或者意外情况，需要与地方有关建设部门当面研究的；  

  （四）地方有关建设部门的处理有明显失误，且处理难度较大的；  

  （五）其他需要请地方有关建设部门来京协调处理的情况。  

  第三十一条 对立案交办的信访事项，有关省级建设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反馈处理结果。  

  第三十二条 要做好集体来访的接待工作。  

  本制度所称集体来访，是指同一地区、反映同一问题的群众代表 5 人的来访。超过 5 人的，按照本办法第

三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接待集体来访时，应当有 2 名接待人员接待。  

  接待处理集体来访时，要注意加强与有关省级建设部门和市县的联系、沟通，避免矛盾激化，事态扩大。

如需要请地方有关建设部门来京处理时，应当通过省级建设部门的信访联络员协调地方派人来京。集体来访反映的

问题涉及部多个司局业务的，部信访室应当及时向办公厅领导报告，由办公厅领导协调部有关司局共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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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信访突发事件处理程序 

  第三十三条 部成立处置信访突发事件领导小组。部处置信访突发事件领导小组由分管副部长任组长，办

公厅主任、分管副主任和有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置信访突发事件的协调工作，办公

厅分管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第三十四条 部信访室接待人员发现来访人在信访室及其候谈室患有危、急疾病，以及受到意外伤害或者

服药自杀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及时与部机关门诊部和北京市急救中心联系急救处理，并及时向办公厅领导报告。  

  接待人员发现来访人患有按规定应当上报的传染病时，应当及时与部机关门诊部和北京市海淀区卫生防疫

部门联系处理，并配合做好传染病的有关防治工作。  

  第三十五条 对来访人中的下列行为之一的，接待人员可视情节轻重进行劝阻、批评、教育，请公安机关

给予警告、训诫、制止，或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一）不按规定到指定场所上访，干扰社会秩序和机关工作秩序的；  

  （二）同一地区、反映同一问题的来访人数超过 5 人的；  

  （三）反映的问题已按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作了处理，仍提出无理要求，经耐心说服教育无效，长期在部

信访室纠缠取闹的；  

  （四）反映的问题按有关政策、法规不应解决，但仍坚持无理要求，长期在部信访室纠缠取闹，妨碍正常

工作秩序的；  

  （五）在来访人中串联闹事，拦截、纠缠领导的；  

  （六）扬言爆炸、杀人、自杀，企图制造事端，铤而走险的；  

  （七）携带危险品、爆炸品以及各种管制器械到接待场所或者机关办公区的；  

  （八）对接待人员进行纠缠、侮辱、殴打、威胁的；  

  （九）破坏接待室办公设施以及有其他违法乱纪行为的；  

  （十）其他严重影响办公秩序行为的。  

  第三十六条 接待人员遇有下列特殊情况时，应立即报告有关部门：  

  （一）来访人扬言要到中南海、天安门或者中央领导同志住处上访、制造事端的，应当及时向办公厅领导

汇报，并及时向国家信访局、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报告；  

  （二）发现被公安机关通缉的人犯来访时，应当立即向甘家口派出所报告；  

  （三）发现信访室或者附近有人员死亡时，应当立即向办公厅领导报告，并请公安机关勘验现场和尸体，

验明死者身份。如属来访人的，应立即通知地方有关建设部门商讨处理办法；现场无保护必要的，应协助有关部门

立即将其送医院存放，等待处理。如属非来访人的，由公安机关处理。  

  第三十七条 对规模较大、情绪激烈，或者围堵部机关办公大楼的集体来访事件，除按本办法第三十二条

的要求做好接待工作外，部信访室应立即报告办公厅领导，由厅领导请部有关司局立即派人和部信访室接待人员共

同听取上访人员反映的问题，耐心细致地做好政策解释工作。同时，要求有关省级建设部门、市驻京办事处派得力

人员尽快到场，解答群众反映的问题，积极疏导上访人员尽早返回本地妥善处理。说服教育无效、集体来访人员继

续围堵部机关办公大楼的，要提请公安机关处理。  

  部机关有关司局、部机关服务中心等有关单位，要按照部印发的《建设部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工作预案》

（建办[2004]33 号）的要求，负责做好相应的工作。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2005 年 4 月 28 日建设部印发的《建设部信访工作管理办法》（建办

[2005]59 号）同时废止。 

 

 

 

 

8.3.125）《江西省信访条例》（2004 年 3 月 31 日江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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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x-xinfang.gov.cn/qt_1/zcfg/201711/t20171101_574418.html  

http://www.jx-xinfang.gov.cn/qt_1/zcfg/  

(2004 年 3 月 31 日江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信访行为和信访工作，保持国家机关同人民的密切联系，维护信访秩

序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信访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走访等形式，向各级

国家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以及申诉、检举和控告，依法应当由有关国家机关处理的活动。 

第三条信访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信访活动以及本省各级国家机关处理信访事项，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信访是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国家经济、社会事务管理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形式;是

国家机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渠道。 

第五条信访人依法进行信访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压制、打击报复、迫害。 

任何人不得胁迫、收买他人参加集体走访或者阻止他人退出集体走访。 

第六条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切实加强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信访权利。 

第七条信访工作坚持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本着解决实际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精

神，及时、就地、依法、公正解决问题。 

第八条各级国家机关应当按照保障信访渠道畅通、方便信访人的原则，确定负责信访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信

访工作机构)或者配备专(兼)职信访工作人员。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为信访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九条对在信访工作中作出优异成绩的单位或者个人，由有关国家机关给予表彰、奖励。 

信访人提出的意见、建议和检举、控告，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或者对改进国家机关工作以及保护社会公共利

益有贡献的，由有关国家机关或者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信访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信访人有权向国家机关提出下列信访事项：(一)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二)检

举、揭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三)申诉、控告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四)其他信访事项。 

第十一条信访人在信访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一)了解信访工作制度及信访事项的处理程序;(二)要求信访工

作人员提供与其提出的信访事项有关的咨询服务;(三)对与信访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信访工作人员提出回避申

请;(四)向办理机关查询其信访事项的办理进展情况、办理结果并要求答复。 

第十二条信访人在信访活动中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三)遵守信访秩序。 

第十三条信访人采用书信和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信访事项，提倡签署真实姓名，告知联系方式。 

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到当地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国家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

并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明。 

第十四条多人共同向国家机关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话、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

采用集体走访形式的，应当服从信访工作机构的接待安排，推选 1 至 5 名代表反映情况。 

第三章 国家机关信访工作责任 

第十五条信访工作机构代表国家机关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办理信访事项; 

(二)向下级机关交办或者其他机关转办信访事项; 

(三)协调处理有关信访事项，督促落实处理决定; 

(四)检查、指导下级机关的信访工作; 

(五)向信访人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提供信访咨询服务; 

(六)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及时向国家机关及其负责人提供信访信息和解决问题的建议;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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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依法应当履行的职责。 

无信访工作机构的，由专(兼)职信访工作人员履行前款规定的职责。 

第十六条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建立下列信访工作制度： 

(一)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信访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 

(二)负责人接待人民群众来访制度、下访和约访人民群众制度、阅批重要来信制度、包案协调处理重要信访事

项制度; 

(三)国家机关之间的信访工作联系制度;(四)重大、紧急信访信息及时报告和信访问题调查研究制度; 

(五)重大信访案件督查督办制度; 

(六)办信、接访、回复、报告、归档制度。 

第十七条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理信访事项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文明接待，尊重信访人的人格，不得刁难、歧视信访人; 

(二)对信访事项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不得置之不理或者推诿、敷衍、拖延，不得虚报处理结果; 

(三)恪尽职守，秉公办事，不得利用工作之便徇私舞弊; 

(四)遵守保密制度，不得泄露信访人要求保密的内容，不得将检举、控告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送被检举、

控告的人员和单位; 

(五)建立健全信访档案，妥善保管信访材料，不得丢失、隐匿或者擅自销毁信访材料; 

(六)其他依法应当遵守的规定。 

第十八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信访事项时，与信访人或者信访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信访工作人员的回避，由信访工作机构负责人决定;信访工作机构负责人的回避，由所在国家机关负责人决定。 

第四章 受理与办理 

第十九条各级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受理信访人提出的属于本条例第十条所列信访事项。 

第二十条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机关的信访事项，信访人向其中一个机关提出的，该机关应当依法受理;

信访人向涉及的两个或者个以上国家机关提出的，由最先收到来信、来电或者接待来访的机关受理。 

第二十一条信访事项涉及的原国家机关合并、分立或者撤销的，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国家机关受理;无继续行

使其职权的国家机关的，由作出撤销决定的机关受理。 

第二十二条国家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布其信访工作机构的地址、邮政编码、电子信箱、信访接待的地点和时间、

值班电话，并在信访接待场所公布与信访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工作规范以及信访事项的处理程序。 

第二十三条信访人采用书信、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信访工作人员应当分类登记;对重大、紧急的信

访事项，应当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措施。 

信访人采用电话、走访等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信访工作人员应当当场记录信访人的基本情况和信访事项的主

要内容。 

第二十四条各级国家机关对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应当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对本机关依法应当或者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直接受理; 

(二)对依法应当由下级国家机关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自收到信访件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转交下级国家机关，

并告知信访人，上级国家机关认为有必要直接受理的，可以直接受理; 

(三)对依法应当由其他国家机关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自收到信访件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转送其他国家机关; 

(四)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行政复议、仲裁、行政裁决解决的信访事项，有关国家机关应当告知信访人向司法

机关、行政复议机关、仲裁机构提出;对已经进入诉讼、行政复议、仲裁程序的信访事项，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法律

规定的程序或者途径解决。 

第二十五条属于承办机关应当直接受理的信访事项，自承办机关收到来信、来电或者接待来访之日起即为受理;

属交办或者转办的信访事项，自收到交办、转办的信访事项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二十六条各级国家机关对信访人提出的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内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合理的应当予以采纳和

解决。 

第二十七条各级国家机关对信访人提出的申诉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的，应当及时予以解决;不符

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的，应当予以解释和说明 

第二十八条各级国家机关对信访人提出的检举和控告，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调查、核实，依法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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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各级国家机关对本机关依法应当或者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信访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办

结，并将办理结果答复信访人;情况复杂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一般不得超

过 60 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各级国家机关对交办或者转办的信访事项，应当自办结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办理结果报告交办机关或者视

情况向转办机关回复，不能按期办结的，应当向交办、转办机关说明情况。 

第三十条信访人对国家机关依法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 30 日内请求

原办理机关或者其上一级国家机关复查。原办理机关或者其上一级国家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提

出复查意见，并予以答复。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信访人对原办理机关的复查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查意见书之日起 30 日内请求上一级国家机关再次复查。

上一级国家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告知信访人，并抄送原办理机关。 

经上一级国家机关复查，信访事项处理决定正确的，信访人应当遵守、执行。 

第三十一条信访工作机构可以邀请有关专业工作者参与信访工作，为信访人和信访工作机构提供法律和其他专

业知识的咨询服务。 

第三十二条国家机关依法对信访事项作出的处理决定，有关单位不得推诿、敷衍、拖延;对处理决定推诿、敷衍、

拖延的，信访工作机构应当督促其执行，并向有关国家机关报告。 

第三十三条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对下级国家机关的信访工作情况和交办、转办信访事项的办理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听取汇报或者直接调查。 

第三十四条国家机关发现本机关对信访事项的处理、复查确有错误的，应当重新处理。 

上级国家机关发现下级国家机关对信访事项的处理、复查确有错误的，有权直接处理或者责成下级国家机关重

新处理。 

第五章 信访秩序 

第三十五条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信访人应当共同维护信访秩序。 

第三十六条信访人在信访活动中，不得有下列妨碍信访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行为： 

(一)围堵、冲击国家机关，影响国家机关的工作秩序; 

(二)拦截车辆，阻碍交通; 

(三)侮辱、殴打、威胁接待人员; 

(四)故意损坏接待场所的公私财物; 

(五)携带危险品、爆炸品以及管制器械等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进入接待场所; 

(六)滞留、占据接待场所，妨碍其他信访人走访，或者将随行的老人、病人、残疾人和婴幼儿弃留在接待场所; 

(七)以信访为名，从事迷信、邪教等活动; 

(八)其他妨碍信访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行为。 

第三十七条对来访人员进入接待场所时携带的危险品、爆炸品和管制器械等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应当依法予

以收缴。 

第三十八条被来访人员弃留在接待场所的老人、病人、残疾人和婴幼儿，信访工作机构可以通知其所在地基层

人民政府、所在单位或者监护人将其带回。 

第三十九条对未按照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推选代表反映共同意见、建议和要求的集体走访，信访工作机构应当

劝告来访人员推选代表反映信访事项，其余人员返回;劝告无效的，信访工作机构应当立即报告本机关负责人。有关

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到现场做说服教育工作。属于越级集体走访的，信访工作机构可以通知来访人员所在

地或者单位的负责人到现场共同做好劝返工作;必要时，公安机关应当协助维持现场秩序。 

第四十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可能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重大、紧急信访事项和信访信息时，可以就近向

当地人民政府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并在职权范围内依法采取措施，妥善

处理。 

第四十一条信访工作人员接待来访时，发现来访人员采取或者可能采取自杀、自残、自焚等行为的，应当及时

制止，并告知公安机关和卫生部门、医疗机构采取紧急措施。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国家机关或者其信访工作机构和有关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上级机关给予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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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职责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受理而拒不受理的; 

(二)处理信访事项推诿、敷衍、拖延或者虚报处理结果的; 

(三)对信访事项的处理决定拒不执行或者推诿、拖延执行的; 

(四)其他违法处理信访事项，造成重复走访、越级集体走访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四十三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并可视情节轻重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对信访人进行压制、打击报复、迫害的，胁迫、收买他人参加集体走访、阻止他人退出集体走访的，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信访人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信访工作机构可以给予批评教育，也可以建议其

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信访工作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七条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信访事项的处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八条本条例自 200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8.3.126）《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40 号 1994 年 11 月 15 日，建设部令第 95 号 2001 年 08 月

15 日，2004 年 07 月 20 日  建设部令第 131 号）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fggz/315201/index.shtml   1995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524.htm   2001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71.html   2004 

http://www.cncx.gov.cn/det/detinfo.html?id=20150708164629&aid=20170801152941913  2004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199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40 号  颁布日期:19941115   实施日期:19950101 

第一条 为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维护商品房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开发经营企业）将正式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

售给承购人，由承购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城市商品房预售的管理。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全国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城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

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第五条 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２５％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

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第六条 商品房预售实行许可证制度。开发经营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城市、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

登记，承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第七条 开发经营企业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证件（复印件）及资料： 

（一）开发经营企业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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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项目的投资立项、规划、用地和施工等批准文件或证件； 

（三）工程施工进度计划； 

（四）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已达工程建设总投资的２５％以上的证明材料； 

（五）商品房预售方案。预售方案应当说明商品房的位置、装修标准、交付使用日期、预售总面积、交付使用

后的物业管理等内容，并应当附商品房预售总平面图； 

（六）需向境外预售商品房的，应当同时提交允许向境外销售的批准文件。 

第八条 房地产管理部门在接到开发经营企业申请后，应当详细查验各项证件和资料，并到现场进行查勘。经审

查合格的，应在接到申请后的１０日内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需向境外预售的，应当在《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上注明外销比例。 

第九条 开发经营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承购人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售楼广告和说明书必须载明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批准文号。 

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 

第十条 商品房预售，开发经营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售人应当在签约之日起３０日内持商

品房预售合同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商品房的预售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但必须有书面委托书。 

第十一条 开发经营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所得的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 

第十二条 预售的商品房使用后，承购人应及时持有关凭证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

门办理权属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开发经营企业在预售商品房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地产管理部门处以警告、责令停止预售、责令

补办手续、吊销《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按本办法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 

（二）挪用商品房预售款项，不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的； 

（三）未按规定办理备案和登记手续的。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

实施细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  

 

|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 

| ( )房预售证第 号 FOWARD SELL LICENCE FOR COMHODIFY HOUSE | 

| (存 根) 预 ( )房预售证第 号 | 

| ------------------------------ RO. FTSZD: | 

| | 售 房 单 位 | | ( )预外销证第 号 | 

| |---------------------|------| 许 售房单位: RO. YWXZD: | 

| | 项 目 名 称 | | SELLER: | 

| |---------------------|------| | 

| | 房屋座落地点 | | 项目名称 预售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共 套 | 

| |---------------------|------| PROJECT NAME: TOTAL CONSTRUTION AREA: SQUARE METERS, SETS |  

 

| | 房屋用途性质 | | 其中外销建筑面积: 平方米, 共 套 | 

| |---------------------|------| 房屋座落地点: AREA FOR OVERSEAS SELL SQUARE METERS, SETS |  

 

| | 预 售 对 象 | | 字 LO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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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预售总建筑面积 | | 房屋用途性质: | 

| |---------------------|------| USAGE: | 

| | 外销建筑面积 | | 商品房屋公开预售 | 

| |---------------------|------| 预售对象: COMMODITY HOUSEIS ALLOWED FOR FORWORD SELL |  

 

| |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号| | BUTER: | 

| |---------------------|------| | 

| | 土地使用权证号 | | 第 | 

| |---------------------|------| | 

|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 | 经审查, 批准以上所列 | 

| |---------------------|------| AFTER EXAMINATION, THE ABOVE MENTIONED | 

| | 已完成总投资 25%以上 | | | 

| | 的证明材料 | | 号 | 

| ------------------------------ | 

| 经办人: | 

| 发 证 机 关 发证机关 | 

| 一九九 年 月 日 | 

| 一九九 年 月 日 |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95 号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 2001 年 7 月 23 日建设部第 4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俞正声        

二○○一年八月十五日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 

建设部决定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维护商品房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二、第五条第(二)项修改为：“(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三、第七条修改为：“开发企业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证件(复印件)及资料： 

(一)本办法第五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证明材料； 

(二)开发企业的《营业执照》和资质等级证书； 

(三)工程施工合同； 

(四)商品房预售方案。预售方案应当说明商品房的位置、装修标准、竣工交付日期、预售总面积、交付使用后

的物业管理等内容，并应当附商品房预售总平面图、分层平面图。” 

四、删去第八条第二款。 

五、第十一条增加一款：“城市、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对商品房预售款监管的有关制度。” 

六、第十二条修改为：“预售的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 90 日内，承购人应当持有关凭证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

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权属登记手续。” 

七、第十三条修改为：“开发企业未按本办法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预售商品房的，责令停

止预售、补办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已收取的预付款 1%以下的罚款。”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开发企业不按规定使用商品房预售款项的，由房地产管理部门责令限期纠正，

并可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但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此外，对部分条文的文字和条文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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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发布。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1994 年 11 月 15 日建设部令第 40 号发布， 

2001 年 8 月 15 日根据《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维护商品房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简称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承购

人，由承购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城市商品房预售的管理。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全国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城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

商品房预售管理。 

第五条 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 25%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

竣工交付日期。 

第六条 商品房预售实行许可证制度。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城市、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

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第七条 开发企业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证件(复印件)及资料： 

(一)本办法第五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证明材料； 

(二)开发企业的《营业执照》和资质等级证书； 

(三)工程施工合同； 

(四)商品房预售方案。预售方案应当说明商品房的位置、装修标准、竣工交付日期、预售总面积、交付使用后

的物业管理等内容，并应当附商品房预售总平面图、分层平面图。 

第八条 房地产管理部门在接到开发企业申请后，应当详细查验各项证件和资料，并到现场进行查勘。经审查

合格的，应在接到申请后的 10 日内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第九条 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承购人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售楼广告和说明书必须载明《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批准文号。 

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 

第十条 商品房预售，开发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售人应当在签约之日起 30 日内持商品

房预售合同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商品房的预售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但必须有书面委托书。 

第十一条 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所得的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 

城市、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对商品房预售款监管的有关制度。 

第十二条 预售的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 90 日内，承购人应当持有关凭证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

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权属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开发企业未按本办法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预售商品房的，责令停止预售、补办

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已收取的预付款 1%以下的罚款。 

第十四条 开发企业不按规定使用商品房预售款项的，由房地产管理部门责令限期纠正，并可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但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

定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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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2004 

索 引 号：000013338/2004-00004 主题信息：房地产市场发文单位：建设部生成日期：2004 年 07 月 20 日文件

名称：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有 效 期：2004 年 07 月 20 日生效 文  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1 号主 题 词：废改立情况：依据《关于公布现行有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章目录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第 893 号）继续有效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已于 2004 年 7 月 13 日经建设部第 41 次常务会议

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汪光焘  

                             二○○四年七月二十日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 

 

  建设部决定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95 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四条第三款中的“城市、县人民政府”改为“市、县人民政府”。  

  二、第六条修改为：“商品房预售实行许可制度。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

预售许可，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  

  三、第七条修改为：“开发企业申请预售许可，应当提交下列证件（复印件）及资料：  

  （一）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表；  

  （二）开发企业的《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  

  （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  

  （四）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占工程建设总投资的比例符合规定条件的证明；  

  （五）工程施工合同及关于施工进度的说明；  

  （六）商品房预售方案。预售方案应当说明预售商品房的位置、面积、竣工交付日期等内容，并应当附预

售商品房分层平面图。”  

  四、第八条修改为：“商品房预售许可依下列程序办理：  

  （一）受理。开发企业按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提交有关材料，材料齐全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当场出具

受理通知书；材料不齐的，应当当场或者 5 日内一次书面告知需要补充的材料。  

  （二）审核。房地产管理部门对开发企业提供的有关材料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进行审核。  

  开发企业对所提交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三）许可。经审查，开发企业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依

法作出准予预售的行政许可书面决定，发送开发企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开发企业颁发、送达《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  

  经审查，开发企业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依法作出不予

许可的书面决定。书面决定应当说明理由，告知开发企业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并送达

开发企业。  

  商品房预售许可决定书、不予商品房预售许可决定书应当加盖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行政许可专用印章，《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应当加盖房地产管理部门的印章。  

  （四）公示。房地产管理部门作出的准予商品房预售许可的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五、第九条修改为：“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承购人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售楼广告和说

明书应当载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批准文号。”  

  六、第十条修改为：“商品房预售，开发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开发企业应当自签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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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 30 日内，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  

  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应用网络信息技术，逐步推行商品房预售合同网上登记备案。  

  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委托代理人办理的，应当有书面委托书。”  

  七、第十一条修改为：“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所得款项应当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  

  商品房预售款监管的具体办法，由房地产管理部门制定。”  

  八、第十二条修改为：“预售的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 90 日内，承购人应当依法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市、

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权属登记手续。开发企业应当予以协助，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  

  由于开发企业的原因，承购人未能在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 90 日内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开发企业和承

购人有特殊约定外，开发企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九、第十三条修改为：“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商品房的，依照《城市房地产开发经

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开发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采用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

段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的，由房地产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预售，撤销商品房预售许可，并处 3 万元罚款。”  

  此外，对部分条文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发布。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1994 年 11 月 15 日建设部令第 40 号发布，根据 2001 年 8 月 15 日《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办法>的决定》、2004 年 7 月 20 日《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维护商品房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简称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

给承购人，由承购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城市商品房预售的管理。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全国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第五条 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 25％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

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第六条 商品房预售实行许可制度。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预售许可，取

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  

  第七条 开发企业申请预售许可，应当提交下列证件（复印件）及资料：  

  （一）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表；  

  （二）开发企业的《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  

  （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  

  （四）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占工程建设总投资的比例符合规定条件的证明；  

  （五）工程施工合同及关于施工进度的说明；  

  （六）商品房预售方案。预售方案应当说明预售商品房的位置、面积、竣工交付日期等内容，并应当附预

售商品房分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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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商品房预售许可依下列程序办理：  

  （一）受理。开发企业按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提交有关材料，材料齐全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当场出具

受理通知书；材料不齐的，应当当场或者 5 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要补充的材料。  

  （二）审核。房地产管理部门对开发企业提供的有关材料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进行审核。  

  开发企业对所提交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三）许可。经审查，开发企业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依

法作出准予预售的行政许可书面决定，发送开发企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开发企业颁发、送达《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  

  经审查，开发企业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依法作出不予

许可的书面决定。书面决定应当说明理由，告知开发企业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并送达

开发企业。  

  商品房预售许可决定书、不予商品房预售许可决定书应当加盖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行政许可专用印章，《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应当加盖房地产管理部门的印章。  

  （四）公示。房地产管理部门作出的准予商品房预售许可的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第九条 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承购人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售楼广告和说明书应当载

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批准文号。  

  第十条 商品房预售，开发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开发企业应当自签约之日起 30 日内，

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  

  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积极应用网络信息技术，逐步推行商品房预售合同网上登记备案。  

  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委托代理人办理的，应当有书面委托书。  

  第十一条 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所得款项应当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  

  商品房预售款监管的具体办法，由房地产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二条 预售的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 90 日内，承购人应当依法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

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权属登记手续。开发企业应当予以协助，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  

  由于开发企业的原因，承购人未能在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 90 日内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开发企业和承

购人有特殊约定外，开发企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三条 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商品房的，依照《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第十四条 开发企业不按规定使用商品房预售款项的，由房地产管理部门责令限期纠正，并可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但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第十五条 开发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采用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商品房预售许

可的，由房地产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预售，撤销商品房预售许可，并处 3 万元罚款。  

  第十六条 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本办

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8.3.127）《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高检发研字〔1999〕10 号 1999 年

09 月 09 日） 

http://www.tlland.gov.cn/portal/law.text.jsp?id=62  

http://f.mlr.gov.cn/201702/t20170206_1435600.html  

http://www.ccdi.gov.cn/djfg/ywgw/201903/t20190311_190289.html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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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１９９９年８月６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４１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１９９９年９

月１６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六日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 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 

 （１９９９年８月６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 高检发释字〖１９９９〗２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

立案侦查案件的立案标准规定如下： 

 一、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一）贪污案（第３８２条、第３８３条，第１８３条第２款，第２７１条第２款，第３９４条） 贪污罪是指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

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是指因承包、租赁、聘用等而管理、经营国有财产。    

国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

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

企业以及其他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以贪污罪追究刑事

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以贪

污罪追究刑事责任。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个人贪污数额在５千元以上的；    

２、个人贪污数额不满５千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款

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    

（二）挪用公款案（第３８４条，第１８５条第２款，第２７２条第２款）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

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

位或者客户资金的，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

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

超过３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３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以挪用公款罪追

究刑事责任。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５千元至１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２、挪用公款数额在１万元至３万元以上，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    

３、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１万元至３万元以上，超过３个月未还的。    

各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

民检察院备案。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既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也包括给他人使用。    

多次挪用公款不还的，挪用公款数额累计计算；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挪用

公款数额以案发时未还的数额认定。    

挪用公款给其他个人使用的案件，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对使用人以挪用公

款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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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贿案（第３８５条、第３８６条，第３８８条，第１６３条第３款，第１８４条第２款）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

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

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    

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

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但是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

受贿罪的认定。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追究刑

事责任。   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

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财

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

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

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个人受贿数额在５千元以上的；    

２、个人受贿数额不满５千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１）因受贿行为而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２）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３）强行索取财物的。    

（四）单位受贿案（第３８７条）    

单位受贿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

益，情节严重的行为。    

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且是情节严重的行为，才能构成

单位受贿罪。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经济往来中，在账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

的，以单位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单位受贿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的；    

２、单位受贿数额不满１０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１）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２）强行索取财物的；     

（３）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五）行贿案（第３８９条、第３９０条）    

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

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行贿数额在１万元以上的；    

２、行贿数额不满１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１）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    

（２）向３人以上行贿的；    

（３）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行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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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已获得不正当利益的，

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六）对单位行贿案（第３９１条）    

对单位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财物，或者在

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上述单位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个人行贿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２０万元以上的；    

２、个人行贿数额不满１０万元、单位行贿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不满２０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１）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    

（２）向３个以上单位行贿的；    

（３）向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行贿的；    

（４）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七）介绍贿赂案（第３９２条）    

介绍贿赂罪是指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    

“介绍贿赂”是指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介绍个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２万元以上的；介绍单位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２０万元以

上的；    

２、介绍贿赂数额不满上述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１）为使行贿人获取非法利益而介绍贿赂的；    

（２）３次以上或者为３人以上介绍贿赂的；    

（３）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介绍贿赂的；    

（４）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八）单位行贿案（第３９３条）    

单位行贿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

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单位行贿数额在２０万元以上的；    

２、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不满２０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１）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     

（２）向３人以上行贿的；     

（３）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行贿的；  

（４）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规定关于个人行

贿的规定立案，追究其刑事责任。    

（九）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第３９５条第１款）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而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

源是合法的行为。 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３０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十）隐瞒境外存款案（第３９５条第２款）    

隐瞒境外存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故意隐瞒不报在境外的存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涉嫌隐瞒

境外存款，折合人民币数额在３０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十一）私分国有资产案（第３９６条第１款）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

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 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累计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十二）私分罚没财物案（第３９６条第２款）    

私分罚没财物罪是指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违反国家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以单位名义集体私

分给个人的行为。    

涉嫌私分罚没财物，累计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应予立案。 二、渎职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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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滥用职权案（第３９７条）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

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造成死亡１人以上，或者重伤２人以上，或者轻伤５人以上的；    

２、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２０万元以上的；    

３、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的；    

４、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５、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６、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二）玩忽职守案（第３９７条）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

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以立案：    

１、造成死亡１人以上，或者重伤３人以上，或者轻伤 10 人以上的；    

２、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３０万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３０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超过１００万元的；    

３、徇私舞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２０万元以上的；    

４、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的；    

５、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６、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巨额外汇被骗或者逃汇的；    

７、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８、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三）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第３９８条）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故意使国家秘密被

不应知悉者知悉，或者故意使国家秘密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围，情节严重的行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泄露绝密级或机密级国家秘密的；    

２、泄露秘密级国家秘密３项以上的；    

３、向公众散布、传播国家秘密的；    

４、泄露国家秘密已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５、利用职权指使或者强迫他人违反国家保守秘密法的规定泄露国家秘密的；    

６、以牟取私利为目的泄露国家秘密的；    

７、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犯罪行为的立案标准参照上述标准执

行。  

（四）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案（第３９８条）    

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过失泄露国家秘密，

或者遗失秘密文件，致使国家秘密被不应知悉者知悉或者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围，情节严重的行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泄露绝密级国家秘密的；    

２、泄露机密级国家秘密３项以上的；    

３、泄露秘密级国家秘密３项以上，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４、泄露国家秘密或者遗失秘密文件不如实提供有关情况的；    

５、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犯罪行为的立案标准参照上述标准执

行。    

 

（五）枉法追诉、裁判案（第３９９条）    

枉法追诉、裁判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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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对明知是无罪的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背法律的手段，以追究刑事责任为

目的进行立案、侦查（含采取强制措施）、起诉、审判的；    

２、对明知是有罪的人，即对明知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

瞒事实、违背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侦查（含采取强制措施）、起诉、审判的；    

３、在立案后，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应该采取强制措施而不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虽然采取强制措施，但无正

当理由中断侦查或者超过法定期限不采取任何措施，实际放任不管，以及违法撤销、变更强制措施，致使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实际脱离司法机关侦控的；    

４、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判决、裁定，即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或者重罪轻

判、轻罪重判的；    

５、其他枉法追诉、不追诉、枉法裁判行为。    

（六）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案（第３９９条）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是指审判人员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

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枉法裁判，致使公民财产损失或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损失重大的；    

２、枉法裁判，引起当事人及其亲属自杀、伤残、精神失常的；    

３、伪造有关材料、证据，制造假案枉法裁判的；    

４、串通当事人制造伪证，毁灭证据或者篡改庭审笔录而枉法裁判的；  

５、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七）私放在押人员案（第４００条第１款）    

私放在押人员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私放在押（包括在羁押场所和押解途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的

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私自将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放走，或者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将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罪犯放走的；    

２、伪造、变造有关法律文书，以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的；    

３、为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通风报信、提供条件，帮助其脱逃的；    

４、其他私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行为。    

（八）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案（第４００条第２款）    

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在押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致使依法可能判处或者已经判处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

的；    

２、３次以上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或者一次致使３名以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的；    

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以后，打击报复控告人、检举人、被害人、证人和司法工作人员等，或者

继续犯罪，危害社会的；  

４、其他致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九）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第４０１条）    

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

的罪犯予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刑罚执行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捏造事实，伪造材料，违法报

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    

２、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以及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为徇私情、私利，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910 页 共 3277 页 

条件的罪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申请，违法裁定、决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    

３、不具有报请、裁定或决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权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徇私情、私利，

伪造有关材料，导致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被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 ４、其他违

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行为。    

（十）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第４０２条）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徇私情、私利，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对依法应当

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对依法可能判处３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案件不移交的；    

２、３次以上不移交犯罪案件，或者一次不移交犯罪案件涉及３名以上犯罪嫌疑人的；    

３、司法机关发现并提出意见后，无正当理由仍然不予移交的；    

４、以罚代刑，放纵犯罪嫌疑人，致使犯罪嫌疑人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５、行政执法部门主管领导阻止移交的；    

６、隐瞒、毁灭证据，伪造材料，改变刑事案件性质的；    

７、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牟取本单位私利而不移交刑事案件，情节严重的；  

８、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十一）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案（第４０３条）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 罪是指工商行政管理、人民银

行、证券管理等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

或者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予以批准或者登记，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以及上

级部门、当地政府强令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工商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违法予以批准、登记，严重扰乱

市场秩序的；    

２、金融证券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违法予以批准，严重损

害公众利益，或者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  ３、工商管理部门、金融证券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法律规定

条件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或者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违法予以批准或者登记，致使犯罪行为得逞的；    

４、上级部门强令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司设立、登记

申请或者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予以批准或者登记，致使公共财产、国家或者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５、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十二）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第４０４条）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 罪是指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徇私

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为徇私情、私利，违反规定，对应当征收的税款擅自决定停征、减征或者免征，或者伪造材料，隐瞒情况，

弄虚作假，不征、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１０万元以上的；  

２、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不满１０万元，但具有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或者其他恶劣情节的。    

（十三）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案（第４０５条第１款）    

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是指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办理发售发

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工作中徇私舞弊，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为徇私情、私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对不应发售的发票予以

发售，对不应抵扣的税款予以抵扣，对不应给予出口退税的给予退税，或者擅自决定发售不应发售的发票、抵扣不

应抵扣的税款、给 予出口退税，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１０万元以上的；  

２、徇私舞弊，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不满１０万元，但具有索取、收受贿赂或者其他恶劣情节的。    

（十四）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案（第４０５条第２款）   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是指海关、商检、外

汇管理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在提供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等出口退税凭证的工作中徇私

舞弊，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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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为徇私情、私利，违反国家规定，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提供不真实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

收汇核销单等出口退税凭证，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１０万元以上的；  

２、徇私舞弊，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不满１０万元，但具有索取、收受贿赂或者其他恶劣情节的。    

（十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第４０６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

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３０万元以上的；  

２、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十六）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案（第４０７条）    

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是指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

采伐许可证或者违反规定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情节严重，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允许采伐数量累计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导致林木被伐数量超过１０立方米的；    

２、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导致林木被滥伐２０立方米以上的；    

３、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导致珍贵树木被滥伐的；    

４、批准采伐国家禁止采伐的林木，情节恶劣的；  

５、其他情节严重，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形。    

（十七）环境监管失职案（第４０８条）    

环境监管失职罪是指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环境

保护监管职责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３０万元以上的；    

２、造成人员死亡１人以上，或者重伤３人以上，或者轻伤１０人以上的；    

３、使一定区域内的居民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危害的；    

４、其他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情形。    

（十八）传染病防治失职案（第４０９条）    

传染病防治失职罪是指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

传染病防治监管职责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导致甲类传染病传播的；    

２、导致乙类、丙类传染病流行的；    

３、因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造成人员死亡或者残疾的；    

４、因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  

５、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十九）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案（第４１０条） 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

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滥用职权，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一次性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０．６７公顷（１０亩）以上，或者其他耕地２公顷（３０亩）以上，

或者其他土地３．３３公顷（５０亩）以上的；    

２、十二个月内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累计达到上述标准的；    

３、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数量虽未达到上述标准，但接近上述标准且导致被非法批准征用、占用的土地或

者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或者造成有关单位、个人直接经济损失２０万元以上的；  

４、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引起纠纷，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二十）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案（第４１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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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滥用职权，非法低价出

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非法低价（包括无偿）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２公顷（30 亩）上，并且价格低于规定的最低价格的６０％的；    

２、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数量虽未达到上述标准，但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价值２０万元以上或者

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的；  

３、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引起纠纷，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二十一）放纵走私案（第４１１条）    

放纵走私罪是指海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放纵走私，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放纵走私犯罪的；    

２、因放纵走私致使国家应收税额损失累计达１０万元以上的；    

３、３次以上放纵走私行为或者一次放纵３起以上走私行为的；    

４、因收受贿赂而放纵走私的。    

（二十二）商检徇私舞弊案（第４１２条第１款）    

商检徇私舞弊罪是指国家商检部门、商检机构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伪造检验结果的行为。    

国家商检部门、商检机构的工作人员涉嫌在商品检验过程中，为徇私情、私利，对报检的商品采取伪造、变造

的手段对商检的单证、印章、标志、封识、质量认证标志等作虚假的证明或者出具不真实的结论，包括将送检的合

格商品检验为不合格，或者将不合格检验为合格等行为的，应予立案。    

（二十三）商检失职案（第４１２条第２款）    

商检失职罪是国家商检部门、商检机构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检验的物品不检验，或者延误检验出

证、错误出证，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因不检验或者延误检验出证、错误出证，致使依法进出口商品不能进口或者出口，导致合同、订单被取消，

或者外商向我方索赔或影响我方向外商索赔，直接经济损失达３０万元以上的；    

２、因不检验或者延误检验出证、错误出证，致使不合格商品进口或者出口，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  

３、３次以上不检验或者延误检验出证、错误出证，严重影响国家对外经贸关系或者国家声誉的。    

（二十四）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案（第４１３条第１款）    

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是指国家检验检疫部门及检验检疫机构中从事动植物检疫工作的人员徇私舞弊，伪造检

疫结果的行为。    

国家检验检疫部门及检验检疫机构中从事动植物检疫工作的人员涉嫌在动植物检疫过程中，为徇私情、私利，

采取伪造、变造的手段对检疫的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等作虚假的证明或出具不真实的结论，包括将合格检为不

合格，或者将不合格检为合格等行为的，应予立案。     

（二十五）动植物检疫失职案（第４１３条第２款）    

动植物检疫失职罪是指国家检验检疫部门及检验检疫机构中从事动植物检疫工作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

检疫的检疫物不检疫，或者延误检疫出证、错误出证，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因不检疫或者延误检疫出证、错误出证，致使依法进出口的动植物不能进口或者出口，导致合同、订单被

取消，或者外商向我方索赔或影响我方向外商索赔，直接经济损失达３０万元以上的；    

２、因不检疫或者延误检疫出证、错误出证，导致重大疫情发生、传播或者流行的；    

３、因不检疫或者延误检疫出证、错误出证，导致疫情发生，造成人员死亡或者残疾的； ４、３次以上不检

疫或者延误检疫出证、错误出证，严重影响国家对外经贸关系和国家声誉的。    

（二十六）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案（第４１４条）    

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是指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负有追究责任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

术监督等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追究职责，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放纵制售假药、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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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放纵依法可能判处３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的；    

３、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不履行追究职责，致使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得以继续的；    

４、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不履行追究职责，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  

５、３次以上不履行追究职责，或者对３个以上有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履行追究职

责的。    

（二十七）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境证件案（第４１５条）    

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境证件罪是指负责办理护照、签证以及其他出入境证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明

知是企图偷越国（边）境的人员，予以办理出入境证件的行为。 负责办理护照、签证以及其他出入境证件的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在办理护照、签证以及其他出入境证件的过程中，对明知是企图偷越国（边）境的人员而予以办

理出入境证件的，应予立案。    

（二十八）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案（第４１５条）    

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是指边防、海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明知是偷越国（边）境的人员予以放行的行

为。 边防、海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对明知是偷越国（边）境的人员而予以放行的，应

予立案。    

（二十九）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案（第４１６条第１款）    

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是指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公安、司法等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接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及其家属的解救要求或者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

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因不进行解救，导致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及其亲属伤残、死亡、精神失常的；    

２、因不进行解救，导致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被转移、隐匿、转卖，不能及时解救的；    

３、３次以上或者对３名以上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的； ４、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

进行解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十）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案（第４１６条第２款）    

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是指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公安、司法等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利用职权，禁止、阻止或者妨碍有关部门、人员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的；    

２、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拐卖、绑架者或者收买者通风报信，妨碍解救工作正常进行的；  

３、其他利用职务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的行为。    

（三十一）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第４１７条）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是指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司法及公安、国家安全、海关、税务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

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为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向犯罪分子及其亲属泄漏有关部门查禁犯罪活动的部署、人员、措施、时间、地

点等情况的；    

２、为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向犯罪分子及其亲属提供交通工具、通讯设备、隐藏处所等便利条件的；    

３、为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向犯罪分子及其亲属泄漏案情，帮助、指示其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及串供、翻

供的；  

４、其他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    

（三十二）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案（第４１８条）    

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招收公务员、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招收的学生工

作中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徇私情、私利，利用职务便利，伪造、变造人事、户口档案、考试成绩等，弄虚作假招收公务员、学生的；    

２、徇私情、私利，３次以上招收或者一次招收３名以上不合格的公务员、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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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因招收不合格的公务员、学生，导致被排挤的合格人员或者其亲属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的；    

４、因徇私舞弊招收公务员、学生，导致该项招收工作重新进行的；  

５、招收不合格的公务员、学生，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十三）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案（第４１９条）    

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后果严重

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导致国家一、二、三级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    

２、导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损毁的；    

３、其他后果严重的情形。  

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 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案件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案（第２３８条）    

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禁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非法拘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非法拘禁持续时间超过２４小时的；    

２、３次以上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一次非法拘禁３人以上的；    

３、非法拘禁他人，并实施捆绑、殴打、侮辱等行为的；    

４、非法拘禁，致人伤残、死亡、精神失常的；    

５、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６、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无辜的人而非法拘禁的。     

（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搜查案（第２４５条）    

非法搜查罪是指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的行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非法搜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手段恶劣的；    

２、非法搜查引起被搜查人精神失常、自杀或者造成财物严重损坏的；    

３、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与涉嫌犯罪无关的人身、场所非法搜查的； ４、３次以上或者对３人（户）以上

进行非法搜查的。    

（三）刑讯逼供案（第２４７条）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手段残忍、影响恶劣的；    

２、致人自杀或者精神失常的；    

３、造成冤、假、错案的；    

４、３次以上或者对３人以上进行刑讯逼供的；  

５、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刑讯逼供的。    

（四）暴力取证案（第２４７条）    

暴力取证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以暴力逼取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手段残忍、影响恶劣的；    

２、致人自杀或者精神失常的；    

３、造成冤、假、错案的；    

４、３次以上或者对３人以上进行暴力取证的；  

５、授意、指使、强迫他人暴力取证的。    

（五）虐待被监管人案（第２４８条）    

虐待被监管人罪是指监狱、拘留所、看守所、拘役所、劳教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

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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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造成被监管人轻伤的；    

２、致使被监管人自杀、精神失常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３、对被监管人３人以上或３次以上实施殴打、体罚虐待的； 

４、手段残忍、影响恶劣的；  

５、指使被监管人殴打、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六）报复陷害案（第２５４条）    

报复陷害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打击报复、

陷害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致使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的；    

２、致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的；  

３、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的。    

（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破坏选举案（第２５６条）    

破坏选举罪是指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

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编造选举结果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

的行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破坏选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１、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手段，妨害选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致使

选举无法正常进行或者选举结果不真实的； ２、以暴力破坏选举场所或者选举设备，致使选举无法正常进行的；    

３、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产生不真实的选举结果或者强行宣布合法选举无效、非法选举有效的；    

４、聚众冲击选举场所或者故意扰乱选举会场秩序，使选举工作无法进行的。  

四、附 则    

（一）本规定中每个罪案名称后所注明的法律条款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的有关条款。    

（二）本规定中有关犯罪数额“不满”，是指接近该数额且已达到该数额的百 分之八十以上。    

（三）本规定中的“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与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而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间接

经济损失”，是指由直接经济损失引起和牵连的其他损失，包括失去的在正常情况下可能获得的利益和为恢复正常

的管理活动或者挽回所造成的损失所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    

（四）本规定中有关挪用公款罪案中的“非法活动”，既包括犯罪活动，也包括其他违法活动。    

（五）本规定中有关贿赂罪案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

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六）本规定中有关私分国有资产罪案中的“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依法取得认定的，或者国家以各种形式对

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国家向行政事业单位拨款等形成的资产。  

（七）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规定发布前有关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的立案标准，与本规定有重

复或者不一致的，适用本规定。 

 

(一)滥用职权案(第 397 条)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

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死亡 1 人以上，或者重伤 2 人以上，或者轻伤 5 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 万元以上的； 

3、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的； 

4、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5、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6、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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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玩忽职守案(第 397 条)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

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死亡 1 人以上，或者重伤 3 人以上，或者轻伤 10 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30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0 万元的； 

3、徇私舞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 万元以上的； 

4、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的； 

5、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6、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巨额外汇被骗或者逃汇的； 

7、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8、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三)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第 398 条) 

 

(十)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第 402 条)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徇私情、私利，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对依法应当

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对依法可能判处 3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案件不移交的； 

2、三次以上不移交犯罪案件，或者一次不移交犯罪案件涉及 3 名以上犯罪嫌疑人的； 

3、司法机关发现并提出意见后，无正当理由仍然不予移交的； 

4、以罚代刑，放纵犯罪嫌疑人，致使犯罪嫌疑人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行政执法部门主管领导阻止移交的； 

6、隐瞒、毁灭证据，伪造材料，改变刑事案件性质的； 

7、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牟取本单位私利而不移交刑事案件，情节严重的； 

8、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8.3.12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17 号 2007 年 3 月 23 日） 

http://www.gov.cn/zwgk/2007-04/02/content_569314.htm  

http://www.mee.gov.cn/gzfw_13107/zcfg/hjjzc/gjfbdjjzcx/hjxyzd/201606/t20160623_355206.shtml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 

建 设 的 若 干 意 见 

国办发〔2007〕1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国务院

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工作。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

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2007 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

会议进一步提出，以信贷征信体系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

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当前，恶意拖欠和逃废银行债务、逃骗偷税、商业欺诈、制假售假、非法集资等现象屡禁不止，加快建设社会信用

体系，对于打击失信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群众权益，

推进政府更好地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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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一些部门和地区相继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总体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新的形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必须

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加强协调，确保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顺利进行。 

    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基本原则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法

制为基础，信用制度为核心，以健全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坚持“统筹规划、分类

指导，政府推动、培育市场，完善法规、严格监管，有序开放、维护安全”的原则，建立全国范围信贷征信机构与

社会征信机构并存、服务各具特色的征信机构体系，最终形成体系完整、分工明确、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社会信

用体系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 

    结合我国实际，明确长远目标、阶段性目标和工作重点，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政策，有计划、分步骤地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加大组织协调力度，促进信用信息共享，整合信用服务资源，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

信用服务体系。要坚持从市场需求出发，积极培育和发展信用服务市场，改善外部环境，促进竞争和创新。要抓紧

健全法律法规，理顺监管体制，明确监管责任，依法规范信用服务行为和市场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按

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促进信用服务行业发展，满足市场需要，维护

国家信息安全。 

    三、完善行业信用记录，推进行业信用建设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社会信用关系发展的基

础，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相适应。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针对我国市场经济秩序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

信用记录，推进行业信用建设。 

    行业信用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企业和个人自律，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具有

重要作用。要依托“金税”、“金关”等管理系统，完善纳税人信用数据库，建立健全企业、个人偷逃骗税记录。要

实行合同履约备案和重大合同鉴证制度，探索建立合同履约信用记录，依法打击合同欺诈行为。要依托“金质”管

理系统，推动企业产品质量记录电子化，定期发布产品质量信息，加强产品质量信用分类管理。要继续推进中小企

业信用制度建设和价格信用建设。要发挥商会、协会的作用，促进行业信用建设和行业守信自律。国务院有关部门

要根据职责分工和实际工作需要，抓紧研究建立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实行内部信用分类管理，健全负面信息披露制

度和守信激励制度，提高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水平。各部门要积极配合，及时沟通情况，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制度，

逐步建设和完善以组织机构代码和身份证号码等为基础的实名制信息共享平台体系，形成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

真正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 

    四、加快信贷征信体系建设，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是社会信用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和使用者。要以信贷征信体系建

设为切入点，进一步健全证券业、保险业及外汇管理的信用管理系统，加强金融部门的协调和合作，逐步建立金融

业统一征信平台，促进金融业信用信息整合和共享，稳步推进我国金融业信用体系建设。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支

持信贷征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利用其信用信息资源，加强信用建设和管理。信贷征信机构要依法采集企业和

个人信息，依法向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征信服务。 

    五、培育信用服务市场，稳妥有序对外开放 

    要加大诚实守信的宣传教育力度，培育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树立良好的社会信用风尚。要鼓励扩大信用产品

使用范围，培育信用服务市场需求，支持信用服务市场发展。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培育和发展种类齐全、功能互

补、依法经营、有市场公信力的信用服务机构，依法自主收集、整理、加工、提供信用信息，鼓励信用产品的开发

和创新，满足全社会多层次、多样化、专业化的信用服务需求。 

    政府信息公开是信用服务市场发展的基础。各部门、各地区在保护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

要依法公开在行政管理中掌握的信用信息。地方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推进本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利用信贷、

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改善地方信用环境，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本

着节约高效、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探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方式和途径。 

    在严格监管、完善制度、维护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循序渐进、稳步适度地开放信用服务市场，引进国外先进

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一般例外及安全例外的原则，基础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信用服务中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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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息保护要求高的领域不予开放。 

    六、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组织领导 

    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体系，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保障。要按照信息共享，公平竞争，有利于公共服

务和监管，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的要求，制定有关法律法规。要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的原则，促进信用服务行业健康

发展。要严格区分公共信息和企业、个人的信用信息，妥善处理好信息公开与依法保护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

信息安全的关系，切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要加快信用服务行业国家标准化建设，形成完整、科学的信用标准体

系。 

    透明高效的监管体制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为加强统筹协调，由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建立国务院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指导推进有关工作。按照统一领导、综合监管的原则，根据具体业务范围和各

部门的职责分工，分别指定有关部门具体负责日常监管，落实监管责任。有关部门要依法严格市场准入，监督和管

理信用服务机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维护市场秩序，防止非法采集和滥用信用信息，促进社

会信用体系和信用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8.3.129）《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9〕27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

院办公厅 2009 年 08 月 19 日） 

http://www.gov.cn/jrzg/2009-08/19/content_1396828.htm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9893032.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0910/t20091019_195990.html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９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的意见》全文如下：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的通

知》（中发〔２００８〕９号）的有关要求，规范工程建设领域市场交易行为和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维护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反腐倡廉建设，现就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认真治理工程建设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工程建设市场不断健全，监管

体制日益完善，钱权交易、商业贿赂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

我国工程建设领域依然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一是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插手干预工程建设，索贿受贿；二是一些部

门违法违规决策上马项目和审批规划，违法违规审批和出让土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提高建筑容积率；三是一些

招标人和投标人规避招标、虚假招标，围标串标，转包和违法分包；四是一些招标代理机构违规操作，有的专家评

标不公正；五是一些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违规征地拆迁、损害群众利益、破坏生态环境、质量和安全责任不落实；

六是一些地方违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原则，乱上项目，存在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

和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豆腐渣”工程。上述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破坏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妨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为此，中央决定，用２年左右的时间，集中开

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采取措施，加大

治理力度，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推动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深入开展，促进工程

建设项目高效、安全、廉洁运行，保证中央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维护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促进科学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二、治理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阶段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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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要求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紧紧围绕扩大内需、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等任务，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为重点，以改革创新、科学务实的精神，坚持围绕

中心、统筹协调，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坚持集中治理与加强日常监管相结合，着力解决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

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二）主要任务 

    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活动，促进招标投标市场健康发展；进一步落实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制度，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进一步推进决策和规划管理工作公开透明，确保规划和项目审批依法实施；进一

步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行政行为、市场行为更加规范；进一步深化有关体制机制制度改革，建立规范的工程建设市

场体系；进一步落实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责任制，确保建设安全。 

    （三）阶段性目标 

    工程建设领域市场交易活动依法透明运行，统一规范的工程建设有形市场建立健全，互联互通的诚信体系初

步建立，法律法规制度比较完善，相关改革不断深化，工程建设健康有序发展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领导干部违法

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的行为受到严肃查处，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势头得到进一步遏制。 

    三、治理工作的重点和主要措施 

    （一）认真进行排查，找准突出问题 

    深入开展自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认真查找项目决策、城乡规划审批、项

目核准、土地审批和出让、环境评价、勘察设计和工程招标投标、征地拆迁、物资采购、资金拨付和使用、施工监

理、工程质量、工程建设实施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开展自查，摸清存在

问题的底数，掌握涉及问题单位和人员的基本情况。 

    深刻分析原因。针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从主观认识、法规制度、权力制约、行政监管、市场环境等方面，

分析产生的根源，查找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提出改进的措施和办法，明确治理工作的目标和责任要求，增强治

理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和实效性。 

    严肃自查纪律。对不认真自查的地方和部门，要加强督导；对拒不自查、掩盖问题或弄虚作假的，要严肃处

理。对自查出的违纪问题，要根据情节轻重、影响大小等作出处理。对虽有问题但能主动认识和纠正的，可以按照

有关规定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各地区各部门要将自查情况书面报告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适时对自查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二）加大监管力度，增强监管效果 

    突出监管重点。着重加强项目建设程序的监管，严格执行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管理程序，规范项目决

策，科学确定项目规模、工程造价和标准，认真落实开工报告制度、施工许可证制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确保

工程项目审批和建设依法合规、公开透明运行。着重加强对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管，规范招标方式确定、招标文件编

制、资格审查、标段划分、评标定标、招标代理等行为，改进和完善评标办法，确保招标投标活动公开、公平、公

正。着重加强土地、矿产供应及开发利用情况的监管，完善土地及矿业权审批、供应、使用等管理的综合监管平台。

着重加强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定和实施监管，严格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制定和修改程序。着重加强项目建设实施过程监

管，严格依法征地拆迁，坚持合理工期、合理标价、合理标段，严格合同订立和履约，规范设计变更，科学组织施

工，加强资金管理，控制建设成本，禁止转包和违法分包。着重加强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管，落实工程质量和安全生

产领导责任制，进一步完善质量与安全管理法规制度，明确质量标准，细化安全措施，强化施工监理，防止重、特

大质量与安全事故的发生。 

    落实监管职责。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的监管，认真履行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项目

管理、资金使用和实施效果等方面的职责。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城乡建设、

安全监管等有关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对项目决策、资金安排和管理、土地及矿业权审批和出让、节

能评估审查、环境影响评价、城乡规划审批、安全生产等环节的行政管理职责。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

乡建设、交通运输、铁道、水利、电监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重点做好对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管。财政、审计部门

要重点做好对政府投资项目资金和国有企业投资项目资金的监管，确保资金规范、高效、安全、廉洁使用。对因监

管不力、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以及行政过失等失职渎职行为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单位领导和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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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 

    创新监管方式。充分发挥招标投标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健全招标投标行政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加强对招标投标从业机构和人员的规范管理。加大工程建设项目行政执法力度。组织实施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的跟

踪审计。积极推进项目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和扁平化管理。发挥工程监理机构的专业监督作用，加强工程建设

质量和安全生产的过程监管。推行管理骨干基本固定、劳务用工相对灵活、职责明确、高效运作的劳务管理模式。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加强对工程建设领域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三）深化体制改革，创新机制制度 

    加快改革步伐。加强重大项目决策管理，推行专家评议和论证制度、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发布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抓紧研究起草政府投资条例、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继续做好《标准施工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标准施工

招标文件》贯彻实施工作，加快编制完成行业标准文件，实现招标投标规则统一。不断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

加强工程项目政府采购管理。科学编制、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严格土地使用权、矿业

权出让审批管理。制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办法，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提

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落实度。 

    加强市场建设。按照政府建立、规范管理、公共服务、公平交易的原则，坚持政事分开、政企分开，打破地

区封锁和行业垄断，整合和利用好各类有形建筑和建设市场资源，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工程建设有形市场，为工程

交易提供场所，为交易各方提供服务，为信息发布提供平台，为政府监管提供条件。按规定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

目要实行统一进场、集中交易、行业监管、行政监察。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土地、矿业权等要素市场，大力推进土

地市场、矿业权市场建设，探索显化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转让市场的有效形式，规范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市场交易

行为。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积极推行电子化招标投标。加强评标专家库管理，提高专家的职业道德

水平。制定全国统一的评标专家分类标准和专家管理办法。加强中介组织管理，严格土地使用权、矿业权价格评估

的监管，规范招标代理行为。 

    健全诚信体系。完善工程建设领域信誉评价、项目考核、合同履约、黑名单等市场信用记录，整合有关部门

和行业信用信息资源，建立综合性数据库。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平台，逐步形成全国互联互通的工程建设领域诚信体

系，实现全行业诚信信息共建共享，并将相关信用信息纳入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建立健全失信惩戒制

度和守信激励制度，严格市场准入。 

    （四）加大办案力度，坚决惩治腐败 

    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要坚决查办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重点查办

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插手干预城乡规划审批、招标投标、土地审批和出让以谋取私利甚至索贿受

贿的大案要案。严厉查处违法违规审批立项，规避和虚假招标，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土地，擅自变更规划和设计、

改变土地用途和提高容积率，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等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查处在工程项目规划、立项审批中因违反决

策程序或决策失误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案件。依法查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严肃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既要坚决惩处受贿行为，又要严厉惩处行贿行为。坚决杜绝瞒案不报、压案不查的行为。 

    积极拓宽案源渠道。充分发挥各级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等机关和部门信访举报系统的作用，形成有效的举

报投诉网络，健全举报投诉处理机制。注重在审计、财政监察、项目稽察、执法监察、专项检查、案件调查和新闻

媒体报道中发现案件线索，深挖工程质量问题和安全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 

    健全办案协调机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审计部门和金融机构等要加强协作配合，完善情况通报、

案件线索移送、案件协查、信息共享机制，形成查办案件的合力。对涉嫌犯罪案件，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深入剖析大案要案，严肃开展警示教育，认真查找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和

漏洞，做到查处一起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一套制度。 

    四、加强对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 

    成立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央纪委牵头，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

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务院国资委、工商总局、安全监管总局、国务院法制办、电监会等为成员单位。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承担日常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把治理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工作

日程，认真完成职责范围内的任务。各职能部门主要领导同志负总责，确定１名领导同志具体负责，落实责任分工。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组织协调，会同有关部门作出总体部署，搞好任务分解，推动工作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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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沟通情况，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本意见的具体方案，确定治理重点，明确目标任务、工作进度、

方式方法和时间要求。要深入排查问题、认真进行整改，完善体制机制制度，分阶段、有步骤地落实好专项治理工

作的各项任务。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适时组织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抽查。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将专项治理工作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相结合，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

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将专项治理工作与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相结

合，依法查处工程建设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要将专项治理工作与推进政务

公开相结合，利用政府门户网站建立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平台，向社会公示项目建设相关信息，明确审批流程，及时

公布审批结果，实行行政审批电子监察。要将专项治理工作与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相结合，大力加强部门

和行业作风建设，着力解决工程建设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开展分类指导，督促工作落实。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解决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总结经验，推动工作。对组织领导不到位、方法措施不得力、治理效果不明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要提出整

改要求，重点督查，限期整改，确保治理工作达到预期目标。 

 

 

8.3.130）《关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监理企业履行质量责任加强监督的若干意见》（建质[2003]167 号 中国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3 年 08 月 15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7901.html  

索 引 号：  000013338/2003-00010  主题信息：  建筑市场,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生成日期：  2003 年 08 月 15 日 

文件名称：  关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监理企业履行质量责任加强监督的若干意见  有  效  期 ： 

 2016 年 02 月 18 日 失效 

文  号：  建质[2003]167 号  主 题 词：   

废改立情况： 

 

依据《关于宣布失效一批住房城乡建设部文件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第 1041 号）失

效 

关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监理企业履行质量责任加强监督的若干意见   

关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监理企业履行质量责任加强监督的若干意见 

建质[2003]167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了加强对工程监理企业履行质量责任行为的监督，确保建设工程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提出以下若干意见。  

  一、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以下统称监督机构)在监督工作中，应严格依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程序加强对监理企业履行质量责任行为的监督。  

  上述监理企业履行质量责任行为，是指监理企业受建设单位委托在建设工程施工全过程中，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技术标准以及设计文件、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和监理合同，对工程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

任的行为。  

  二、监督机构应在工程开工时核查工程项目监理机构的组成和人员资格情况： 

  （一）监理企业履行监理合同时，必须按工程项目建立项目监理机构，且有专业配套的监理人员，数量应

符合监理合同的约定；  

  （二）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应有监理企业法人代表出具的委托书，其负责监理的项目数量不得超过有关规定； 

  （三）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和现场监理工程师应持有规定的资格证书或岗位证书。 

  三、监督机构应根据《建设工程监理规范》核查工程项目监理规划及监理实施细则。重点核查按照《建设

工程监理规范》、《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旁站监理管理办法（试行）》所确定的旁站监理的关键部位和工序，以及旁站

监理的程序、措施及职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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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监督机构应抽查监理工程师对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部质量保证体系审查的记录及其他有关文件，以核查

监理企业对施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审查的情况。  

  五、监督机构应抽查旁站监理记录，将监理工程师的检查结论与现场抽查的实际情况对比，以核查监理企

业履行旁站监理责任的情况。  

  六、监督机构应抽查以下主要监理资料，以核查监理企业根据工程项目监理规划及监理实施细则，对施工

过程进行质量控制的情况：  

  1、监理企业签认的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会议纪要； 

  2、监理企业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确保关键部位和工序工程质量措施的审查记录； 

  3、监理企业签认的工程材料进场报验单、施工测量放线报验单和隐蔽工程检查记录； 

  4、监理企业对施工企业试验室考核的记录，以及有关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记录； 

  5、监理企业签认的工程项目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

记录； 

  6、监理企业对单位（子单位）工程的质量评估报告。 

  七、监理企业应将在工程监理过程中发现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工程检测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以及其他不严格履行其质量责任的行为，及时发出整改通知或责令停工；制止无效的，应报告监督机构。监督机构

接到报告后，应及时进行核查并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八、监督机构应支持监理企业履行监理职责。监督机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施工单位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将

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在工程上使用或安装的；上道工序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的；不按

照监理企业下达的有关施工质量缺陷整改通知及时整改的，要责令改正，并将其行为作为不良记录内容予以记录和

公示。  

  九、监督机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建设单位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即进行竣工验收的，要责令其重新组织验

收。已经交付使用的要停止使用。  

  十、对监理企业在工程监理过程中不履行其质量责任的行为，监督机构应责令整改，并作为不良记录内容

予以记录和公示，作为企业资质年检的重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8.3.131）《江西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赣建建字[2000]22 号  

江西省建设厅  2000-7-31） 

http://www.chinalawedu.com/falvfagui/fg22598/100605.shtml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的管理，健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制度，根据国务院《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规、规

章，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改建的各类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统称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适用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简称备案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

理工作。 

  第四条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按《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实行分级管理。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的工程项目，其竣工验收备案的具体工作暂委托省建设工程质监总站负责。

省建设工程质监总站应当设置专门的备案管理科（室）并配备专人，确保质量监督和备案管理相分离。 

  设区的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自行确定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部门；如

委托质监部门负责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的，应当确保质量监督和备案管理相分离。 

  第五条 备案机关应刻制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专用章，分别为江西省建设厅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专用章、××

市、县建设局（建管局、建工建材局、建工局）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专用章，专门用于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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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从事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的工作人员，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 5 年以上建设工程管理或 3 年以上质量管理工作经历； 

  （二）具有建设工程系列工程师职称 5 年以上； 

  （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第七条 工程开工前，应当办理以下手续： 

  （一）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施工图纸已经有资格的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合格，并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

发的审查批准书； 

  （二）设计图纸已经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审查认可； 

  （三）依法应当采用招投标方式发包的工程进行了招投标并办理了备案手续； 

  （四）必须实行监理的工程已办理委托监理手续； 

  （五）已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六）取得了施工许可证；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办理的其他手续。 

  第八条 工程施工中，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企业应当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标准进行严格的质量管理；各类资料（含各项结构件制作、施工隐蔽检查记录及中间检查记录）齐全并符

合规定要求；有关各方的责任人员签证手续完备。 

  第九条 工程竣工后，应当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按以下程序进

行： 

  （一）勘察单位完成勘察合同内容后出具的勘察报告，必须经勘察单位的总工（技术负责人）审核，并签

名、加盖单位公章； 

  （二）施工企业按承包合同规定的内容施工完毕，由企业总工（技术负责人）组织有关人员对工程（含分

包项目）进行全面自检；经自检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和设计图纸要求的，由企业法人代表、技术负责人分别签

署"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定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三）设计单位总工（技术负责人）组织本单位有关专业人员对竣工工程进行检查；经检查符合设计要求，

由总工（技术负责人）和该项目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 

  （四）监理单位由总监组织有关专业人员对工程进行全面检查；经检查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设计要求，

由总监签署工程监理质量评估意见和质量评定文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五）建设单位在各有关单位检查合格的基础上，组织监理、勘察、设计、施工等有关单位进行工程竣工

验收；经验收符合要求的，由建设单位工程负责人签署验收文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竣工工程技术资料应完整、有效，并整理成册。 

  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向备案机关或者其委托的部门申请办理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申请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应当提交下列文件和资料： 

  （一）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见附表一）。包括工程名称、地点、规模等应当和签订的合同相一致；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见附件二）。包括工程报建日期、施工许可证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批准号，

竣工验收日期，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建设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及验收人员签署的施工验收原始文

件； 

  （三）施工许可证； 

  （四）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 

  （五）单位工程质量综合验收文件，包括地基基础（含桩基）、主体结构等分部分项工程验收记录、单位

工程质量综合评定表； 

  （六）市政基础设施的有关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 

  （七）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八）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九）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资料。 

  商品住宅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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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备案机关或者其委托的部门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资料，经检查验收文

件、资料齐全的，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签署文件收讫；对不符合要求的，责成建设单位通知有关责任方限期

补齐，整改后重新向备案机关或者其委托的部门办理备案。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一式两份，一份由建设单位保存，一份留备案机关或者其委托的部门存档。 

  第十三条 负责工程质量监督的质监部门，在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 5 日内，向备案机关或者其委托的部门

提交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第十四条 备案机关或者其委托的部门在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资料后，应当根据

质监部门的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在 15 日内提出备案处理意见。 

  第十五条 备案机关或者其委托的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规定行为的，应当在收讫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 15 日内，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备案机关责令限期

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将备案机关或者其委托的部门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的工程，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前，

擅自使用的，备案机关责令停止使用，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 建设单位采用虚假证明文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工程竣工验收无效，备案机关责令停止

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备案机关或者其委托的部门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并责令停止使用的工程，建设单位在备案之

前已投入使用或者建设单位擅自继续使用造成使用人损失的，由建设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工程竣工验收文件和有关工程技术资料齐全并符合要求，备案机关或者其委托的部门的工作人

员不办理备案手续的，由备案机关或上级备案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一条 抢险救灾工程、临时性房屋建筑工程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工程，不适用本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 军用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132）《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

（2014 年 4 月 23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423/c99014-24934756.html  

http://www.mva.gov.cn/fuwu/xxfw/qywh/201807/t20180721_14013.html  

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 

来源：新华社 发布时间：2014-04-29 08:00 

（2014 年 4 月 23 日）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属地责任、提高信访工作效能，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推动信访事项及时就地解决，

根据《信访条例》和《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等法规文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要按照《信访条例》“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

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和有关规定，分级受理职责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并按

规定的程序和期限办理。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要高度重视初信初访，及时就地妥善处理信访事项，防止

因受理不及时、办理不到位导致信转访或走访上行。 

  第四条 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子邮件、网上投诉等书面形式。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

出信访事项，应当根据信访事项的性质和管辖层级，到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

提出。首先接谈的机关先行受理，不得推诿。 

  对跨越本级和上一级机关提出的信访事项，上级机关不予受理，并引导来访人以书面或走访形式向依法有权处

理的机关提出，同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下级有关机关。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对来访人反映的信访事项要逐一登记，在规定期限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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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理，并告知来访人。有权处理机关必须向来访人出具是否受理告知书。不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要指明受

理机关。 

  “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按照《信访条例》第二十四条和《国家信访局协调“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工作规

范》明确的原则和程序划分责任、受理办理。 

  第六条 对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

围内的信访事项，以及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

构及其他行政机关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来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 

  第七条 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来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或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

事项的，上级机关不予受理。 

  第八条 来访人对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不服，未提出复查（复核）请求而到上级机关再次走访的，各级

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予受理，并引导来访人走复查（复核）程序。 

  第九条 对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不服，但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期限未请求复查（复核）的，不再受理。 

  已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复查复核机构审核认定办结，或已经复核终结备案并录入全国信访信息系

统的信访事项，来访人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

理。 

  第十条 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部门对应到而未到省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事

项，或者省级相关部门正在处理且未超出法定处理期限的，不予受理；信访事项已经复核终结的，不再受理。 

  第十一条 有权处理机关要在规定期限内办理信访事项，向来访人出具处理意见书，并告知请求复查（复核）

的期限和机关。如需延期办理，应当出具延期告知书。来访人请求复查（复核）的，复查（复核）机关应当书面告

知是否受理，并在规定期限内出具复查（复核）意见书。 

  处理意见书、延期告知书、复查（复核）意见书应当及时送达来访人，并严格履行签收手续。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要及时将信访事项信息及受理、办理环节各项书面文书

统一录入全国信访信息系统，确保程序规范、数据完整、信息共享。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负责督办本级和下级有关行政机关的信访事项受理、办理情况。对

于不按要求登记录入、应受理而未受理、未按规定期限和程序受理办理信访事项、不执行信访事项处理意见，造成

群众越级走访的，按照《信访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予以督办，提出改进建议，并视情通报；情节严重或造成严

重后果的，依据《信访条例》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等法规文件，向有关地方和部门提出责任

追究建议。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要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引导来访人以书面

形式提出信访事项、按照《信访条例》规定的程序逐级走访。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部门要依据《信访条例》

和本办法，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制定实施细则。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信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8.3.133）《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2014 年 2 月 25 日） 

 http://www.gov.cn/jrzg/2014-02/25/content_2621605.htm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225/c64387-24462792.html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4-02-27 08:33 

（2014 年 2 月 25 日）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解决了大量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赢得了群

众拥护，凝聚了党心民心。同时应当看到，一些地方和部门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损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的现象，

引发了大量信访问题，尤其是在征地拆迁、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企业改制、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信访问题比

较突出，群众反映强烈。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信访工作制度改革，解决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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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成果，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现就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 

  （一）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基础性工作，更加注重落实好

各项民生政策，优先保障民生支出。针对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相关政策，全力推动落实。 

  （二）提高科学民主决策水平。完善决策机制和程序，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建立健全人民建议征集

制度，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献计献策。对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要通过举行座谈会、

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充分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把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出台的前置程序和刚性门槛，对决策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进行科学预测、综合研判，确定

风险等级并制定相应的化解处置预案。在评估中要充分听取信访、维稳、综治等部门的意见。健全决策纠错改正机

制，实时跟踪决策实施情况，及时了解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对决策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全面评估决策执行效果，

适时决定是否对决策予以调整或者停止执行。落实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决策规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而造成

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严肃追究决策者的党纪政纪责任，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其

法律责任。 

  （三）坚持依法办事。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强化各级

干部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事务，坚决纠正限制

和干涉群众正常信访活动的错误做法。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防止以闹求解决、以访谋私利、

无理缠访闹访等现象发生。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对于不作为、乱作为的，依法追究责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确保司法公平公正。建立健全冤假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实行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严肃

查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等违法行为，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 

  （四）改进工作作风。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突出问

题。总结推广干部进村入户、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记民情日记、建民情档案等做法，坚持与群众共同分析研究解

决实际问题。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做到联系群众而不脱离群众、服务群众而不损

害群众、解决问题而不引发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二、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 

  （五）健全公开透明的诉求表达和办理方式。完善民生热线、视频接访、绿色邮政、信访代理等做法，更加重

视群众来信尤其是初次来信办理，引导群众更多以书信、电话、传真、视频、电子邮件等形式表达诉求，树立通过

上述形式也能有效解决问题的导向。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大力推行阳光信访，全面推进信访信息化建设，建立

网下办理、网上流转的群众信访事项办理程序，实现办理过程和结果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增强透明

度和公正性；逐步推行信访事项办理群众满意度评价，把办理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提高信访公信力。 

  （六）突出领导干部接访下访重点。把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作为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的一项重要制度，与下基

层调查研究、深入联系点、扶贫帮困等结合起来，提高工作实效性。省级领导干部每半年至少 1 天、市厅级领导干

部每季度至少 1 天、县（市、区、旗）领导干部每月至少 1 天、乡镇（街道）领导干部每周至少 1 天到信访接待场

所，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接待群众来访，省、市及其工作部门领导干部一般不接待越级上访。在坚持定

点接访的同时，更多采取重点约访、专题接访、带案下访、下基层接访、领导包案等方式，把行政资源集中用于解

决重大疑难复杂问题、检验施政得失、完善政策措施、加强督查问效上。 

  （七）完善联合接访运行方式。按照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的要求，在市、县两级全部实行联

合接访，减少群众信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对进驻联合接访场所责任部门的动态管理，做到信访问题突出的

责任部门及时进驻，信访问题明显减少的责任部门有序退出；推行律师参与接访、心理咨询疏导和专业社会工作服

务等第三方介入的方法，促进问题解决。 

  （八）引导群众依法逐级反映诉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信访条例》，加快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严格落

实《信访条例》关于“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

原则，健全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进一步强化属地责任，积极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方式逐级表达诉

求，不支持、不受理越级上访。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部门对应到而未到省级职能部门反映诉求的，或者省级职

能部门正在处理且未超出法定处理期限的，或者信访事项已经依法终结的，不予受理。各地可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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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办法。依法维护信访秩序，对信访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九）充分发挥法定诉求表达渠道作用。按照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严格实行诉讼与信访分

离，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各级政府信访部门对涉法涉诉事项不予

受理，引导信访人依照规定程序向有关政法机关提出，或者及时转同级政法机关依法办理。完善法院、检察院、公

安、司法行政机关信访事项受理办理制度，落实便民利民措施，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热情服务。完善诉讼、仲裁、

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方式，使合理合法诉求通过法律程序得到解决。加强司法能力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健全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工作机制 

  （十）完善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强化各级信访联席会议综合协调、组织推动、督导落实等职能作用，形成整合

资源、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工作合力。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调整成员单位组成和专项工作小组设置，进一步明确各

自职责任务，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特别注重从政策层面研究解决带有倾向性、普遍性和合理性的突出问题。 

  （十一）健全解决特殊疑难信访问题工作机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

疏导等办法，认真解决特殊疑难信访问题，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

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建立信访听证制度，对疑难复杂信访问题进行公开听证，促进息诉息访；规

范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对已审核认定办结的信访事项不再受理；健全信访事项协商会办等制度，明确相关责任，

加大化解“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力度。 

  （十二）健全统筹督查督办信访事项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信访联席会议组织实施、相关

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督查督办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大解决和化解信访突出问题的力度。对久拖不决、涉及面广、群

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疑难信访突出问题，列入党委和政府督查机构督查范围；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

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问题的跟踪督查和问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信访部门开展督查，重视信访部

门提出的改进工作、完善政策、给予处分等建议。 

  （十三）健全科学合理的信访工作考核评价体系。改进和完善考核方式，综合考虑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人口数量、地域特点、信访总量、诉求构成、解决问题的质量和效率等因素，合理设置考核项目和指标，不简单以

信访数量多少为标准进行考评，推动各地区把工作重点放在预防和解决问题上。坚持量化考核和综合评议、上级评

议和群众评议、平时考核和阶段性考核相结合，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信度。 

  （十四）健全经常性教育疏导机制。认真研究把握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教育和引导群众正确认

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确立与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心理预期，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建立政务微

博、民生微信、民情 QQ 群等方式，搭建联系群众、体察民情、回应民意的新平台，提高互联网时代做好群众思想

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四、全面夯实基层基础 

  （十五）健全基层组织网络。进一步强化基层基础工作，把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向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创新党组织设置，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

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健全基层民主管理机制，落实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

开制度，充分调动群众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机关、企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建立健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十六）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完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组织老干部、老党员、老

模范、老教师、老军人等参与解决和化解信访突出问题相关工作。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优势，做好

组织引导服务群众和维护群众权益工作。制定扶持引导政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办公场所等形式，发挥好社

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和激励机制，把群众工作触角延伸到家家户户；引导村（社区）制定符

合国家法律的村规民约，运用道德、习俗、伦理的力量调节关系、化解纠纷。 

  （十七）加大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力度。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重心从事后处理转移到事前预防上

来，做到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理得好。健全矛盾纠纷预警机制，加强信息汇集分析研判；推行民情

分析会、民情恳谈会等做法，充分发挥村（社区）、企事业单位信息员、调解员的作用。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

完善信访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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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信访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送上门来

的群众工作，把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部署，认真组织推动。落实主

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其他领导一岗双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领导体制，为解决和化解信访

突出问题提供组织保障。加大问责力度，对损害群众利益、造成信访突出问题的，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推诿扯皮、不

认真解决造成不良影响的，严肃追究责任。 

  （十九）强化舆论引导。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高度重视对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

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大力宣传党委和政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取得的巨大成绩，大力推广解决

群众合理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发出主流声音，树立正确导向；选择典型案例，向社会曝光

无理缠访闹访、违法聚集滋事而依法受到处理的行为。 

  （二十）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和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根据形势任务需要，不断

充实信访工作力量。完善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和中青年干部到信访部门、信访干部到基层一线挂职锻炼制度；选

拔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到信访部门工作，重视信访干部的使用，深入开展信访干部交流工作，增强信访干部队

伍活力，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能力。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要求，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规律新要求，进一步转变工

作作风，努力提高带着责任和感情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提高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能力、提高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

矛盾纠纷的能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8.3.134）《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规定》（建建[2000]211 号 2000-9-26） 

http://www.mohurd.gov.cn/jzsc/jzsczcfb/200611/t20061101_153215.html 

 第一条 为规范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和材料的见证取样和送检工作，

保证工程质量，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有关活动，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见证取样和送检是指在建设单位或工程监理单位人员的见证下，由施工单位的现场试验人

员对工程中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和材料在现场取样，并送至经过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资质认可和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其计量认证的质量检测单位（以下简称“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见证取样和送检工作实施统一

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见证取样和

送检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和材料见证取样和送检的比例不得低于有关技术标准中规定应取样数量的

30％。  

  第六条 下列试块、试件和材料必须实施见证取样和送检。  

  （一）用于承重结构的混凝土试块；  

  （二）用于承重墙体的砌筑砂浆试块；  

  （三）用于承重结构的钢筋及连接接头试件；  

  （四）用于承重墙的砖和混凝土小型砌块；  

  （五）用于拌制混凝土和砌筑砂浆的水泥；  

  （六）用于承重结构的混凝土中使用的掺加剂；  

  （七）地下、屋面、厕浴间使用的防水材料；  

  （八）国家规定必须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其它试块、试件和材料。  

  第七条 见证人员应由建设单位或该工程的监理单位具备建筑施工试验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并应由建设

单位或该工程的监理单位书面通知施工单位、检测单位和负责该项工程的质量监督机构。  

  第八条 在施工过程中，见证人员应按照见证取样和送检计划，对施工现场的取样和送检进行见证，取样人员

应在试样或其包装上作出标识、封志。标识和封志应标明工程名称、取样部位、取样日期、样品名称和样品数量，

并由见证人员和取样人员签字。见证人员应制作见证记录，并将见证记录归入施工技术档案。  

  见证人员和取样人员应对试样的代表性和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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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见证取样的试块、试件和材料送检时，应由送检单位填写委托单，委托单应有见证人员和送检人员签

字。检测单位应检查委托单及试样上的标识和封志，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检测。  

  第十条 检测单位应严格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进行检测，出具公正、真实、准确的检测报告。见证取

样和送检的检测报告必须加盖见证取样检测的专用章。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135）《省外单位进赣从事建筑工程活动备案指南》（江西省人政府网） 

http://www.jiangxi.gov.cn/qybsfw/xmsp/200807/t20080711_26699.htm （官网已经更新，不存在了） 

http://59.52.254.78/jxjsw/webSite/appInfo/pagedetail.aspx?fid=f969e7b2-b73a-480e-8fe4-

805b9928136b&fcol=138003001  

一、备案依据 

  《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七条：省外单位到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活动的，必须持有相应的资质证书和所

在地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介绍函及有关证明材料，向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二、备案条件 

  （一）申请备案的单位具备法人资格、具有与工程项目规模相应的资质； 

  （二）有与工程项目规模相应的项目管理机构与人员，包括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 

  （三）以前承接我省工程项目过程中没有出现违法违规问题。 

  三、备案程序 

  （一）初次进赣的施工企业必须按《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建筑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赣建建[2005]17 号）要

求，提交《外省、市施工企业进赣施工基本情况登记表》。 

  （二）外来施工企业在参加工程投标以前持所需材料到省建设厅办理工程投标备案，经省建设厅审查后，发给

《外省市施工企业进赣投标备案通知》，方可参加工程投标活动。中标后，持项目分管的招投标管理部门发出的中

标通知书、工程合同及有关证明到省建设厅办理《省外施工单位进赣注册施工备案告知书》手续。 

  四、审批期限 

  1 个工作日。 

  五、省外单位进赣从事建筑活动备案所需资料 

  （一）外省施工企业申请进赣工程投标备案需提供的材料 

  1、《外省、市施工企业进赣基本情况登记表》（此表由初次进赣企业填写，并按要求法定代表人来赣签署承诺

书） 

  2、江西省建设工程招标通知书（招标公告或业主邀请投标函），并填写《江西省外来施工企业参加工程投标申

请书》一式四份； 

  3、施工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存复印件； 

  4、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存复印件； 

  5、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存复印件； 

  6、施工企业所在地的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进赣施工证明，或者施工企业所在地的

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驻赣办事处的进赣施工证明； 

  7、进赣施工负责人的法人证书或法人委托书（原件），存复印件； 

  8、进赣施工项目经理证书、职称证书（原件），存复印件； 

  9、该项目相关的施工员、质检员、预算员上岗证书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原件），

存复印件；该项目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原件），存复印件； 

  10、进赣施工机具清单与人员花名册； 

  11、企业所在地开户银行的资信证明和税务部门的完税证明。 

  （二）外省施工企业中标后办理工程施工备案告知需提供的材料 

  1、企业所在地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出具的进赣施工人员的计划生育证明； 

  2、经业主发出的中标通知书、招投标管理部门认可的备案表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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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外省管理企业进赣备案告知需提供的资料： 

外省建筑施工企业、监理企业、施工中标企业进赣备案手续办理期限均为 1 个工作日。 

相关附件：  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建筑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doc 

相关附件：  江西省外来施工企业参加工程投标申请书.doc 

相关附件：  外省、市施工企业进赣基本情况登记表.doc 

 

一、省外施工企业初次进赣备案所需提交的材料 

1、《外省、市施工企业进赣基本情况登记表》（一份原件，此表由初次进赣企业填写，并按要求法定代表人来赣签

署承诺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核原件，存复印件）； 

3、施工企业资质证书副本（核原件，存复印件）； 

4、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原件，存复印件）； 

6、企业在我省有常驻地址的证明材料（核原件，存复印件）（总承包企业在赣办公地址面积不得少于 200 平方米、

专业承包企业在赣办公地址面积不得少于 100 平方米；以进赣施工企业总公司名义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产权

证）（要求办公写字楼） 

7、企业驻赣负责人身份证、聘用合同；驻赣技术负责人（高级工程师）的职称证书、身份证、聘用合同；企业驻赣

法人委托人（不得超过 2 人）的法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聘用合同；驻赣建造师的身份证、建造师证书、聘用合

同；本企业驻赣施工员、质检员、预算员（造价员或注册造价工程师）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的身份证、岗位证书、聘用合同等材料（核原件，存复印件）； 

8、施工企业所在地的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进赣施工证明，或者施工企业所在地的省级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驻赣办事处的进赣施工证明（核原件，存复印件）； 

9、进赣施工机具清单与人员花名册（核原件，存复印件）； 

10、企业所在地开户银行的资信证明和税务部门的完税证明（核原件，存复印件）； 

11、企业所在地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出具的进赣施工人员的计划生育证明（核原件，存复印件）； 

12、《外省、市施工企业进赣基本情况登记表》电子文档 

省外施工企业将上述材料准备齐全后，到我厅建筑管理处办理省外工程施工企业进赣备案手续 

二、省外施工企业在办理企业进赣手续后，办理单项工程投标备案所需提交的材料 

1、江西省建设工程招标通知书（招标公告或业主邀请投标函），并填写《江西省外来施工企业参加工程投标申请书》

（一式四份，原件）；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核原件，存复印件）； 

3、施工企业资质证书副本（核原件，存复印件）； 

4、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原件，存复印件）； 

5、施工企业所在地的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进赣施工证明，或者施工企业所在地的省级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驻赣办事处的进赣施工证明（原件）； 

6、该项目相关的法人委托人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核原件，存复印件）； 

7、该项目相关的进赣施工建造师证、职称证书（核原件，存复印件）； 

8、该项目相关的施工员、质检员、预算员（造价员或注册造价工程师）上岗证书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核原件，存复印件）；该项目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核原件，存复印件）； 

办理单项工程投标备案的施工企业将上述材料准备齐全后，直接送我厅办证大厅，并在递交材料的一个工作日后到

我厅办证大厅领取《外省、市施工企业进赣投标备案通知》。 

三、外省施工企业凭我厅出具的《外省、市施工企业进赣投标备案通知》参加招投标，中标后办理《省外施工企业

进赣注册施工备案告知书》所需提交的材料 

1、经业主发出的中标通知书、招投标管理部门认可的备案表（核原件，存复印件）； 

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核原件，存复印件）； 

办理施工备案告知书的施工企业将上述材料准备齐全后，直接送我厅办证大厅，并在递交材料的一个工作日后到我

厅办证大厅领取《省外施工企业进赣注册施工备案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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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市施工企业进赣基本情况登记表》及《江西省外来施工企业参加工程投标申请书》在江西建设网

（http://www.jxjst.gov.cn/）上均可下载。 

四、办理机构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五、办理地址和联系电话 

江西省南昌市省府大院北一路 16 号一楼 

联系电话：0791-86286121 

六、监督投诉 

监督投诉电话：0791-86262400 

 

 

8.3.136）《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建筑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赣建建[2005]17 号） 

www.jxjst.gov.cn/uploadfile/2008-09/12212364759291.doc  

 

二、加强对施工企业的监督管理，坚决防止施工企业转让、出借资质证书及其它弄虚作假行为 

（一）加强施工企业项目管理人员监督管理，严格实行施工企业项目经理（建造师）和施工员、质检员、预算员及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押证上岗制度，逐步推行生产一线操作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施工企业在中标后，由管辖项目

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发放施工许可证时暂押施工企业承担项目施工管理的项目经理（建造师）资格证书和施工员、

质检员、预算员上岗证书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二）鼓励有实力的外省施工企业进入我省建筑市场，在积极做好各项服务工作的同时，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外省进

赣施工企业的监督管理。 

1、外省施工企业在我省必须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原则上总承包企业不低于 200 平方米，专业企业不低于 100 平方

米。外省施工企业第一次办理进赣备案登记时，其法定代表人原则上必须本人来赣，向省建设厅出具承诺书，承诺

本企业在我省办理进赣备案登记、从事建筑活动所提供的资料、印鉴、证件、业绩等材料真实有效，若有弄虚作假，

愿意接受省建设厅处罚。同时，必须向省建设厅报送《外省、市施工企业进赣施工基本情况登记表》，并提供本企

业指定的进赣管理人员名单、项目经理（建造师）资格证书、驻赣技术负责人(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和施工员、质

检员、预算员上岗证书、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及其以上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并提供一套

上述材料的复印件和《外省、市施工企业进赣施工基本情况登记表》的电子文档。进赣人员因工作原因确需调整的，

应办理相关手续。企业必须将在我省使用的所有印鉴报省建设厅备案，指定 1-2 名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人全权负责企

业在我省从事建筑活动，并将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报省建设厅备案，不属全权委托的不予备案。法人委托人必须

是本企业的正式职工且提供其劳动聘用合同。 

 

8.3.137）《江西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暂行规定》（赣建字[2006]5 号）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fbbeff43-8c98-41c9-ba47-789a2e877c38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监督管理，规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行为，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根据

《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建设部《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及其实施意见，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以及实施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

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以下简称质量检测），是指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以下简称检测机构）接受委托，依

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对涉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的结构和使用功能的抽样检测，进入施工

现场的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构配件的见证取样检测以及对新技术、新材料的检测。 

本规定所称检测机构是指接受委托，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进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出具检测报告，实

施有偿服务并能独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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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省建设厅负责对全省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并负责检测机构的资质审批，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总站（以下简称省质监总站）具体负责实施。 

设区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监管工程的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 

第四条  检测机构从事质量检测业务，应当取得省建设厅颁发的《检测机构资质证书》。 

检测机构未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不得承担质量检测业务。 

企业实验室是企业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组成部分，仅对本企业工程（产品）质量出具检验数据，其出具的检验数据

仅限于企业内部对工程质量的控制，不得作为工程质量验收的法定依据。 

第五条  本规定所规定的质量检测业务，由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委托方与检

测机构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检测机构和委托方应当按照《江西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与建材试验收费标准》收取、支付检测费用。收费标准中暂

未列的项目，委托双方可协商解决。  

第二章  资质管理  

第六条  检测机构资质按照其承担的检测业务内容分为专项检测机构资质和见证取样检测机构资质两类。 

检测机构申请资质，应符合本规定附件一所规定的资质标准。 

第七条  检测机构申请资质，须经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并签署意见后，向省建设厅申请；省直有关厅（局）

所属检测机构，由省直有关厅（局）初审并签署意见后，向省建设厅申请。 

第八条  检测机构申请资质，可分别或同时申请见证取样检测和专项检测中单项或多项检测资质，附件二中规定的

业务范围和主要仪器设备为各检测机构申请资质应具备的检测能力。 

第九条  申请资质的检测机构应当向省建设厅提交下列申请资料： 

（一）《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申请表》一式三份； 

（二）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与所申请检测资质范围相对应的计量认证合格证证书复印件； 

（四）反映检测能力的主要检测仪器、设备清单及计量检定证书复印件； 

（五）技术负责人的任命文件、职称证书、学历证书、培训考核合格证明、身份证复印件； 

（六）资质标准规定的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学历证书、身份证复印件、培训考核合格证明、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

凭证复印件； 

（七）检测机构管理制度及质量控制措施，质量体系管理文件：《质量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

等。 

检测机构法定代表人对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并对申请材料真实性出具声明。 

复印件应经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加盖“与原件核对无误专用章”。 

第十条  检测机构申请材料应当内容齐全，手续完备。 

省建设厅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应当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申请材料如存在数据不全、资料不全、印鉴不

全、填报不规范或不真实、字迹难以辨认等，应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检测机构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办理资质的，省建设厅不予受理，并给予警告，且 1 年之内不得再次

申请资质。 

第十一条  省建设厅在资质审批时，可组织专家进行现场核查。 

自资质申请受理之日起 13 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如要进行现场核查的，20 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对申请材料和现场核查符合要求的检测机构，在“江西建设网”（www.jxjsxx.net）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７个工作

日。公示有异议的需进行核查。公示和核查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期限之内。 

对符合资质标准的，由省建设厅颁发《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并在“江西建设网”上公布检测机构名单及检测资质

和检测业务范围。 

《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应当注明检测业务范围，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检测机构资质证

书执行建设部统一样式，证号由省建设厅统一编码。 

第十二条  《检测机构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3 年。资质证书有效期满后需要延期的，检测机构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

期满 30 个工作日前申请办理延期手续，并提交有关材料。由省建设厅在其资质证书正、副本上加盖延期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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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证书延期有效期为 3 年。 

第十三条  检测机构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应当在 3 个月内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四条  工程中特殊检测项目需委托外省取得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赣进行检测的，应由委托方或检测机构到省建设

厅办理检测工程单项备案手续，符合备案要求后方可开展检测。 

备案时应提供下列文件资料： 

（1）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副本及复印件； 

（2）计量认证证书及复印件； 

（3）检测仪器、设备清单及计量检定证书及复印件； 

（4）检测机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复印件； 

（5）技术负责人和检测人员一览表、检测人员证书及复印件； 

（6）检测机构管理制度及质量控制措施。 

备案表可在“江西建设网”（www.jxjsxx.net）下载。 

第十五条  检测机构遗失资质证书，在法定有效的公众媒体上声明作废后，可携相关证明材料向省建设厅申请补办。 

破产、撤销的检测机构，应在 30 日内将资质证书交回省建设厅予以注销。 

歇业的检测机构应由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省建设厅备案，其资质证书应交回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业

的应报经省建设厅备案后，方可进入市场。 

第三章    责任和义务  

第十六条  检测机构获得省建设厅颁发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许可的检测范围内从事工程质量检测工作,严禁

无资质证书或超越资质许可检测范围从事工程质量检测业务活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第十七条  检测机构完成检测业务后，应及时出具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经检测人员、审核人员签字和技术负责人签

发，并加盖检测机构检测专用章后方可生效。多页检测报告应在侧面骑缝处加盖检测专用章。 

见证取样检测报告中，应注明见证人员姓名及单位，并加盖“见证取样检测”专用章。 

检测报告应向建设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报验后，由施工单位归档。 

第十八条  检测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规范进行检测，并对其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的合法性、

公正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检测结果利害关系人对检测结果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共同认可的检测机构在争议当事方的见证下进行复检，所发生

的复检费用先由提出复检方垫付，待明确责任后，由责任方承担。若无法就复检检测机构达成一致，或对复检结果

仍有异议，可由当事方共同向当地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申请协调或直接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不得篡改或者伪造检测报告。 

第十九条  从事检测工作的检测人员应经业务培训考核合格，并经省质监总站备案后，方可从事检测工作。检测人

员实行动态管理，检测人员备案有效期为 1 年，有效期届满 3 个月之内应向备案机关提出延续申请，经备案机关复

查合格后，方可继续从事相应的检测工作。 

检测人员不得同时受聘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检测机构。检测人员在原检测机构从业不满 1 年的，不得办理变更手

续。 

第二十条 检测机构所承担检测工程项目不得与相关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

其他利害关系，否则不得从事该工程项目的检测，其出具的检测报告视为无效检测报告。 

检测机构和检测人员不得向委托方推荐或者监制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 

第二十一条  检测机构不得转包检测业务。 

如无特殊情况，委托方不得将同一单位工程中的同一类型检测项目，委托多家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如检测机构检测

能力能全部满足单位工程的检测要求，则委托方不得分包肢解检测合同。 

第二十二条  检测机构应当将检测过程中发现的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的情况以及检测结果不合格情况，在 3 个工作日内向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报

告。 

第二十三条  检测机构应当建立档案管理制度。检测合同、送检单、原始记录、检测报告应当按年度统一连续编号，

不得随意抽撤、涂改。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1934 页 共 3277 页 

检测机构应执行工程质量检测合同和检测结果上报制度。 

  

第四章 见证取样及送检 

  

第二十四条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涉及影响工程质量、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及有关建筑材料和专

项检测实施见证取样和送检制度。 

第二十五条 实行见证取样送检的检测项目，必须在见证人员的见证下，依据国家有关工程质量检测技术规范标准，

由工程施工方与见证人员共同对检测项目取样和送样。见证人员对检测试件的代表性、真实性负法定责任。 

第二十六条 工程项目的见证人员需经建设单位书面授权，并通知施工单位、检测机构和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每个工程见证人员不得少于 1 人，重要、大型工程的见证人员不得少于 2 人。如建设单位无具备专业技术的见证人

员，可委托工程监理单位进行见证取样送检，费用由建设单位与监理单位另行商议。 

见证人员应由熟悉工程质量检测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见证人员需经业务培训考核合格，经省质监总站备案后，

方可从事取样送检的见证工作。 

第二十七条 检测项目取样时，见证人员须对取样过程进行见证，并在试样或其包装上作出标识、封志，标识和封

志应标明工程名称、取样部位、取样日期、样品名称和样品数量，并由见证人员和取样人员共同签认。见证人员应

作好见证记录，并将见证记录归入工程技术档案。 

第二十八条 试样送检时，须由见证人员和施工方取样人员共同送检，填写送检单，送检单应有见证人员和送检人

员签字。检测机构收样时须查验见证人员有关证书和身份证，检查送检单和试样上的标识和封志，确认无误后方可

进行检测。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检测机构的人员设备配置、技术资料归档、检测

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本规定的资质标准； 

（二）是否超出资质范围从事质量检测活动或非法转包检测业务； 

（三）被检测工程项目是否与相关参建方有隶属关系； 

（四）是否有伪造、涂改、倒卖、租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行为； 

（五）是否按规定签订检测合同； 

（六）从事检测和见证人员以及见证取样送检工作是否符合要求； 

（七）是否按规定在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检测报告是否合法、公正、真实和准确； 

（八）是否按有关工程建设技术标准和规定进行检测； 

（九）计量认证合格证书是否超过有效期的，仪器设备及环境条件是否符合计量认证要求；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检测机构或者委托方提供相关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检测机构的工作场地（包括施工现场）进行抽查； 

(三)组织进行比对试验以验证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 

(四)对检测问题投诉有依据的、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结果有疑异的，组织复检。 

(五)发现有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要求的检测行为时，责令改正。 

(六)对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对监督检查中指出的问题没有进行整改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暂停进入市场，

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按规定权限进行处理，并应在做出相应处

罚决定 5 个工作日之内，将书面材料报送省建设厅，省建设厅可依法对其资质做出相应处罚。 

外省进赣检测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有关条款的，其检测结果无效，省建设厅作出暂停进入本省市场、一年内

不予办理进赣备案手续，并将情况通报检测机构的资质审批部门。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和处理制度，公开投诉电话号码、通讯地址或电子邮件

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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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机构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进行检测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投诉。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收到投诉后，应当及时核实并依据本规定对检测机构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于 30 日内将处理意

见答复投诉人。 

第三十三条  在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中，违反本规定，未实施见证取样和送检的、未按规定签订检测合同的、未

执行检测合同和检测结果上报制度的、检测工程项目与相关参建方有隶属关系的，责令整改，予以通报批评，拒不

整改，情节严重的，暂停进入市场。 

检测方、委托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还应依据相

关法规进行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江西省建设厅负责解释。 

本规定自 2006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原赣建质字［1998］12 号文同时废止。 

 

8.3.138）《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中治工发[2009]2 号） 

http://www.jxjst.gov.cn/html/jianshegongchenglingyuzhuanxiangzhiligongzuo//201006/02-24465.html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

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有计划、

有步骤地完成好部署的各项任务，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要求 

    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项目特别是扩大内需项目为重点，用 2 年左右的时间，对 2008 年以来规模以上的

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排查。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统筹兼顾、系统

治理，着力解决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推进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建立规范的工程

建设市场体系，规范市场行为和行政行为，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任务分解、主要措施和责任单位 

    专项治理的任务分解为 8 个方面 34 项，目标要求、主要措施和责任单位（列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如下。 

    （一）规范工程建设项目决策行为 

    目标要求：着重解决未批先建、违规审批以及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等突出问题，促进项目规划和审批公开透

明、依法实施。 

    主要措施： 

    1.加强项目建设程序的监管。严格执行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管理程序，规范项目决策，科学合理确定项

目建设规模、工程造价和标准，认真落实施工许可证制度、开工报告制度。 

    2.加强节能评估审查，规范和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强化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监管。 

    3.健全重大项目决策制度。研究起草政府投资条例，推行专家评议和论证制度、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 

    4.向社会公示建设项目信息，明确审批流程，及时公布审批结果。 

    责任单位：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商

务部、电监会、国土资源部、财政部 

    （二）规范招标投标活动 

    目标要求：着重解决规避招标、虚假招标、围标串标、评标不公等突出问题，促进招标投标活动的公开、公平、

公正。 

    主要措施： 

    1.依据《招标投标法》，以政府投资项目为重点，严格核准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确保依法应该

公开招标的项目实行公开招标。贯彻落实发展改革委等 9 部门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决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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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监管工作的意见》（发改法规〔2009〕1361 号）。 

     2.尽快完成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发布的准备工作，抓紧研究起草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继续做好《标准施工招标

资格预审文件》、《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贯彻实施工作，加快编制完成行业标准文件。改革和完善评标办法，积极推

行异地远程评标和电子化招标投标。 

    3.加强对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的管理，规范设计变更。 

    4.加强对招标投标从业机构和人员的规范管理。加强中介组织管理，规范招标代理行为。加强评标专家库管理，

制定全国统一的评标专家分类标准和专家管理办法。 

    5.整合利用好各类有形建筑和建设市场资源，逐步建立统一规范的工程建设有形市场。 

    6.发挥招标投标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健全招标投标行政监督机制和举报投诉处理机制，严格落实招标投标

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 

    责任单位：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商务部、财政部、

监察部、国资委、工商总局、法制办 

    （三）规范土地使用权、矿业权审批和出让行为 

    目标要求：着重解决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土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违规征地拆迁，以及违法违规审批和出让

探矿权、采矿权等问题，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土地、矿业权等要素市场和综合监管平台。 

    主要措施： 

    1.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完善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招标拍

卖挂牌出让制度，严格限定协议出让范围，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监管，积极推进工业用地预申请制度。 

    2.科学编制、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矿产资源规划，严格土地用途管制，科学设置矿业权。 

    3.严格土地使用权、矿业权出让审批和价格评估的监管。加强对征地审批和批后实施的监管，维护被征地农民

合法权益。 

    4.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土地、矿业权等要素市场，建立和完善土地审批、供应、使用等管理和矿业权管理的综

合监管平台。 

    责任单位：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环境保护部 

    （四）规范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目标要求：着重解决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擅自改变城乡规划、改变土地用途以及在房地产开发中违规调整容积

率等突出问题，维护城乡规划的严肃性，维护群众权益。 

    主要措施： 

    1.严格实施《城乡规划法》，加强对城乡规划编制、修改、审批、实施的监督检查。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未经

法定程序不得修改。 

    2.制定、完善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修改管理办法，严格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修改、审批程序。 

    3.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监察部《关于对房地产开发中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开展专项治理的通知》

（建规〔2009〕53 号）要求，对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城乡规划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以及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领取规划许可的房地产项目进行清理检查，严格容积率指标调整程序。 

    4.推进规划编制、修改、审批公开和征求公众意见等工作，提高规划管理工作的公众参与度。 

    5.加强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和规划实施管理的监督检查，加大规划行政执法力度。 

    责任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监察部 

     （五）加强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的管理 

    目标要求：着重解决工程建设项目标后监管薄弱、转包和违法分包、不认真履行施工监理责任、建设质量低劣、

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保证工程建设质量，使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明显减

少。 

    主要措施： 

    1.加强工程建设质量的过程监管。推行管理骨干基本固定、职责明确、规范运作的劳务管理模式。积极推进项

目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和扁平化管理。 

    2.加强对工程监理机构的管理，制定完善监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和法定职责，促使工程监理机构切实

发挥独立专业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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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严格合同订立和履约，禁止转包和违法分包。 

    4.完善质量管理法规制度，明确质量标准和管理目标，加强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落实

工程质量各方领导责任制。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规范试生产管理。 

  

    责任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国

资委、电监会 

    5.完善安全管理法规制度，落实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制，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细化安全措施，防范重

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查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深挖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

人员的责任。 

    责任单位：安全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监察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 

    （六）加强物资采购和资金安排使用的管理 

    目标要求：着重解决工程建设项目物资采购监管薄弱、资金管理使用混乱以及工程严重超概算等突出问题，规

范物资采购活动，促进工程建设资金规范、高效、安全、廉洁使用。 

    主要措施： 

    1.严格按照《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加强对工程建设重要设备、材料采购的监管。 

    2.加强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监管，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严格概、预算管理，控制建设成本，确保财政拨

款和银行贷款等项目建设资金的安全。 

    3.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和严重超概算项目进行跟踪审计。 

    责任单位：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国资委、人民银行、审计署、商务部 

    （七）推进建设项目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 

    目标要求：着重解决工程建设信息公开不规范不透明、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不健全以及工程建设领域信用缺失

等突出问题，积极推进工程项目建设公开透明，逐步建立互联互通的工程建设领域诚信体系。 

    主要措施： 

    1.认真贯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项目主管部门公开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和监管信息；建设单位提供工程

建设项目招标信息、招标过程、施工工程管理、合同履约情况、质量检查和竣工验收结果等情况。拓宽信息公开渠

道，以政府门户网站为主要平台，及时公布工程建设项目信息，逐步形成工程建设项目信息的共建共享。 

    2.完善工程建设领域信誉评价、项目考核、合同履约、黑名单等市场信用记录，整合有关部门和行业信用信息

资源，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信用系统。建立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和守信激励制度。 

    3.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加强对专项治理工作的宣传报道，强化对工程建设领域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责任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宣部、监察部、法

制办、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商务部 

    （八）加大查办案件力度 

    目标要求：着重解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规干预招标投标、城乡规划审批、土地和矿

业权审批出让以谋取私利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突出问题，坚决遏制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势头。 

    主要措施： 

    1.拓宽案源渠道。公布专项治理举报电话和举报网站，认真受理群众举报和投诉；注重在项目稽查、财政监督、

项目审计、执法监察和媒体报道中发现案件线索。 

    2.集中查处和通报一批工程建设领域典型案件。对发现的重大典型案件快查快结，严肃处理。既要坚决惩处受

贿行为，又要严厉惩处行贿行为。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3.健全协调机制。纪检监察、检察、公安、审计等执法执纪机关要完善情况通报、案件线索移送、案件协查、

信息共享机制，形成查办案件的合力。 

    4.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剖析大案要案，开展警示教育；查找体制机制制度存在的缺陷和漏洞，提出加强

管理的措施。 

    责任单位：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部、公安部、审计署、中宣部 

    三、工作步骤 

    （一）广泛动员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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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成立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中央成立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中央专项治理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中央纪委，承担日常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确定一位负责同志参加

领导小组工作，并明确一位司局级干部担任联络员。各地区成立相应机构，负责专项治理工作的组织实施。 

    2.制定工作方案。中央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和工作要求。中央有关职能部门按

照所承担的工作任务研究提出牵头负责工作的业务指导意见，明确治理工作遵循的法律法规、政策界限和相关要求。

各地区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本地区的具体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工作进度和时间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各省（区、市）工作方案于 2009 年 9 月中旬前报中央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二）深入排查问题 

    1.开展自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统一部署，重点对 2008 年以来政府投资项目和使用国有资金项目特别是

扩大内需项目进行自查，找出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治理对策。有关情况于 2010 年 3 月底前书面报告

中央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2.重点督查。各地区各部门选择重点项目、重点环节组织督查。中央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适时组织抽查。 

    （三）认真进行整改 

    1.及时纠正问题。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制定和完善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任，及时进行纠正，确保政府投

资和使用国有资金项目特别是扩大内需项目优质、高效、安全、廉洁。 

    2.落实监管责任。各级政府对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工作负总责。各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职责分工，

落实对工程建设项目各环节的监管责任。推行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建立综合监管平台，健全各部门有效联动、密切

监控的监督机制。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查处工程建设各个环节的违法行为。查处因监管不力、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

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3.推广典型经验。注意发现各地区各部门在专项治理工作中创造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及时总结并予以推广，

典型引导，以点带面，推动专项治理工作深入开展。 

    4.完善法规制度。全面清理工程建设领域的法规制度，分类作出处理，不适应的予以废止，不够完善的及时修

订，需要新出台的抓紧研究制定。加强对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的制度建设，坚持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并重，注

重制度之间的配套衔接，增强制度的针对性、系统性和有效性，最大限度地减少滋生腐败的机会。 

    （四）巩固治理成果 

    适时对专项治理工作任务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搞形式、走过场，达不到目标要求的，要责令“补课”；切

实做到不留死角，不打折扣。 

    及时把专项治理工作中的有效措施和经验转化为法规制度，进一步提出需要完善的法规制度和加强日常监管的

工作措施，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形成专项治理工作的总结报告，于 2011 年年底报中央专项治理工

作领导小组。中央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向中央报告。 

    四、保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要求，建立健全责任机制，落实任

务分工。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有关职能部门特别是牵头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抓好

职责范围内的专项治理工作。纪检监察机关要搞好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各部门要密切配合，相互支持，齐抓共管，

形成合力。 

    （二）加强统筹协调。把排查问题、进行整改、加强监管、完善制度有机衔接起来，协调推进。要把专项治理

工作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监督检查、与加强日常监管结合

起来，努力取得既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促进工作长远发展的综合效果。 

    （三）加强督促检查。深入基层，深入现场，加强对重点项目、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的检查，掌握工作进度，

督促工作落实。对治理工作迟缓的地区和部门，要重点督查，促其整改；对拒不自查、掩盖问题或弄虚作假的要实

施严格的责任追究。 

（四）加强政策指导。组织力量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明确政策界限，实施分类指导，解决难点问题。要拓宽视

野，创新思路，把握专项治理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更加有效地推动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在专项治理工作中遇到的

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领导小组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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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39）《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 年 2 月 6 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16-02/21/content_5044367.htm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2016 年 2 月 6 日） 

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就显著，城市规划法律法规和实施机制基本形成，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持

续提升，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优化城乡布局、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务必清

醒地看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城市规划前瞻性、严肃性、强制性和公开性不够，城市建筑

贪大、媚洋、求怪等乱象丛生，特色缺失，文化传承堪忧；城市建设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节约集约程度不高；依法

治理城市力度不够，违法建设、大拆大建问题突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

蔓延加重。 

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城市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对促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美

丽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为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解决制约城市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开创城市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

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

规范作用，依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贯彻“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着力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着力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着力提升城市环境质量，着力创新城市管理服务，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二）总体目标。实现城市有序建设、适度开发、高效运行，努力打造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

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三）基本原则。坚持依法治理与文明共建相结合，坚持规划先行与建管并重相结合，坚持改革创新与传承保护相

结合，坚持统筹布局与分类指导相结合，坚持完善功能与宜居宜业相结合，坚持集约高效与安全便利相结合。 

二、强化城市规划工作 

（四）依法制定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战略引领和刚性控制的重要作用。依法加强规划编制和审批

管理，严格执行城乡规划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认真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由本级政府编制、社会公众参与、同级人大

常委会审议、上级政府审批的有关规定。创新规划理念，改进规划方法，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

低碳等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过程，增强规划的前瞻性、严肃性和连续性，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坚持协调发展理念，

从区域、城乡整体协调的高度确定城市定位、谋划城市发展。加强空间开发管制，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根据资源禀

赋和环境承载能力，引导调控城市规模，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形态功能，确定城市建设约束性指标。按照严控增量、

盘活存量、优化结构的思路，逐步调整城市用地结构，把保护基本农田放在优先地位，保证生态用地，合理安排建

设用地，推动城市集约发展。改革完善城市规划管理体制，加强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推进两

图合一。在有条件的城市探索城市规划管理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合一。 

（五）严格依法执行规划。经依法批准的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必须严格执行。进一步强化规划的

强制性，凡是违反规划的行为都要严肃追究责任。城市政府应当定期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城市规划实施情况。城

市总体规划的修改，必须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从制度上防止随意修改规划等现象。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规划实施的基础，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区域，不得进行建设。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实施

以及对违规建设的处理结果，都要向社会公开。全面推行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健全国家城乡规划督察员制度，实

现规划督察全覆盖。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专家和公众的力量，加强规划实施的社会监督。建立利用卫星遥

感监测等多种手段共同监督规划实施的工作机制。严控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设立，凡不符合城镇体系规划、城市

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建设的，一律按违法处理。用 5 年左右时间，全面清查并处理建成区违法建设，

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设。 

三、塑造城市特色风貌 

（六）提高城市设计水平。城市设计是落实城市规划、指导建筑设计、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有效手段。鼓励开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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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设计工作，通过城市设计，从整体平面和立体空间上统筹城市建筑布局，协调城市景观风貌，体现城市地域特征、

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单体建筑设计方案必须在形体、色彩、体量、高度等方面符合城市设计要求。抓紧制定城市

设计管理法规，完善相关技术导则。支持高等学校开设城市设计相关专业，建立和培育城市设计队伍。 

（七）加强建筑设计管理。按照“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突出建筑使用功能以及节能、节水、节

地、节材和环保，防止片面追求建筑外观形象。强化公共建筑和超限高层建筑设计管理，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后

评估制度。坚持开放发展理念，完善建筑设计招投标决策机制，规范决策行为，提高决策透明度和科学性。进一步

培育和规范建筑设计市场，依法严格实施市场准入和清出。为建筑设计院和建筑师事务所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鼓励国内外建筑设计企业充分竞争，使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培养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民族自信的建筑师队伍，进一步

明确建筑师的权利和责任，提高建筑师的地位。倡导开展建筑评论，促进建筑设计理念的交融和升华。 

（八）保护历史文化风貌。有序实施城市修补和有机更新，解决老城区环境品质下降、空间秩序混乱、历史文化遗

产损毁等问题，促进建筑物、街道立面、天际线、色彩和环境更加协调、优美。通过维护加固老建筑、改造利用旧

厂房、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恢复老城区功能和活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保护古遗址、古建筑、

近现代历史建筑，更好地延续历史文脉，展现城市风貌。用 5 年左右时间，完成所有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

建筑确定工作。 

四、提升城市建筑水平 

（九）落实工程质量责任。完善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工程监

理单位等五方主体质量安全责任。强化政府对工程建设全过程的质量监管，特别是强化对工程监理的监管，充分发

挥质监站的作用。加强职业道德规范和技能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深化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改革，推广工程

总承包制，加强建筑市场监管，严厉查处转包和违法分包等行为，推进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实行施工企业银行

保函和工程质量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大型工程技术风险控制机制，鼓励大型公共建筑、地铁等按市场化原则向保险

公司投保重大工程保险。 

（十）加强建筑安全监管。实施工程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重点抓好房屋建筑、城市桥梁、建筑幕墙、斜坡（高切

坡）、隧道（地铁）、地下管线等工程运行使用的安全监管，做好质量安全鉴定和抗震加固管理，建立安全预警及应

急控制机制。加强对既有建筑改扩建、装饰装修、工程加固的质量安全监管。全面排查城市老旧建筑安全隐患，采

取有力措施限期整改，严防发生垮塌等重大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十一）发展新型建造方式。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减少建筑垃圾和扬尘污染，缩短建造工期，提升工程质量。制

定装配式建筑设计、施工和验收规范。完善部品部件标准，实现建筑部品部件工厂化生产。鼓励建筑企业装配式施

工，现场装配。建设国家级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

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30%。积极稳妥推广钢结构建筑。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倡导发展现代木结构建筑。 

五、推进节能城市建设 

（十二）推广建筑节能技术。提高建筑节能标准，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支持和鼓励各地结合自然气候特点，推广

应用地源热泵、水源热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技术，发展被动式房屋等绿色节能建筑。完善绿色节能建筑和建材

评价体系，制定分布式能源建筑应用标准。分类制定建筑全生命周期能源消耗标准定额。 

（十三）实施城市节能工程。在试点示范的基础上，加大工作力度，全面推进区域热电联产、政府机构节能、绿色

照明等节能工程。明确供热采暖系统安全、节能、环保、卫生等技术要求，健全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估监督办法。进

一步加强对城市集中供热系统的技术改造和运行管理，提高热能利用效率。大力推行采暖地区住宅供热分户计量，

新建住宅必须全部实现供热分户计量，既有住宅要逐步实施供热分户计量改造。 

六、完善城市公共服务 

（十四）大力推进棚改安居。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政府为主保障困难群体基本住房需求，以市场为主满足居

民多层次住房需求。大力推进城镇棚户区改造，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有序推进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危房和非

成套住房改造，加快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切实解决群众住房困难。打好棚户区改造三年攻坚战，到 2020 年，基本

完成现有的城镇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完善土地、财政和金融政策，落实税收政策。创新棚户区改造体制机

制，推动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构建多元化棚改实施主体，发挥开发性金融支持作用。

积极推行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因地制宜确定住房保障标准，健全准入退出机制。 

（十五）建设地下综合管廊。认真总结推广试点城市经验，逐步推开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统筹各类管线敷设，

综合利用地下空间资源，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城市新区、各类园区、成片开发区域新建道路必须同步建设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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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廊，老城区要结合地铁建设、河道治理、道路整治、旧城更新、棚户区改造等，逐步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加快制定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标准和技术导则。凡建有地下综合管廊的区域，各类管线必须全部入廊，管廊以外区域

不得新建管线。管廊实行有偿使用，建立合理的收费机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和运营地下综合管廊。各城市要综合

考虑城市发展远景，按照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编制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规划，在年度建设计划中优先安排，

并预留和控制地下空间。完善管理制度，确保管廊正常运行。 

（十六）优化街区路网结构。加强街区的规划和建设，分梯级明确新建街区面积，推动发展开放便捷、尺度适宜、

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

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树立“窄马路、密路网”

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打通各类“断头路”，形成完整路网，

提高道路通达性。科学、规范设置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提高道路安全性。到 2020 年，城市建成区

平均路网密度提高到 8 公里／平方公里，道路面积率达到 15%。积极采用单行道路方式组织交通。加强自行车道和

步行道系统建设，倡导绿色出行。合理配置停车设施，鼓励社会参与，放宽市场准入，逐步缓解停车难问题。 

（十七）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以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为突破口，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统筹公共汽车、轻轨、地铁等

多种类型公共交通协调发展，到 2020 年，超大、特大城市公共交通分担率达到 40%以上，大城市达到 30%以上，

中小城市达到 20%以上。加强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促进不同运输方式和城市内外交通之间的顺畅衔接、便捷换

乘。扩大公共交通专用道的覆盖范围。实现中心城区公交站点 500 米内全覆盖。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改革公交公司

管理体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和运营，增强公共交通运力。 

（十八）健全公共服务设施。坚持共享发展理念，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合理确定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标准，加强社区服务场所建设，形成以社区级设施为基础，市、区级设施衔接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网络体系。

配套建设中小学、幼儿园、超市、菜市场，以及社区养老、医疗卫生、文化服务等设施，大力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

打造方便快捷生活圈。继续推动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博物馆、科技馆免费向全社会开放。推动社

区内公共设施向居民开放。合理规划建设广场、公园、步行道等公共活动空间，方便居民文体活动，促进居民交流。

强化绿地服务居民日常活动的功能，使市民在居家附近能够见到绿地、亲近绿地。城市公园原则上要免费向居民开

放。限期清理腾退违规占用的公共空间。顺应新型城镇化的要求，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稳

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在住房、教育、文化、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和证照办理服务等方面，与城镇居民有同

等权利和义务。 

（十九）切实保障城市安全。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地下管网改造工程。提高城市排涝系统建设标准，加快

实施改造。提高城市综合防灾和安全设施建设配置标准，加大建设投入力度，加强设施运行管理。建立城市备用饮

用水水源地，确保饮水安全。健全城市抗震、防洪、排涝、消防、交通、应对地质灾害应急指挥体系，完善城市生

命通道系统，加强城市防灾避难场所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处置突发事件和危机管理能力。加强城市安全监管，

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应急救援队伍，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形成全天候、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

体系。 

七、营造城市宜居环境 

（二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充分利用自然山体、河湖湿地、耕地、林地、草地等生态空间，建设海绵城市，提升

水源涵养能力，缓解雨洪内涝压力，促进水资源循环利用。鼓励单位、社区和居民家庭安装雨水收集装置。大幅度

减少城市硬覆盖地面，推广透水建材铺装，大力建设雨水花园、储水池塘、湿地公园、下沉式绿地等雨水滞留设施，

让雨水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不断提高城市雨水就地蓄积、渗透比例。 

（二十一）恢复城市自然生态。制定并实施生态修复工作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修复被破坏的山体、河流、湿地、

植被，积极推进采矿废弃地修复和再利用，治理污染土地，恢复城市自然生态。优化城市绿地布局，构建绿道系统，

实现城市内外绿地连接贯通，将生态要素引入市区。建设森林城市。推行生态绿化方式，保护古树名木资源，广植

当地树种，减少人工干预，让乔灌草合理搭配、自然生长。鼓励发展屋顶绿化、立体绿化。进一步提高城市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和城市建成区绿地率，改变城市建设中过分追求高强度开发、高密度建设、大面积硬化的状况，让城市

更自然、更生态、更有特色。 

（二十二）推进污水大气治理。强化城市污水治理，加快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造，全面加强配套管网建设，

提高城市污水收集处理能力。整治城市黑臭水体，强化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收集，抓紧治理

城区污水横流、河湖水系污染严重的现象。到 2020 年，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力争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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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0%以上。以中水洁厕为突破口，不断提高污水利用率。新建住房和单体建筑面积超过一定

规模的新建公共建筑应当安装中水设施，老旧住房也应当逐步实施中水利用改造。培育以经营中水业务为主的水务

公司，合理形成中水回用价格，鼓励按市场化方式经营中水。城市工业生产、道路清扫、车辆冲洗、绿化浇灌、生

态景观等生产和生态用水要优先使用中水。全面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大城市工业源、面源、移动源污染综合

治理力度，着力减少多污染物排放。加快调整城市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深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健全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提高环境监管能力，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

法行为。倡导文明、节约、绿色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动员全社会参与改善环境质量。 

（二十三）加强垃圾综合治理。树立垃圾是重要资源和矿产的观念，建立政府、社区、企业和居民协调机制，通过

分类投放收集、综合循环利用，促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到 2020 年，力争将垃圾回收利用率提高到 35%

以上。强化城市保洁工作，加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统筹城乡垃圾处理处置，大力解决垃圾围城问题。推进垃圾收

运处理企业化、市场化，促进垃圾清运体系与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对接。通过限制过度包装，减少一次性制品使用，

推行净菜入城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利用新技术、新设备，推广厨余垃圾家庭粉碎处理。完善激励机制

和政策，力争用 5 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餐厨废弃物和建筑垃圾回收和再生利用体系。 

八、创新城市治理方式 

（二十四）推进依法治理城市。适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新形势和新要求，加强重点领域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形成

覆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的法律法规制度。严格执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坚决遏制领导干部

随意干预城市规划设计和工程建设的现象。研究推动城乡规划法与刑法衔接，严厉惩处规划建设管理违法行为，强

化法律责任追究，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二十五）改革城市管理体制。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城市管理主管部门，确定管理范围、权力清单和责任主体，理

顺各部门职责分工。推进市县两级政府规划建设管理机构改革，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在设区的市推行市或区一级

执法，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和执法事项属地化管理。加强城市管理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提高管理、执法和服务水平。 

（二十六）完善城市治理机制。落实市、区、街道、社区的管理服务责任，健全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进一步强化街

道、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以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带动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增强社区

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加强信息公开，推进城市治理阳光运行，开展世界城市

日、世界住房日等主题宣传活动。 

（二十七）推进城市智慧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和服务体系智能化建设，促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

术与城市管理服务融合，提升城市治理和服务水平。加强市政设施运行管理、交通管理、环境管理、应急管理等城

市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功能整合，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推进城市宽带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网络安全

保障。积极发展民生服务智慧应用。到 2020 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和其他一系列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措施，不断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二十八）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以加强和改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提升

市民文明素质推动城市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实践，促进市民形成良好的道

德素养和社会风尚，提高企业、社会组织和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意识和能力。从青少年抓起，完善学校、家庭、社

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将良好校风、优良家风和社会新风有机融合。建立完善市民行为规范，增强市民法治意识。 

九、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二十九）加强组织协调。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和支持力度，建

立城市工作协调机制，定期研究相关工作。定期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中央组

织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要定期组织新任市委书记、市长培训，不断提高城市主要领导规划建设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三十）落实工作责任。省级党委和政府要围绕中央提出的总目标，确定本地区城市发展的目标和任务，集中力量

突破重点难点问题。城市党委和政府要制定具体目标和工作方案，明确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加强对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的领导，落实工作经费。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监督考核制度，确定考核指标体系，定期通报考核结

果，并作为城市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本意见精神，明确责任分工和时间要求，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各地区各部门

贯彻落实情况要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中央将就贯彻落实情况适时组织开展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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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40）《关于对房地产开发中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开展专项治理的通知》（建规[2009]53 号） 

http://jgw.baise.gov.cn/News/ZhuanXiangZhengZhi/2009/0522/250.htm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904/t20090429_189358.html 

关于对房地产开发中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开展专项治理的通知 

建规[2009]53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监察厅，直辖市规划委（局）、监察局： 

为贯彻落实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部署，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化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提高城乡规划依法行

政水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决定针对房地产开发中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依据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国

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的部署和要求，坚持标本兼治、注重治本，以有效预防房地产开发领域中违规变更规划、

调整容积率等突出问题为切入点，完善制度，规范程序，严明纪律，加强监管，推进房地产开发领域突出问题治理，

力争通过 1 至 2 年的专项治理，使房地产开发领域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等问题明显减少，房地产开发中规划

审批环节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促进城乡规划依法行政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推进惩治和预防

腐败体系建设。 

（二）工作依据 

1．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风景名胜区条例》、《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城市黄线管理办法》、《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城市蓝线管理办法》等。 

2．政策文件：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

管理的通知》（国发〔2002〕13 号），《关于印发＜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

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转让、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为个人和亲友谋取私利的处理规定

＞的通知》（中纪发〔2004〕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8〕131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和监督检查的通知》（建规〔2008〕227 号）等。 

二、主要内容 

（一）完善相关政策、制度 

1．各地要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和监督检查的通知》要求，对本地区建

设用地容积率调整的具体条件、审批程序及管理措施作出明确规定，抓紧完善容积率管理的相关制度。 

2．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制定的城乡规划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中违反国家关于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

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相关内容进行清理。对清理出的规范性文件，按照“谁发布谁纠正”的原则，提请或督促原

发布机构予以纠正。 

3．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要进一步完善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等违法违纪行为的责任追究办法。 

（二）加强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特别是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1．对建设用地容积率指标的规划管理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检查在城市规划区内以划拨、出让、转让方式提供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建设用地容积率等强制性指标的管理情况，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建设用地容积率等强制性指标的管理

情况，同一房地产项目（含分期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在给出规划条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规划方案审查、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建设项目竣工规划核实过程中对建设用地容积率等强制性指标的管理情况。 

2．对调整容积率指标、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情况进行检查。对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期间领取规划

许可的所有房地产项目进行清理。重点对其中涉及提高容积率，以及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城市水源和

河湖水系用地、绿化用地、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用地、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住宅用地的房地产项目进行逐一

清理检查。查清项目提高容积率、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是否有法定依据，是否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是否依法公开，是

否有土地价款和配套规费流失等情况。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要严格依法处理。 

（三）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 

完善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通过监督检查、受理群众举报等多种渠道拓宽案件线索来源，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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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用地规划变更、容积率调整中玩忽职守、权钱交易等违纪违法行为。 

三、进度安排 

专项治理工作采取自查自纠与逐级抽查相结合的方法，分三个阶段展开： 

（一）部署动员阶段（2009 年 4 月）。本通知下发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将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专项治

理工作进行动员部署，组织举办专项治理骨干学习培训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研究

制定实施方案，并于 2009 年 4 月 30 日前上报本地区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二）实施阶段（2009 年 5 月至 12 月）。各省（区、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组织本地区的自查自纠，开

展清理检查。7 月底，各地要完成对规定的房地产项目的自查自纠，并上报工作进展情况和各类汇总统计表；10 月

底，各省（区、市）完成对各地（市）的抽查，并上报工作进展情况和各类汇总统计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将适时组织调研督导组，对各地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和督导。10 至 11 月，

两部对各地专项治理开展情况进行抽查，对各地自查自纠中发现的问题和有投诉举报的房地产项目进行重点检查；

年底前，两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专项治理工作情况及查结的典型案例。 

（三）巩固、深化阶段（2010 年 1 月至 12 月）。对前期专项治理工作情况进行总结，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巩

固、深化前期专项治理工作成果的思路、措施；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组织修订完善城乡规划相关法律法规，建立

健全城乡规划管理的长效机制，规范新时期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四、有关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深入开展房地产开发中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专项治理，对于推进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遏制房地产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势头，深化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工作，促进城乡建设

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和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对此都作出了

部署。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专项治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加强领导，精

心组织，切实把这项工作抓好。 

专项治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会同监察部共同组织开展，两部成立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对专

项治理实施工作和政策指导。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要根据各自职能分工，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共同

做好专项治理工作。 

（二）突出治理重点，提高工作实效。各地要加强调查研究，切实摸清本地房地产开发中规划变更、容积率调整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重点，标本兼治，务求实效。在专项治理内容上，要紧紧围绕完善制度、清理检查、查处案

件这三项任务。在完善制度上，重点要尽快对本地建设用地容积率调整的具体条件、审批程序及管理措施作出明确

规定；在清理检查上，重点是要对提高容积率、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房地产项目进行深入检查；在查处案件上，重

点要查处利用审批权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问题。在专项治理对象上，要以地级

及以上城市为重点，切实加强对地级及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审批行为的监督检查。

各省（区、市）要加强对专项治理重点内容、重点地区的监督检查，对组织领导不得力、健全制度不及时、项目清

理不彻底、整改纠正不到位的地区，要重点检查，督促落实。 

（三）认真整改纠正，严肃责任追究。各地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准确把握政策界限，严格监管，严肃纪律。自查

自纠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依法依规处理到位，对违规审批的要及时纠正；对损害国家和群众

利益的要坚决制止；对利用审批权索贿受贿的要予以严惩；对清理检查搞形式、走过场和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的，

要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工作中遇到重要问题要及时报告。 

加强社会监督，注意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公布专项治理举报电话，设立举报信箱，畅通举报渠道。

对群众举报的案件线索，要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核查，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待。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在变更规划、

调整容积率中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件，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 

附件： 

1．房地产开发中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专项清理检查统计表 

2．房地产项目中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自查自纠登记表 

3．专项治理期间违法违纪案件查处情况统计汇总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二○○九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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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41）《规范城乡规划管理工作指导意见》（中治工发〔2009〕4 号） 

http://www.jxjst.gov.cn/html/jianshegongchenglingyuzhuanxiangzhiligongzuo//201006/02-24466.html  

http://gtghj.wuhan.gov.cn/pc-292-21743.html  

关于印发《规范城乡规划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中治工发〔2009〕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

作领导小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

按照《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部署，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规范城乡规

划管理工作指导意见》，已经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十月九日 

规范城乡规划管理工作指导意见 

    根据《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9〕27 号）和《工程建设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中治工发〔2009〕2 号）精神，现就规范城乡规划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围绕解决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擅自改变城乡规划、改变土地用途问题以及在房地产开发中违规调整容积率等突

出问题，全面开展排查，完善法规制度，坚决纠正和严肃处理城乡规划领域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推进《城乡规划法》

的贯彻实施，力争通过两年左右的时间，使城乡规划编制、修改、审批、实施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规划变更、容

积率调整中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维护城乡规划的严肃性,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具体措施和责任单位 

    （一）重点对房地产开发中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开展专项治理 

    1.对建设用地容积率指标的规划管理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检查在城市规划区内以划拨、出让、转让方式提供国

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用地容积率等强制性指标的管理情况，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建设用地容积率等强制性指标的管

理情况，同一建设项目（含分期开发的建设项目）在提出规划条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规划方案审查、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建设项目竣工规划核实过程中对建设用地容积率等强制性指标的管理情况。（住房城乡建设部、监察部、

国土资源部） 

    2.对调整容积率指标、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况进行检查。重点对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领取规划

许可的房地产项目进行清理检查。对涉及提高容积率，以及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城市水源和河湖水系

用地、绿化用地、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用地、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住宅用地的所有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逐一

清理检查。主要检查建设项目规划许可中，提高容积率、改变土地用途是否有法定依据，是否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是否依法公开，是否缴清土地价款和配套规费等情况。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要依法处理到位。（住房城乡

建设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 

    3.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完善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通过监督检查、受理群众举报等多种渠道拓宽案件线索

来源，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严肃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用地规划变更、容积率调整中玩忽职守、权钱交易等

违纪违法行为。2009 年底，向社会通报一批查结的典型案例。（住房城乡建设部、监察部） 

    （二）加大规划行政执法力度 

    1.加强对城乡规划编制、修改、审批、实施管理的监督检查。进一步明确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未经法定程序

不得修改。督促各地对本地区建设用地容积率调整的具体条件、审批程序及管理措施作出明确规定，抓紧完善容积

率管理的相关制度。加大规划行政执法力度，强化对违纪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住房城乡建设部、监察部） 

    2.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门制定的城乡规划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中违反《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和建设

用地容积率管理政策规定的相关内容进行清理。对清理出的规范性文件，按照“谁发布、谁纠正”的原则，提请或

督促原发布机构予以纠正。（住房城乡建设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 

    3.建立和完善城乡规划督察员制度，严格执行经批准的城乡规划。（住房城乡建设部、监察部） 

    （三）完善城乡规划管理及监督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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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完善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修改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修改、审批程序。2010 年 6 月底前,

制定并下发《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与审批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 

    2.开展完善《城乡规划法》相关配套法规制度的研究工作。抓紧出台《违反城乡规划规定行为处分办法》等制

度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监察部） 

    3.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 2 月，对《城乡规划法》实施情况进行评估，为相关监督检查提供意见建议。（住房城

乡建设部） 

    4.2010 年 3 月，配合全国人大开展《城乡规划法》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了解地方实施《城乡规划法》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督促各地加紧出台配套法规规章。（住房城乡建设部） 

    （四）提高规划管理工作的公众参与度 

    1.加强规划编制、修改、审批公开和征求公众意见等工作，推进“阳光规划”。（住房城乡建设部、监察部） 

    2.开展城乡规划公开公示制度研究，归纳国内外城乡规划公开公示制度的特点，对完善我国城乡规划公开公示

制度提出政策建议。（住房城乡建设部、监察部） 

   （五）加强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 

    1.对各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是否存在违反《环境影响评价法》法定程序、在规划环评未完成的情况下进行规划

审批等问题进行检查。（环境保护部） 

    2.研究制定规划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具体办法。（环境保护部） 

    三、自查标准 

    （一）规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和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 

    重点检查建设用地容积率指标的规划及调整管理工作情况。具体包括： 

    1.建设用地容积率指标的规划管理。是否存在未经规划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规划条件出让国有土地使

用权的情况；是否存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以划拨、出让、转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用地擅自变更规划、

调整容积率等强制性指标的情况；是否存在擅自变更、调整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建设用地容积率等强制性指标的情

况；是否存在同一房地产项目（含分期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在提出规划条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规划方案审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项目竣工规划核实过程中擅自变更规划、调整建设用地容积率等强制性指标的情况。 

    2.建设用地容积率指标调整的规划管理。是否对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期间领取规划许可的所

有房地产项目进行清理；是否重点对其中涉及提高容积率，以及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城市水源和河湖

水系用地、绿化用地、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用地、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住宅用地的房地产项目进行逐一清理

检查；项目提高容积率、改变土地用途是否有法定依据，是否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是否依法公开，是否缴清土地价

款和配套规费；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是否严格依法处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制定的城乡规划管

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存在与《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和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政策规定相悖内容；对于清理

出的规范性文件，是否按照“谁发布、谁纠正”的原则，提请或督促原发布机构予以纠正；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

政策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予以废止；部分条款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予以修订。 

    （二）规范城乡规划编制、修改、审批、实施管理 

    重点检查城乡规划，特别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修改、审批、实施管理工作中的有关内容。具体包括： 

    1.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方面。编制主体和程序是否符合《城乡规划法》的有关要求。 

    2.城乡规划审批方面。是否存在违反《城乡规划法》法定程序进行规划审批的问题；是否存在有关规划审批程

序和审批流程未向社会公开情况；是否存在违反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修改、审批程序问题；是否存在未及时公

布审批结果的情况。 

    3.城乡规划修改方面。是否存在未经法定程序对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进行修改的问题；是否存在违反法定权限

和程序擅自改变城乡规划、改变土地用途问题；是否存在房地产开发领域擅自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是否存

在违规调整容积率环节腐败问题。 

    4.城乡规划实施方面。是否严格执行《城乡规划法》对城乡规划实施管理的有关规定；是否严格执行住房城乡

建设部、监察部《关于对房地产开发中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开展专项治理的通知》、住房城乡建设部、

监察部《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和监督检查的通知》等文件规定。 

附 

规范城乡规划管理工作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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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6.风景名胜区条例 

    7.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8.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9.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2 号） 

    10.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9 号） 

    11.城市黄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4 号） 

    12.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5 号） 

    13.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国发〔2002〕13 号） 

    14.建设部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建规〔2002〕270 号） 

    15.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印发《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规划的具体范围（试行）》和《编制环境影响篇章或说

明的规划的具体范围（试行）》的通知（环发〔2004〕98 号） 

    1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和监督检查的通知（建规〔2008〕227 号） 

8.3.142）《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和监督检查的通知》（建规[2008]227 号） 

http://jgw.baise.gov.cn/News/ZhuanXiangZhengZhi/2009/0522/252.htm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904/t20090429_189359.html 

索 引 号： 000013338/2008-00439 主题信息： 房地产市场,城乡规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生成日期： 2008 年 12 月 13 日 

文件名称： 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和监督检查的通知 有 效 期： 2016 年 02 月 18 日 失效 

文  号： 建规[2008]227 号 主 题 词：  

废改立情况：  

依据《关于宣布失效一批住房城乡建设部文件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第 1041 号）失效 

 

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和监督检查的通知 

建规[2008]227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监察厅，直辖市规划局（委）、监察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规划管理依法行政水平，加强建设用地容积率的管理，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

划》有关规定，现就切实加强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强化容积率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在城乡发展建设中，城市和镇人民政府依据《城乡规划法》制定本地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并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对

建设项目进行规划管理是法律赋予的权力和责任。容积率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重要指标之一，既是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中必须规定的重要内容，也是进行城乡规划行政许可时必须严格控制的关键指标。近年来，一些地方城乡

规划管理不规范、监管不到位，在城乡规划的行政审批中，对容积率的调整搞“暗箱操作”，涉及容积率管理的腐

败案件时有发生，对城乡建设产生了不良影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强化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行政意识、切

实加强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和监督检查，对于规范新时期城乡规划工作，维护城乡规划的严肃性，推进城乡规划领

域的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把加强建设用地容积

率管理和监督检查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和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二、严格容积率指标的规划管理 

《城乡规划法》中明确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由城市、县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经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建设用地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的范围。在城市、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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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严格

依据经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的组成部分。对于规模小的镇、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建设用地可直接根据相关规划提出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

作为规划设计条件中重要的开发强度指标，必须经法定程序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确定，并在规划实施管理中严格遵

守，不得突破经法定程序批准的规划确定的容积率指标。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对建设项目实施规划管理中，必须严格遵守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容积率指标。对同一建设项

目，在给出规划设计条件、进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规划方案审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项目竣工规划核实过

程中，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给定的容积率指标均应符合法定规划确定的容积率指标，并将各环节的审批结果公示，直

至该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对于分期开发的建设项目，各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确定的建筑面积的总和，应该与规划设

计条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定的容积率相符合。 

三、严格容积率指标的调整程序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严格依据经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规划设计条件。规划设计条

件中容积率指标如果突破控制性详细规划或其他规划的规定，应当依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先行调整控制性详

细规划，涉及其他规划的须先行调整涉及到的其他规划。所有涉及建设用地容积率调整的建设项目，其规划管理的

有关内容必须依法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国有土地使用权一经出让，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擅自更改规划设计条件确定的容积率。确需变更规划条件确定的

容积率的建设项目，应根据程序进行： 

（一）建设单位或个人可以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变更的理由； 

（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从建立的专家库中随机抽调专家，并组织专家对调整的必要性和规划方案的合理性进

行论证； 

（三）在本地的主要媒体上进行公示，采用多种形式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应组织听证； 

（四）经专家论证、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依法提出容积率调整建议并附论证、公示（听

证）等相关材料报城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五）经城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方可办理后续的规划审批，并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

抄告土地主管部门备案； 

（六）建设单位或个人应根据变更后的容积率向土地主管部门办理相关土地出让收入补交等手续。 

涉及容积率调整的相关批准文件、调整理由、调整依据、规划方案以及专家论证意见、公示（听证）材料等均应按

照国家有关城建档案管理的规定及时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馆）移交备查。 

四、严格核查建设工程是否符合容积率要求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依法核实完工的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行政许可要求。核实中要严格审查建设工程总建筑面积

是否超出规划许可允许建设的建筑面积。建设工程竣工时所建的建筑面积超过规划许可允许建设的建筑面积的，建

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依法及时对违法建设进行处罚，拆除违法建设部分、没收违法收入，

并对违法建设部分处以工程造价 10％罚款。 

五、加强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监督检查 

 

要抓紧完善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制度的省（区、市），要抓紧制定建设用地容

积率管理制度，明确容积率调整的具体条件、审批程序及管理措施，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并根据工作需要，建立

相应的协作机制。 

要切实加强对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的监督检查，督促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完善容积率管理制度，加大案件查办力

度，坚决制止和纠正擅自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等突出问题，严肃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用地规划变更、容

积率调整中玩忽职守、权钱交易等违纪违法行为。 

各省（区、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监察机关要结合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工作，抓紧做好整章建制工作，并对近年来

建设用地和建设项目的规划管理情况进行检查。2009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将对各地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特别是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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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43）《加强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管理工作指导意见》（中治工发〔2009〕6 号） 

http://www.jxjst.gov.cn/html/jianshegongchenglingyuzhuanxiangzhiligongzuo//201006/02-24467.html  

关于印发《加强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中治工发〔2009〕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

作领导小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

按照《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部署，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加强工程建

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管理工作指导意见》，已经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印发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十月十日 

加强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管理工作指导意见 

    根据《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9〕27 号）和《工程建设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中治工发〔2009〕2 号）精神，现就加强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管理工作，提出如

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项目特别是扩大内需项目为重点，对 2008 年以来规模以上的投资项目工程建设实

施和工程质量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加强过程监管，用 2 年左右的时间，着重解决工程建设项目标后监管薄弱、

转包和违法分包、不履行监理责任、建设质量低劣和质量责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强化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企业

主体责任，完善法规制度，保证工程建设质量。 

    二、具体措施和责任单位 

    按照国务院职责分工和项目审批权限，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国资委及有关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负责指

导；按照行业管理原则、项目属地管理原则，根据行业分工，铁路、交通、水利、通信、电力、房屋建筑和市政工

程的质量安全责任分别由铁道、交通运输、水利、工业和信息化、电监会、住房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分工牵头负责。 

    （一）加强工程建设实施过程的管理 

    1.加强实施过程的程序管理。严格执行《建筑法》、《合同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认

真落实市场准入退出、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施工许可和开工报告、合同管理、质量监督和竣工验收备案等制度，

切实防止不履行法定建设程序情况的发生。 

    2.加强对工程建设的合同管理。推行按照项目属地和行业管理原则建立合同备案制度，各地主管部门要加强对

项目勘察设计、监理、施工总承包、分包及劳务等主要合同的管理，建立健全合同订立和履约监管机制，动态掌握

合同履约情况，强化对合同重大变更的备案管理，促进当事人提高依法办事的合同履约意识，提高合同履行水平，

防范转包、违法分包行为。 

    3.严格依法查处转包和违法分包行为。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工程建设实施过程的监管，对于发现的转包和违法分

包行为，要依法加大处罚力度，并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同时记入建筑市场信用记录，对存在转包和

违法分包行为的单位公开向社会曝光。 

    4.完善劳务分包制度。积极发展成建制劳务企业，建筑劳务作业实行企业化管理，劳务企业雇用农民工要“先

培训、后上岗”，要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禁止非法人组织承揽劳务作业，提高劳务队伍职业素质，保障工

程质量和安全。对于使用非劳务企业形式从事劳务作业的总包企业，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其用工行为的监管，检查其

与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 

    （二）加强工程质量管理 

    1.提高工程质量责任意识。严格落实工程建设有关各方责任主体和注册执业人员的质量责任，建立各负其责、

齐抓共管的工程质量责任约束机制，有效保障工程质量。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各方责任主体以及质量检测、

工程监测等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和注册执业人员，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即使离开原单位，仍应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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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落实建设单位的责任。建设单位是项目实施管理总牵头单位，要根据设计、施工方案，组织设计、施工、监

理等单位，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实地检查并及时解决问题，加强质量管理。建设单位不得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

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不得明示或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得

明示或暗示施工队伍挂靠承包，不得以低于国家取费标准签订监理合同。对于发现存在以上行为的项目，有关部门

要依法责令改正、严肃查处。 

    3.落实施工总承包企业责任。总包企业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合同的约定承担施工总承包的责任，按照合同约

定设立现场管理机构，配备全套管理人员。要按照设计图纸和技术标准施工，严格执行质量安全要求，认真落实质

量安全防护措施。总包企业分包工程及变更项目经理需经建设单位书面同意，并报项目所在地建设、交通、水利等

主管部门备案。 

    4.规范监理企业和监理人员行为。监理企业要建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体系，选派有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

人员进驻施工现场，保证专业配套、人员到位。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理规范和监理合同，

认真履行职责。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

一道工序的施工。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建设单位不拨付工程款，不进行竣工验收。严禁索贿受贿，严禁转让监

理业务。 

    5.推动《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尽快修订，创新质量监管体制机制。进一步落实各方的责任，增强法规的可

操作性，完善质量保险、施工图审查、质量检测、竣工验收、质量保修等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改革工程质量监

管机制，明确监督机构的职责和定位，改进监督方式方法，强化监督巡查和抽查，强化“市场”与“现场”的联动，

提高监管效能。 

    6.加强工程质量监管队伍建设。充实质量监管人员，保障政府质量监督工作经费，严格实施对工程质量监督机

构和监督人员的考核和资格认定，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执法有力的质量监管队伍，提高监督执法水平。同时，

加强合同管理、劳务队伍、农民工管理等监管和服务队伍建设。 

    7.开展全国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检查，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在各地自查的基础上，定期对全国各省市进

行检查，同时不定期开展督查。一是检查各地贯彻落实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况，开展工程质

量检查的情况，对违反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行为进行查处的情况，对工程质量事故和质量投诉的处理情况等；二

是检查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和施工图审查、质量检测单位以及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

人员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三是检查工程勘察设计质量，以及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实体质

量；四是检查建设工程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及试生产管理情况。要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对于违反法律法规和工

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一经发现要严格依法给予处罚，切实落实建设各方和相关人员的质量责任。 

    三、自查标准 

    （一）工程质量自查标准 

    1.质量责任落实方面。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责任主体和施工图审查、质量检测等有关单位及

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是否严格执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是否及时对检查出的质量问题和隐患进行整改；是否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试生产管理是否规范。 

 

    2.质量监督队伍建设方面。质量监督工作经费是否能够保证；质量监督人员配备是否满足需要；是否按照相关

规定严格实施对质量监督机构和监督人员的考核和资格认定。 

    3.质量事故和质量投诉处理方面。是否对质量事故和质量投诉及时进行查处；是否符合有关处理程序；是否对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和人员依法进行处罚；是否将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二）建设项目自查标准 

    1.建设单位。是否履行对工程质量的全面管理责任；是否按规定办理施工许可证等相关法定手续；是否存在拖

欠工程款、直接发包劳务作业或指定劳务分包人；是否支付工伤或意外伤害保险费用。 

    2.施工总承包企业。施工企业是否具有相应资质等级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合同施工企业与实际施工人是否

一致，是否实行统一财务管理；总包企业与现场项目负责人及主要管理人员间是否有合法人事关系；是否在施工现

场设立项目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是否对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项目经理是否具有注册执业资格；现场的技术资

料、变更、洽商等往来文件是否由签订合同的施工企业签署；主体结构工程使用的钢材、水泥、商品混凝土等主要

材料是否交由分包单位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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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劳务分包和用工方面。总承包企业直接用工的，是否直接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工伤等社会保险；总

承包企业进行劳务分包的，劳务分包单位是否具有资质，是否监管劳务分包、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情况、考勤及工

资发放、持证上岗情况；是否拖欠农民工工资；是否存在用工管理混乱、劳务纠纷、群体性事件、个人挂靠或劳务

作业违法分包等问题。 

    4.工程监理单位。工程监理单位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签定的监理合同是否规范合法，是否执行国家规定的收

费标准;是否建立了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总监理工程师是否具有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和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现场监理人员配置是否符合工程要求；监理工作流程是否符合《建

设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项目监理资料是否齐全完整；现场监理是否有实效。 

附 

加强工程建设实施和 

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的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4.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5.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6.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7.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8.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 

    9.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10.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47 号） 

    11.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8 号） 

    12.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9 号） 

   1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0 号） 

    14.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63 号） 

 

8.3.144）《关于组织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排查工作的意见》（中治工发〔2009〕12 号） 

http://www.jxjst.gov.cn/html/jianshegongchenglingyuzhuanxiangzhiligongzuo//201006/02-24468.html  

http://zizhan.mot.gov.cn/zhuantizhuanlan/lianzhengjianshe/gongchengjiansheWT/zhongyangjingshen/200911/t20091117

_635703.html  

http://www.sz.gov.cn/jcgc/gzdt/zydt/200911/t20091124_1231952.htm  

http://www.sasac.gov.cn/n2588020/n2877928/n2878223/c3751820/content.html  

关于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排查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中治工发〔2009〕1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

作领导小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 

    《关于组织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排查工作的意见》已经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同

意。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排查问题是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步骤和基础。排查工作开展得好坏，直接关系整个专项治理工作的成效。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的要求，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精心组织，求真务实，确保排查工作取得实效。 

          二○○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关于组织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排查工作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按照《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工作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就组织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排查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排查的范围和重点 

    （一）排查范围。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为重点，对 2008 年以来立项、在建和竣工的建设项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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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排查。地方各级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对本地区负责建设的项目开展排查；其中，县级对总投资额在 500 万

元以上、市级对总投资额在 3000 万元以上、省级对总投资额在 5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进行重点排查。中央有关部门

和国务院国资委分别负责组织对总投资额在 5000 万元以上，本部门（含直属单位）组织实施的建设项目和中央企

业投资的建设项目进行排查。对于其他投资项目（非政府投资和未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总投资额在 3000 万元以

上的，也要对核准、备案、用地、规划、环评、质量、安全生产等情况进行排查。各地区各部门可以结合实际，进

一步细化排查的范围和规模。 

    （二）排查重点。重点对以下问题进行排查： 

    1.工程建设项目决策是否依法合规，是否存在违规审批、擅自调整投资计划、未批先建、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

失等问题； 

    2.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管理是否规范，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是否落实，是否存在非法

批地、低价出让土地以及违法违规审批和出让探矿权、采矿权等问题； 

    3.规划许可是否规范，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存在违规变更规划和改变土地用途等问题； 

    4.招标投标活动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规避招标、虚假招标、围标串标、评标不公、监管不力等问题； 

    5.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的管理是否严格，是否存在转包和违法分包、擅自改变项目建设规模和内容、施工

监理不到位、工程质量  低劣、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制不落实等问题； 

    6.物资采购和资金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存在物资采购监管薄弱、违规使用资金以及工程严重超概算等问题； 

    7.工程建设项目信息是否公开透明，招标投标违法行为公告制度是否建立并得到落实； 

    8.有关投诉和举报是否得到及时受理，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案件是否及时得到严肃查处。 

    各地区各部门在认真查找上述重点问题的同时，可以结合实际，确定排查重点。 

    二、排查的主要环节 

    （一）找准突出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和项目建设单位要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认真查找工程建设关键

环节和重点部位存在的突出问题，摸清存在问题的底数。 

    （二）深刻分析原因。针对发现的问题，从制度建设、主观思想、权力制约和监督、行政监管、市场环境等方

面，分析原因、查找漏洞，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和要求，为建立健全防治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长效机制奠定

基础。 

    （三）分类做出处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排查出的问题区分不同情况进行认真处理。对一般违

规问题，要及时纠正，认真整改；对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要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带有共性的问题要从加强制度建设的层面，研究和采取治本之策。 

    三、排查的时间和方式 

    排查工作自 2009 年 10 月开始，至 2010 年 3 月结束，分为自查自纠和重点抽查两种方式。 

    （一）自查自纠。项目建设单位对本单位负责建设的项目进行自查自纠，政府有关部门对履行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和监管职责的情况进行自查自纠。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制定的重点环节治理工作指导意见所明确的自查标准，梳理自查项目，细化自查内容，认真开展自查自纠。 

    （二）重点抽查。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谁建设，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做好抽查督导工作。

地方各级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要统一组织相关部门，对本地区负责建设的项目进行重点抽查；中央有关部门和中

央企业要对本部门（含直属单位）组织实施的建设项目和本企业投资的建设项目进行重点抽查。负有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监管职责的部门，要对本系统开展自查自纠的情况进行重点抽查。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研究确定抽查的范围和

比例，点面结合深入开展排查工作。中央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适时组织力量，对部分重点项目的自查自纠情况

进行抽查。 

    排查工作结束后，各地区各部门要在本地区、本系统逐级上报排查工作情况的基础上，对项目排查情况和履行

审批监管职责的排查情况进行认真分析总结。2010 年 3 月底前，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专项治理工作

领导小组和中央有关部门将排查工作总结报中央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四、工作要求 

    （一）严格工作责任。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排查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全面排查不留死角、严格检查

不走过场。要结合实际，对本地区本部门排查工作的时间进度、工作步骤和工作方式等做出具体安排，细化工作内

容。要实行严格的工作责任制，明确有关领导和经办人员的责任，建立工作台账，严肃认真地填报排查工作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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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单位领导负责任地签署意见。对自查不认真、填报不实，在重点抽查中发现问题的，要对有关单位的领导实施

严格的问责。 

    （二）严肃工作纪律。各地区各部门要真抓实干、求真务实，按照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彻底清查，找准问题，

认真整改。要把监督检查作为推动排查工作落实的重要手段，加强对自查自纠情况的重点抽查和督查，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要严肃工作纪律，对主动认识和纠正问题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从轻从宽处理；对排查工作中走过场

的，要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补课”；对拒不自查、掩盖问题或弄虚作假、拒不纠正、压案不查的，要严肃追究直

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三）加强协同配合。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大局出发，树立全局观念，加强协调配合和沟通联系，形成整体合力。

在排查工作中既要确保监督检查到位，又要避免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对于中央和地方联合投资的项目要加强协调，

明确责任主体，认真开展排查。要做好专项治理工作与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的衔

接，对中央检查组负责检查的中央新增投资扩大内需项目，在本次排查中不再重复安排检查。 

    （四）加强政策研究。各地区各部门对排查出来的问题要认真研究分析，区分不同情况，准确分类定性，明确

处理的政策界限，正确适用法律和纪律，努力取得良好的政治、社会和法纪效果。要把排查工作与制度建设结合起

来，要坚持边排查、边规范，以查促改、以查促建。排查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专项治理工作领导

小组请示报告。 

 

 8.3.145）《关于进一步加大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力度的通知》（中治工发〔2009〕13 号） 

http://www.jxjst.gov.cn/html/jianshegongchenglingyuzhuanxiangzhiligongzuo//201006/02-24470.html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机关各有关部门治

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 

当前，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按照中央的部署，深入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是专项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有利于遏制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有利于以查促纠、以查促建，

推动专项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增强专项治理的社会效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

查办案件工作的重要性，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办案力度，集中突破一批大案要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积极拓宽案源渠道 

(一)认真受理群众举报。各级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设立举报电话；纪检监察、检察、公安、审计等执纪执法

机关要运用现有信访举报渠道，归类汇总有关工程建设领域的信访举报；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处理

业务范围内的举报投诉。要充分发挥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项治理举报电话和举报

网站的作用，加大宣传力度，切实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各地区各部门对收到的举报等案件线索要专人负责、逐件

登记，统一管理和研究办理意见，符合立案条件的要抓紧立案，重要案件线索要报上级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备

案。 

(二)注意在审计、财政监督、执法监察等专项检查中发现案件线索。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行为形式多样、手段隐

蔽，必须深挖细查，锲而不舍，及时把违纪违法问题揭露出来并予以查处。要分析、汇总排查工作中发现的疑点问

题，梳理案件线索；开展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和严重超概算项目的跟踪审计和重点审计，深挖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

背后的腐败问题；掌握土地出让合同专项清理、矿业权审批和出让专项清理等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加强案件线

索管理与分析研判，深挖窝案串案。 

(三)注意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关注并定期梳理新闻媒体报道，从中发现案件线索；加强舆情分析，从社会关

注的热点问题中发现违纪违法问题。 

二、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案件 

(一)突出办案重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都要选择一批重点案件，集中力量进行查办。’重点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

别是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插手工程建设谋取私利的案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审批立项，非法占用土地，非法批地批矿，

低价出让土地，规避和虚假招标，围标串标，擅自变更规划和设计、改变土地用途和提高容积率等案件，严肃查处

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工程建设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发现的违纪违法案件，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

息。 

(二)建立重点案件挂牌督办制度。中央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有关部门直接查办_批案件，同时选择案源线

索可查性强、问题比较典型的案件挂牌督办；各省(区、市)也要直接查办和挂牌督办一批案件。对上级专项治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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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案件，本级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直接查办，负责到底，不得层层转办。 

(三)落实办案工作责任制度。执纪执法机关、行业主管或监管部门要备司其职、强化监管，依法查处工程建设领域

各类案件。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城乡建设、工业和信息化、财政、安全监管等部门要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查处工程建设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交通运输、铁道、水利、电监等部门要着重查处

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着重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

检察机关要着重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公安机关要着重查处工程建设领域的

经济犯罪案件。审计机关着重通过加强审计，揭露和查处工程建设领域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犯罪线索。 

三、完善查办案件协调机制 

(一)建立和完善案件线索移送制度。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对发现的违纪违法案件线索要及时移送专项治理领导小组

办公室或执纪执法机关，并积极配合做好办案工作。执纪执法机关要主动加强与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的沟通联系，

对受理的案件要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查处。 

(二)完善案件协查机制。各级专项治理领导小组要建立和完善由纪检监察、检察、公安、审计等机关参加的查办案

件协调机制，定期梳理案件线索，分析办案形势，通报办案情况，对影响面广、查办难度大的案件要统一调配力量

共同查办。对违纪违法的单位和个人，要综合运用行政、纪律和司法等手段予以惩治。违法违规的，由行业主管、

监管部门给予必要的行政处罚或经济处罚；违反党纪政纪的，由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四、加强对查办案件工作的领导 

(一)要高度重视办案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专项治理领导小组要加强艇查办案件工作的组织领导，主要领导要及

日听取查办案件工作汇报，对重大复杂案件要亲自部署和指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有专门力量组织协调和负责案件

查处工作。上级机关要帮助下级机关协调解决查办案件中的困难和问题，对下级机关查处有困难的大案要案，要派

员指导或者直接查处。 

(二)建立案件查处情况月报告制度。各级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认真做好查办案件统计、分析工作、认真填写

中央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发的《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违法违纪案件查处情况统计表》(见附件)，

并由有关负责人签署意见，报上级领导小组办公室。从 201O 年起，实行查办案件情况月报告制度。每月 5 日以前，

各省(区、市)专项治理领导小组要将上月查办案件的情况汇总上报中央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充分运用查办案件工作的成果，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及

时公布查处的典型案件，震慑腐败分子，坚定人民群众的信心。要运用典型案例，以案明纪、以案说法，加强对领

导干部和工程建设领域从业人员的警示教育。要深入剖析典型案件，梳理带有共性的问题，探寻工程建设领域违纪

违法案件发生的特点和规律，深入研究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查找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和漏洞，从政策

和制度层面提出解决的措施和办法，健全制度，规范管理，推动工程建设健康有序发展长效机制建设。 

附件：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违法违纪案件查处情况统计表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8.3.146）《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建市[2009]255 号） 

http://www.jxjst.gov.cn/html/jianshegongchenglingyuzhuanxiangzhiligongzuo//201006/02-24471.html  

关于印发《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建市[2009]255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建设交通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按照中央

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要求，我部制定了《住

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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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

［2009］27 号）和《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结合实际，制定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开展工

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一、主要任务 

  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项目特别是扩大内需项目为重点，用两年左右的时间，着力解决城乡规划管理中违

反法定权限和程序擅自改变城乡规划、改变土地用途、违规调整容积率的问题；着力解决工程招投标活动中规避招

标、虚假招标、围标串标、评标不公等问题；着力解决工程建设实施和质量管理中的标后监管薄弱、转包和违法分

包、不认真履行施工监理责任、建设质量低劣、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的问题。规范工程建设项目决策行为，推进建

设项目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加大查办案件力度。坚持集中治理与日常监管工作相结合，坚持专项治理与长效

机制建设相结合，完善配套法规制度，推进体制机制建设，健全工程建设市场体系，为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又好又

快发展提供保证。 

  二、工作措施 

  （一）规范工程建设项目决策行为 

  1、科学合理确定项目的工期和造价。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科学确定勘察、设计、施工等各环

节的合理周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工程造价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工程造价计价办法和计价标

准确定，工程招投标的中标价格要体现合理造价的要求，坚决制止不经评审的最低价中标做法，杜绝工程造价过低

带来的质量和安全问题。 

  2、认真落实施工许可证制度。按照《建筑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等规定，严格执行施工许可法

定条件，认真履行法定监管职责，对建设资金未按规定落实到位、不具备工程质量安全保证措施等办理施工许可证

法定条件的项目，一律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对于建设单位未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严厉查

处。切实防止借口加快建设、不履行法定建设程序情况的发生。 

  3、加强建筑项目节能评估审查。要进一步贯彻落实《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及国家建筑节能有关规定，重点对

新建建筑在规划、设计、施工、竣工验收阶段执行强制性建筑节能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加强北方供暖地区供热

计量及节能改造项目监管，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改造项目实现预期

的节能环保目标。 

  （二）规范招标投标活动 

  4、抓紧研究起草《建筑市场管理条例》。推动《建筑市场管理条例》起草、调研和论证工作，争取 2010 年报

送国务院法制办。 

  5、加快编制行业标准文件。出台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标准施工招标资格预审文件和施工招标文件，各地要结

合实际做好贯彻实施和试点工作。出台《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招标资格审查办法》，规范招标投标活动中资格

审查行为。 

  6、改革完善评标办法。落实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实行合理价中标，防止和杜绝恶性“低

价抢标”行为。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倡导网上报名、资格审查和发售招标文件，实现招投标管理的

网络化、系统化，以计算机辅助评标和异地远程评标为基础，逐步探索网上投标、开标和定标等电子化招投标方式。 

  7、加强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管理，规范设计变更。健全勘察设计招投标管理制度，完善评标标准和方

法，重点加强对勘察设计的经济、技术、功能的比选和评价，防止简单以价格竞标的评标行为。对于建设单位、设

计单位未经批准擅自变更建设规模、建设地点、投资控制额等关键指标，不履行设计变更程序擅自修改设计文件的，

要依法严肃查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审查合格的施工图；确需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将修改后的施工图

送原审查机构审查。 

  8、加强招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规范管理。按照《招标投标法》规定，加强招标代理机构准入清出管理。

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考核办法，重点对其资格条件、市场行为、执业质量状况等进行

定期检查和量化考核，规范招标代理行为；探索实行招标代理活动项目负责人负责制度，项目负责人应当具备造价

工程师、监理工程师或者建造师等注册执业资格。 

  9、加强评标专家库管理。研究制定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评标专家分类标准，建立涵盖房屋建筑和市政工

程各相关专业的评标专家名册，逐步实现各地评标专家名册联网；加强对评标专家评标活动的监管，建立健全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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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和市政工程专家评标后评估制度，督促评标专家客观公正地履行评标职责，提高评标质量和水平。 

  10、逐步建立统一规范的工程建设有形市场。充分利用现有有形建筑市场资源，结合各地发展实际，进一步加

强有形建筑市场的场所设施建设，完善有形建筑市场的交易服务平台功能，提高有形建筑市场信息化建设水平。逐

步建立统一规范的工程建设有形市场，为行业主管部门监管创造条件，实现应招标的工程统一进场、集中交易、行

业监管、行政监察的目标。 

  （三）规范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11、严格实施《城乡规划法》，完善配套法规制度。各地要进一步明确对本地区建设用地容积率调整的具体条

件、审批程序及管理措施，加强对城乡规划编制、修改、审批、实施的监督检查，抓紧制定出台《违反城乡规划行

为处分办法》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与审批办法》；按照国家关于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进

一步清理各类规范性文件，完善《城乡规划法》相关配套法规制度，积极开展有关城乡规划许可的重点内容、城乡

规划公开公示制度、违反城乡规划行为分类及处分量化标准等问题的研究。 

  12、监督检查建设用地容积率指标的规划管理情况。重点检查在城市规划区内以划拨、出让、转让方式提供国

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用地容积率等强制性指标的管理情况，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建设用地容积率等强制性指标的管

理情况，以及同一建设项目（含分期开发的建设项目）在给出规划条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规划方案审查、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建设项目竣工规划核实过程中对建设用地容积率等强制性指标的管理情况。 

  13、监督检查重点治理调整容积率指标、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情况。逐一清理检查涉及提高容积率，以及将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城市水源和河湖水系用地、绿化用地、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用地、工业用地变更

为商业、住宅用地的所有房地产开发项目；依法处理建设项目规划许可中，未履行法定公开程序，擅自提高容积率、

改变土地使用性质，以及土地价款和配套规费流失等违法违规问题。 

  （四）加强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管理 

  14、加强工程建设质量过程监管。创新工程质量监管机制，完善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明确监督机构的职责

和定位，改进监督方式方法，强化监督巡查和抽查，强化“市场”与“现场”的监管联动，提高监管效能。组织开

展全国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检查，在各地自查的基础上，定期进行检查，同时不定期开展专项督查，督促各地认

真开展在建工程质量隐患排查，切实消除质量隐患，确保工程质量。 

  15、完善劳务分包制度。积极发展和规范劳务企业，建筑劳务作业实行企业化管理。劳务企业雇用农民工要“先

培训、后上岗”，要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务合同，禁止非法人组织承揽劳务作业。提高劳务队伍的职业素质和基本

技能，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对于使用非劳务企业形式从事劳务作业的总承包企业，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其用工行为

的监管，检查其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 

  16、规范监理企业和监理人员行为。监理企业要建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体系，选派有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

理人员进驻施工现场，保证专业配套、人员到位。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理规范和监理合

同，认真履行职责。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施工企业不得进

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建设单位不拨付工程款，不进行竣工验收。严禁转让监理业务。 

  17、严格合同管理，禁止转包和违法分包。要加强对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以及勘察、

设计、监理等合同的管理，建立健全合同订立和履约监管机制，动态掌握合同履约情况，强化对合同备案特别是重

大变更备案的管理，防范转包、违法分包行为。依法加大对转包、违法分包行为的处罚力度，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的责任。 

  18、完善质量法规制度，落实工程质量各方主体责任。推进修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立和完善质量

保险、施工图审查、质量检测、竣工验收、质量保修等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进一步落实各方主体质量责任。要

严格落实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和注册执业人员的质量责任，进一步明确建设单位、工程总承包企业等主体质量责任要

求。建立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程质量责任约束机制，完善工程质量责任追究制度，依法严厉查处各方主体在质

量工作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19、完善安全生产管理法规制度。落实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制，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督促建设、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确保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实处，积极

防范建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对于不履行职责、不落实责任，导致发生事故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要按照“四

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五）推进建设项目信息公开和信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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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全国统一的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形成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统

一的信用评价标准、统一的信用法规体系和统一的信用奖惩机制。要进一步做好企业和个人市场行为信息的采集、

管理、发布和报送工作，研究建立企业、个人信用信息和项目信息基础数据库，加快制定建筑市场主体信用评价标

准，推动社会信用评价队伍建设，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 

  （六）加大查办案件力度 

  21、把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贯穿于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专项治理的全过程，认真受理群众举报和投诉，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尤其是要对涉及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府投资项目在规划审批、工程建设实施等环节存在

的腐败问题进行重点检查。加强与纪检、监察、司法机关的工作联系和协调配合，建立情况通报、线索移送、案件

协查和信息共享机制，严肃查办工程建设实施过程中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插手干预工程建设

的案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坚决遏制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势头。 

 

  三、组织机构 

  （一）成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部长姜伟新同志担任，副组长由副部长仇保兴同志、副部长郭允冲同志、驻部纪检组组长龙新南同志担任，成员

为建筑市场监管司、驻部纪检组监察局、城乡规划司、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标准定额司、建筑节能与科技司、稽

查办公室等单位的负责人。下设综合协调办公室。综合协调办公室设在建筑市场监管司和驻部纪检组监察局。 

  （二）成立规范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协调组。组长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同志担任，副组长由驻部纪

检组组长龙新南同志、监察部副部长郝明金同志担任。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城乡规划司。 

  （三）成立加强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管理工作协调组。组长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郭允冲同志担任，

成员为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建筑市场监管司、稽查办公室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司局级负责同志。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 

  各地要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认真做好专项治理的各项工作。 

  四、工作步骤 

  （一）深入排查问题，认真进行整改 

  1、开展自查和重点督查。各地要按照统一部署，针对专项治理重点环节进行自查，找出存在的突出问题，分

析原因，提出治理对策。要选择重点项目、重点环节进行督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按照中

央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适时组织抽查。 

  2、认真进行整改。各地要针对自查和督查发现的问题，制定和完善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任，完善体制机制

建设。专项治理中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要及时上报并总结推广，以点带面，推动专项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巩固工作成果，建立长效机制 

  深入调查研究，把专项治理工作中的有效措施和经验转化为法规制度，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各地专项治理工作

总结报告，按要求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五、保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要高度重视专项治理工作，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建立健全责任机制，落实

任务分工，抓好职能范围内的专项治理工作，指导、督促、检查有关工作措施的落实。把排查问题、进行整改、加

强日常监管和完善法规制度有机结合，协调推进。 

  （二）加强重点治理注重取得实效。要结合实际，找准专项治理中突出问题，突出重点项目、重点环节的治理

和监管，强调重点督查和整改，保证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三）加强分类研究和政策指导。深入调查研究，明确政策界限，创新工作思路，实施分类指导，解决难点问

题。注意在专项治理中把握规律，研究提出解决对策 

8.3.147）《江西省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2009 年 9 月） 

http://www.jxjst.gov.cn/html/jianshegongchenglingyuzhuanxiangzhiligongzuo//201006/02-24472.html  

江西省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中办发[2009]27 号）文件精神，按照中央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结合我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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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专项治理工作的

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坚持集中治理与加强日常监管相结合，改革创新，求真务实，着力解

决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和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切实维护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江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二）基本要求 

  1.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总体要求做好专项治理工作。通过开展专项治理，促进工程建设项目决策、

规划审批、土地出让、招标投标、资金使用等活动的高效和规范有序，促进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措施的

贯彻落实。 

  2.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重中之重。把工程建设领域中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专

项治理的重点内容，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治理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征地拆迁中侵害群众利益、拖欠工资损害农民工

利益、违规违法调整容积率侵害居民利益、环境污染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以及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等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问题，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3.要与惩防体系建设相结合，标本兼治。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既要查找问题，纠正错误，查办案件，惩治违法

违纪行为，形成惩戒和震慑的氛围，又要理顺部门行业之间的关系，清理不规范文件及相互冲突的规章，建章立制，

建立解决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的长效机制，以机制、制度规范权力、规范行为，解决工程建设领域反复出现的一

些突出矛盾和问题，铲除工程建设领域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4.攻坚克难，务求实效。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涉及一些长期

积累的问题和矛盾，涉及诸多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要痛下决心，坚定信心，敢啃硬骨头，善于破解难题，

采取过硬措施，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达到中央提出的阶段性目标。 

二、重点内容 

  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为重点，对照有关政策规定和法律法规，针对项目决策、城乡规划审批、项

目核准、土地审批和出让、环境评价、勘察设计和工程招标投标、征地拆迁、物资采购、资金拨付和使用、施工监

理、工程质量、工程建设实施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认真查找和解决以下六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项目决策和审批中的突出问题 

  项目决策、审批程序是否依法合规、科学民主。是否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按照有关程序集体研究民主决策，

是否存在擅自简化程序，以领导批示、会议纪要等代替必要的项目审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

“政绩工程”；是否依法办理立项、规划许可、用地许可、节能评估审查、环境影响评价、施工许可、商品房销售

许可、质量监督、安全监督等规定的手续。 

  （二）项目招标投标中的突出问题 

  是否进行公开招投标，邀请招标是否按照程序经过项目审批机关或行政监督部门依法批准，是否以项目特殊、

时间紧迫等为借口，以行政会议的形式确定施工单位，以集体决策为幌子规避招标；是否以肢解工程、化整为零等

方式规避招标，或只对项目的部分工程如主体工程进行招标，附属工程则直接发包，或只对工程施工招标，重要设

备、原材料的采购不依法招标；招标文件编制是否严谨、公平，是否通过不合理提高投标门槛、设定不合理评分办

法等手段“量体裁衣”，排斥潜在投标人；是否存在投标人以挂靠、借用资质、伪造业绩、相互串通等手段进行围

标、串标；是否存在招标代理机构违规操作、评标专家不公正问题；对投诉举报是否进行了认真调查，对发现的问

题是否依法依规进行了处理。 

  （三）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是否严格按照项目法人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等规定进行实施和管理。是否存在施工、监理企业中标后

转包、违法分包，通过虚假签证和变更设计虚增工程量，导致“低价中标、高价结算”的问题；建设单位对合同中

项目经理、监理工程师等施工管理人员的更换和到岗情况的监管是否到位；工程财务管理是否规范，是否滞留、挤

占、挪用建设资金或不按计划、合同、进度付款；是否擅自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增加建设内容，导致项

目投资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算、决算超预算，工程设计的变更、概算的调整是否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是否建立

和落实了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责任制，是否存在重大安全事故、质量事故、生态环境破坏事故隐患；工程进度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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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计划完成；是否按规定程序和要求及时进行竣工验收和决算。 

  （四）土地使用权、矿业权审批和出让中的突出问题 

  土地的使用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农地转用、征收、拆迁是否合法、合规，补偿是否及时、足额到位，

是否存在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是否实行了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土地出让金和有关税费是否

在规定时限内足额交清，是否存在以政府抄告单、领导批示等形式减免土地出让金和有关税费的情况；是否存在非

法审批、非法供地、低价出让、非法占地、未批先用等问题；探矿权、采矿权、采砂权的设置是否合理，出让程序

是否规范。 

  （五）城乡规划管理和房地产开发中的突出问题 

  是否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擅自改变城乡规划、改变土地用途和调整容积率。对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全面清理，

对其中涉及提高容积率，以及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城市水源和河湖水系用地、绿化用地、自然与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用地、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住宅用地的房地产项目要进行重点清理。项目土地出让前是否出具了详

细的规划条件、明确了出让宗地的面积、土地使用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主要规划要求；项目是否按

批准的规划条件进行建设；是否存在闲置土地、欠缴税费和土地出让金、长期不为购房户办理房产证等问题；是否

存在开发商擅自提高容积率、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情况；批准项目提高容积率、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是否有法定依据，

是否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是否依法公开，土地价款和配套规费是否及时足额缴清等。 

  （六）行政监管体制机制方面的突出问题 

  是否存在行政监督管理部门间的职能交叉和监管空白，导致多头监管或无人监管的问题；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是否与法律法规及上级的政策精神相抵触，是否相互矛盾和冲突；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间的联系、

沟通是否顺畅，协调配合是否有力。招标代理机构、评估机构、会计审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是否存在以回扣、分成、

付管理费等方式争揽业务，不公平竞争，以及与委托单位、投标企业内外串通、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等问题，对中

介机构的监管是否有效。 

要通过查找问题，分析原因，搞好整改，加强监管，深化改革，创新制度，实现中央确定的专项治理工作阶段性目

标：工程建设领域市场交易活动依法透明运行，统一规范的工程建设有形市场建立健全，互联互通的诚信体系初步

建立，法律法规制度比较完善，相关改革不断深化，工程建设健康有序发展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领导干部违法违

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的行为受到严肃查处，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势头得到进一步遏制。 

三、重点部署和措施 

  （一）自查自纠 

  各项目建设单位要组织专门人员，对 2007 年 1 月 1 日以来所有竣工和在建（包括已全部或部分交付使用但未

竣工决算），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包括工业、交通运输、水利、土地整理

开发、房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信息产业、环境保护、园林等建设项目逐一清理，建立项目台帐。要对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认真查找工程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任，及时进行纠正，并形成

自查自纠报告。 

  各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人防、安全

监管、重点工程办公室等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和单位要对本部门、本单位履职情况进行自查自纠，并按照职责分

工，对所管辖项目的自查自纠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全面掌握情况，摸清存在问题的底数，加强组织指导，督促整改。 

  （二）清理规范性文件 

  省直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对本部门制定或本部门参与起草，由省人大、省政府印发的有关工

程建设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及时进行修订完善或提出继续执行、修订或废止的意见，提出制

度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的建议和工作计划。各设区市也要组织力量对本地区自行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三）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要把查办案件贯穿专项治理的全过程，通过查办案件推动专项治理的深入开展。重点查办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

领导干部利用职  权插手干预规划审批、招标投标、土地审批和出让等谋取私利、索贿受贿的案件，严厉查处违

法违规审批立项、规避和虚假招标、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土地、擅自变更规划和设计、改变土地用途和容积率、严

重侵害群众利益等违法违规案件，坚决查处工程建设中盲目决策、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失职渎职案件。不仅

要对违法违规的企业进行行政处罚，也要对建设单位和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行为实施责任追究；

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也要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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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创新体制机制 

  进一步改进工程项目决策机制，完善重大项目的确定、重大规划的调整、房屋容积率的改变、大额度资金使用

等事项集体研究、民主决策的机制和程序。建立健全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机制，大力推进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建设，构建省、设区市、县（市）、乡（镇）四级公共资源交易网络。扩大进场交易的项目范围，改善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硬件设施，规范操作规程，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建立健全信息公开机制，凡不涉及保密事项的建设

项目各种信息都必须依法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建立健全诚信机制，完善工程建设领域信用记录制度，整合有

关部门和行业信用信息资源，建立综合性数据库，实现诚信信息共建共享。建立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和守信激励制度，

严格市场准入。建立健全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机制，运用省、市、县三级电子政务平台，实现工程建设项目网上交

易和电子监察，增强透明度，提高公信力。 

  （五）健全规章制度 

  加快制度建设的步伐，尤其要加强对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的制度建设，坚持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并重，注

重制度之间的配套衔接，增强制度的针对性、系统性和有效性，最大限度地减少滋生腐败的机会。当前，要抓紧制

定出台对政府投资工程实行全过程管理的办法，修订完善各类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操作性办法。制定非经营性政府投

资项目代建制试行办法。从 2010 年起，省直机关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原则上实行代建制。 

  （六）开展督查和交叉检查 

  省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工作进展情况，适时对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

组织检查组对一些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项目进行检查。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组织各设区市之间、省直单位

之间、设区市和省直单位之间进行交叉检查，对发现的严重问题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 

四、任务分解和责任单位 

  专项治理任务分解为 6 个方面共 45 项。具体任务和责任单位（列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如下： 

  （一）规范工程建设项目决策和审批行为 

  1、制定《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 

  责任单位：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监察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国土资源厅、

省环境保护厅、各有关行业管理部门 

  2、制定《政府重大投资项目专家论证和公示办法》。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监察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国土资源厅、省环境保护厅、有关行业

管理部门 

  3、加强项目建设行政审批程序的监管，提高管理效率。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关行业管理部门 

  4、建立健全财政投资评审制度，制定《江西省政府投资项目财政投资评审暂行办法》。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发改委 

  5、加强节能评估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提高管理效率。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环境保护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二）规范招标投标活动 

  1、大力推进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起草《关于加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乡镇公共资

源交易站建设的意见》。制定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进入交易中心（站）进行交易的操作流程。 

责任单位：省监察厅、省发改委、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2、健全投诉举报处理机制，制定江西省工程建设投诉举报处理办法。 

  责任单位：省监察厅、省发改委、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省工商局、省公安厅、省检察院 

  3、实行管采分离，各级政府采购中心在机构、职能、人员、财务等方面与财政部门脱钩。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监察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4、实行管办分离，各县（市）林业产权交易机构和交易活动逐步纳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责任单位：省林业厅、省监察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5、制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管理办法》。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有关行业管理部门 

  6、大力推行使用《标准施工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标准施工招标文件》和行业施工招标文件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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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7、修订完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招标评标办法等制度。 

  责任单位：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8、修订完善交通工程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 

  责任单位：省交通厅、省财政厅 

  9、修订完善水利工程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 

  责任单位：省水利厅、省财政厅 

  10、加强对招标代理机构的管理，严格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 

  责任单位：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三）加强对工程建设项目实施的管理 

  1、制定《江西省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试行办法》。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监察厅 

  2、制定《政府投资工程设计变更和概算调整管理办法》。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关行业管理部门 

  3、建立和完善财政投资评审、工程结算和竣工财务决算评审制度。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有关行业管理部门 

  4、在省、市、县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 

  5、加强对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和资金使用情况的全过程审计监督。 

  责任单位：省审计厅 

  6、加强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对重大质量和安全生产事故进行调查处理。制定工程建设质量与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责任单位：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安监局、省监察厅 

  7、加强对工程监理单位的管理。 

  责任单位：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关行业管理部门 

  8、贯彻执行《江西省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办法》，加强对重大建设项目的稽察工作。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 

  9、继续组织开展对我省扩大内需新增投资项目的监督检查。 

  责任单位：省监察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审计厅 

  （四）规范土地使用权、矿业权审批和出让行为 

  1、严格执行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积极推进工业用地预申请制度。 

  责任单位：省国土资源厅 

  2、实行管办分离，各市、县土地、矿产交易中心在机构、职能、人员、财务等方面与国土资源部门脱钩。 

  责任单位：省国土资源厅、省监察厅 

  3、加强对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管理，改革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监管和竣工验收制度，制定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管理办法。 

  责任单位：省国土资源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厅、省水利厅 

  4、开展对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执行情况的专项清理。 

  责任单位：省国土资源厅、省监察厅 

  5、加快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科学、依法管地、用地。 

  责任单位：省国土资源厅 

  6、加强对土地征收、出让、使用的监督管理，严查土地违法违规案件。 

  责任单位：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林业厅、省监察厅、省公安厅、省检察院 

  （五）规范城乡规划管理，治理房地产开发中的突出问题 

  1、加快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步伐，完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修改、审批程序，提高规划管理的公众参与

度，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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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单位：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制定出台建设用地容积率调整审批办法。 

  责任单位：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3、开展对房地产开发中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的专项治理，对 2007 年以来领取规划许可的房地产项

目进行清理检查。 

  责任单位：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监察厅 

  4、从 2009 年 9 月 1 日起，实行商品房容积率和成本公示制，加强对公示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责任单位：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监察厅 

  （六）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加强监管 

  1、清理规范性文件，提出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建议。 

  责任单位：省法制办、省监察厅、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2、制定对政府投资工程实行全过程监督的办法，实行对政府投资工程从项目立项、概算、招投标、施工及变

更、资金管理使  用、质量监督、工程结算与竣工、财务决算等各重点环节的全过程监督。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监察厅、有关行业管理部门 

  3、研究制定对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建设项目监管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办法。 

  责任单位：省监察厅、省发改委、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4、进一步完善告知的制度。对 2002 年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实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建设工程项目招

标投标政府采购产权交易进入市场告知制度（试行）的意见》（赣府厅发［2002］36 号）进行修订，将原规定的工

程建设项目进入市场交易前向监察机关告知，延伸到交易结果的告知。 

责任单位：省监察厅 

  5、发挥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完善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出让、产权交易行政监督部

门、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在查办违法违规案件中信息通报和相互配合机制。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监察厅、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6、大力推进工程建设领域诚信体系建设，制订我省实施工程建设领域不良行为记录与公布办法的具体操作细

则。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监察厅、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7、整合有关部门和行业信用信息资源，建立综合性企业信用数据库。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监察厅、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8、开展规范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服务和收费行为的专项治理工作。 

  责任单位：省监察厅、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9、建立健全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机制，充分运用省、市、县三级电子政务平台，实现公共资源网上交易和电

子监察。 

  责任单位：省监察厅、省发改委、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10、在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中，按照本实施方案确定的范围组织对本部门、本单位及所有建设项目进行清理检查。 

  责任单位：有工程建设项目的省委各部门、省直各单位 

  11、在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中，针对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本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开展调查研究，

进一步查找体制、机制、制度上的漏洞，查找执行制度、履行职责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提出改进的建议和本部门的

工作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 

责任单位：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五、组织保障和时间安排 

  （一）成立领导小组 

  按照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要求，建立责任机制，落实任务分工。各级党委、政府主

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有关职能部门特别是牵头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抓好本部门本系统的专项治

理工作，并加强政策指导。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组织协调，会同有关部门作出总体部署，搞好任务分解，推动

工作落实。要配强配足各级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力量，配备足够的人员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成立省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监察厅，从有关部门抽调人员集中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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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各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各市、县（市、区）要成立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制定本部门、本地

区的具体工作方案，明确领导和工作人员。凡有工程建设项目的省委各部门、省直各单位，也要成立专项治理工作

领导小组，组织专人对本部门、本单位所属的建设项目进行清理检查。 

  （二）加强调查研究和工作指导 

  各级党政领导要深入基层，深入现场，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工作进度，及时发现新情况，研究和解决疑难问题，

切实加强对专项治理工作的领导。各级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专项治理工作的组织

指导，定期汇总情况，及时调度指挥，注意上下左右的沟通协调，搞好各阶段工作的衔接。要根据工作进展情况，

分阶段、分项目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安排，加强对各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不走过场。 

  （三）严格把握政策 

  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注意把握政策，既要严肃纪律，又要实事求是，区别对待。专项治理工

作以自查自纠为主，各地区、各部门尤其是项目建设单位要主动查找问题，深入分析原因，积极加以整改。对自查

出来的问题能主动认识和积极纠正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对自查工作搞形式、走过场、敷

衍塞责甚至掩盖问题、弄虚作假的，要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四）加强宣传引导，接受社会监督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利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互联网、工作简报等媒体，广泛宣传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

治理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取得的进展及成效，曝光典型案件，接受社会监督，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营造出良好的专

项治理工作氛围。要设立专项治理工作举报电话、举报信箱、电子邮箱，认真受理群众投诉举报。对群众的合理诉

求要积极解决，对反映的违纪违法问题要及时调查处理。 

  （五）时间安排 

  专项治理的时间从现在起至 2011 年 12 月，具体安排如下： 

  1．动员部署：2009 年 9 月底以前 

  省委各部门、省直各单位、各设区市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的人员名单、联系电话于 2009 年 8 月

20 日前报省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直各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各设区市的工作方案于 2009 年 9 月底

前报省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自查自纠：2009 年 9 月至 12 月 

  省直单位总概算或实际投资 1000 万元、各设区市总概算或实际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项目的统计表于 9 月底以

前报省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查自纠报告于 2009 年 12 月底以前报同级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各设区

市将本地区的自查自纠情况形成综合报告，于 2010 年 1 月 15 日前报省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3．清理规范性文件：2009 年 9 月至 11 月 

  各设区市、省直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文件清理情况和制度建设意见、计划于 2009 年 11 月底以前报省专项治理

工作领导小组。 

  4．创新体制机制，健全规章制度：2009 年 9 月至 2011 年 6 月 

  5．开展督查和交叉检查：2009 年 9 月至 2011 年 6 月 

  6．总结评估、巩固提高：2011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 

  在 2011 年 9 月底以前，省直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各设区市要形成专项治理的总结报告，报省专项治理工作

领导小组。 

  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对工程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这是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各级党委、政府的

一项重要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

和紧迫感，精心组织，有序推进，把专项治理工作切实抓紧抓好。 

各地各部门在专项治理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请示报告。 

 

8.3.148）《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2009年9月29日 赣建办[2009]59

号) 

http://www.jxjst.gov.cn/html/jianshegongchenglingyuzhuanxiangzhiligongzuo//201006/02-24473.html  

关于印发《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赣建办[2009]5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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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机关各处室、厅直各单位： 

根据中央的部署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有关文件精神，经我厅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研究制定了《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二○○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西省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办字[2009]43

号）精神，按照江西省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结合我厅行业监管的工作实际，制定

本方案。 

一、   提高认识，明确目标 

    用两年左右的时间集中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以下简称：专项治理），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非常必要、非常及时。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市场监管力

度的不断加大，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仍存在许多突出问题。我厅分管行业存在的主

要问题有：一是一些地方违反规划审批项目，提高容积率；二是招投标不够规范，存在规避招标、围标串标，转包

和违法分包行为；三是一些招标代理机构违规操作，评标不公正；四是一些地方在组织征地拆迁过程中，损害群众

利益；五是建设工程监管责任不够落实，有些工程存在质量安全问题。厅直属各单位、厅机关各处室要充分认识开

展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查找本单位、本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采取有

效措施，加大治理力度，达到中央提出的“工程建设领域市场交易活动依法透明运行，统一规范的工程建设有形市

场建立健全，互联互通的诚信体系初步建立，法律法规制度比较完善，相关改革不断深化，工程建设健康有序发展

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领导干部违法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的行为受到严肃查处，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势头得到进

一步遏制”的阶段性目标。 

二、   突出重点，循序渐进 

此次专项治理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为重点，对照有关政策规定和法律法规，针对项目决策、城乡规划

审批、项目核准、土地审批和出让、环境评价、勘察设计和工程招标投标、征地拆迁、物资采购、资金拨付和使用、

施工监理、工程质量、工程建设实施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认真查找和解决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厅

分管行业工作的重点是： 

一是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中的突出问题。应该公开招标的项目是否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的项

目是否依法获得批准，有无肢解工程、规避招标行为，招标文件是否严谨、公平，是否通过不合理方式提高投标门

槛排斥潜在投标人，是否存在投标人以挂靠、借用资质、伪造业绩、相互串通等手段进行围标串标，是否存在招标

代理机构违规操作、评标专家不公正问题，对投诉举报是否进行了认真调查，对发现的问题是否依法依规进行了处

理。 

二是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施工许可、质量安全、造价监管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是否按规定办理了施工许可手续，是否

落实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施工、监理企业中标后是否转包与违法分包，建造师、“五大员”和监理工程师是

否按合同和投标承诺到位，是否办理委托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是否落实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责任制，是否存在

重大质量安全事故隐患，是否按规定程序办理了竣工验收备案和工程决算。 

三是城乡规划管理和房地产开发中的突出问题。是否擅自改变城乡规划、改变土地用途和调整容积率。对房地产开

发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对其中涉及提高容积率，以及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城市水源和河湖水系用地、

绿化用地、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用地、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住宅用地的房地产项目要进行重点清理。项目是

否按批准的规划条件进行建设，是否存在闲置土地、欠缴税费和土地出让金、长期不为购房户办理房产证等问题，

是否存在开发商擅自提高容积率、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情况，土地价款和配套规费是否及时足额缴清。 

四是行政监管体制机制方面的突出问题。是否存在行政监督管理部门间的职能交叉和监管空白、导致多头监管或无

人监管的问题；各有关管理部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是否与法律法规及上级的政策精神相抵触，是否相互矛盾和冲突；

各管理部门间的联系、沟通是否顺畅，协调联络是否有力，对中介机构的监管是否有效；招标代理、造价咨询、工

程检测等中介机构是否存在以回扣、分成、付管理费等方式争揽业务，造成不公平竞争，以及与委托单位、投标企

业内外串通、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等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在厅党组的统一部署下循序渐进地进行。首先，要进行动员部署。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文件要求，

各单位要在今年 9 月底以前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其次，要做好自查自纠。各有关单位要组织专人在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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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以前，对 2007 年 1 月 1 日以来所有竣工和在建的监管项目逐一清理，建立项目台账，认真查找问题，制定整

改措施，落实整改责任，及时进行纠正，形成自查自纠报告，并认真指导所监管行业的自查自纠工作。第三，要认

真清理规范性文件。要在今年 11 月底以前组织对相关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提出继续执行、修订

或废止的意见，提出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的建议和工作计划。第四，要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积极联络纪检、监

察部门认真查处本单位、本行业与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相关的违法违纪案件，通过查办案件推动专项治理的深入

开展。第五，要努力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修订完善加强行政监管的具体操作性办法，深入研究在体

制机制上防止工程建设领域滋生腐败的行之有效方法。第六，要开展督查和交叉检查。上级主管部门要对下级开展

专项治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单位之间要进行交叉检查，对发现的严重问题要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要按照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要求认真完成本单位、本行业的专项治理工作任务。 

三、任务分解，落实责任 

此次专项治理工作，省委、省政府分解到我厅的具体任务共 30 项，其中由我厅牵头承办的有 8 项，配合承办 22 项，

现逐项分解落实如下： 

（一）  牵头项目 

1、修订完善江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招标评标办法等制度。 

牵头单位：省招投标办，配合处室：建筑监管处、城市建设处 

2、加强对招标代理机构的管理，严格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 

牵头单位：省招投标办 

3、加强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对重大质量和安全生产事故进行调查处理。制定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其中我厅制定《江西省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牵头单位：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配合单位：省建设市场督察站 

4、加强对监理单位的管理。 

牵头处室：建筑监管处 

5、加快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步伐，完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修改、审批程序，提高规划管理公众参与度，加

强对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 

牵头处室：城乡规划处，配合处室：村镇建设处 

6、制定出台建设用地容积率调整审批办法。 

牵头处室：城乡规划处 

7、开展对房地产开发中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的专项治理，对 2007 年以来领取规划许可的房地产项目进

行清理检查。 

牵头处室：城乡规划处，配合单位（处室）：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省建设市场督察站 

8、从 2009 年 9 月 1 日起，实行商品房容积率和成本公示制，加强对公示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牵头处室：房地产市场监管处，配合单位：城乡规划处、省建设市场督察站 

（二）  配合项目 

1、制定《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 

牵头单位：省政府办公厅，联络处室：建筑监管处 

2、制定《政府重大投资项目专家论证和公示办法》。 

牵头单位：省发改委，联络处室：计划财务审计处、城市建设处 

3、加强项目建设行政审批程序的监管，提高管理效率。 

牵头单位：省发改委，联络处室：城乡规划处、建筑监管处 

4、加强节能评估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提高管理效率。 

牵头单位：省发改委，联络处室：建筑节能与科技处 

5、大力推进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起草《关于加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乡镇公共资源交

易站建设的意见》。制定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进入交易中心（站）进行交易的操作流程。 

牵头单位：省监察厅，联络单位（处室）：省招投标办、城乡规划处、村镇建设处 

6、健全投诉举报处理机制，制定江西省工程建设投诉举报处理办法 

牵头单位：省监察厅，联络单位（处室）：监察室、省建设市场督察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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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制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管理办法》。 

牵头单位：省发改委，联络单位：省招投标办 

8、大力推行使用《标准施工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标准施工招标文件》和行业施工招标文件范本。 

牵头单位：省发改委，联络单位（处室）：省招投标办 

9、制定《江西省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试行办法》。 

牵头单位：省发改委，联络处室：监察室、建筑监管处、勘察设计与标准定额处 

10、制定《政府投资工程设计变更和概算调整管理办法》。 

牵头单位：省发改委，联络单位（处室）：勘察设计与标准定额处、省造价站 

11、建立和完善财政投资评审、工程结算和竣工财务决算评审制度 

牵头单位：省财政厅，联络单位：省造价站 

12、加强对土地征收、出让、使用的监督管理，严查土地违法违规案件 

牵头单位：省国土资源厅，联络处室：城乡规划处、房地产市场监管处 

13、清理规范性文件，提出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建议。 

牵头单位：省政府法制办，联络处室：政策法规处 

14、制定对政府投资工程实行全过程监督的办法，实行对政府投资工程从项目立项、概算、招投标、施工及变更、

资金管理使用、质量监督、工程结算与竣工、财务决算等各重点环节的全过程监督。 

牵头单位：省发改委，联络单位（处室）：建筑监管处、勘察设计与标准定额处、省招投标办、省造价站、省建设工

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 

15、研究制定对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建设项目监管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办法。 

牵头单位：省监察厅，联络单位（处室）：监察室、省造价站 

16、发挥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完善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出让、产权交易行政监督部门、

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在查办违法违规案件中信息通报和相互联络机制。 

牵头单位：省发改委，联络单位：省招投标办 

17、大力推进工程建设领域诚信体系建设，制订我省实施工程建设领域不良行为记录与公布办法的具体操作细则。 

牵头单位：省发改委，联络单位（处室）：建筑监管处、省招投标办、省建设市场督察站、勘察设计与标准定额处、

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 

18、整合有关部门和行业信用信息资源，建立综合性企业信用数据库。 

牵头单位：省发改委，联络单位：厅信息中心、相关处室 

19、开展规范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服务和收费行为的专项治理工作。 

牵头单位：省监察厅，联络处室：人事教育处、相关处室 

20、建立健全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机制，充分运用省、市、县三级电子政务平台，实现公共资源网上交易和电子监

察。 

牵头单位：省监察厅，联络单位（处室）：监察室、厅行政审批中心、厅信息中心 

21、在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中，按照本实施方案确定的范围组织对本部门、本单位及所有建设项目进行清理检查。 

牵头处室：计划财务审计处 

22、在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中，针对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本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开展调查研究，进一

步查找体制、机制、制度上的漏洞，查找执行制度、履行职责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提出改进的建议和本部门的工作

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 

牵头处室：政策法规处，相关处室（单位）配合 

在以上联络项目中，由排列第一的单位（处室）牵头办理。各责任单位（处室）要将工作任务分解到人，提出完成

时间和质量要求，落实具体责任。 

四、   加强领导，力求实效 

    （一）成立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成立以厅长为组长、其他厅领导为副组长、有关单位（处室）负责人为成员

的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承办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

由分管厅长兼任，副主任分别由厅建筑监管处、城乡规划处、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省招投标办、省建设工程安全质

量监督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兼任（另行文）。厅属各职能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把治理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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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程，成立相应的领导和办事机构，主要领导负总责，确定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认真落实责任分工，努力完成

职责范围内的任务。 

（二）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注意把握政策界限，既要严肃纪律，又要实事求是，区别对待。专项治

理工作以自查自纠为主，对自查出来的问题要积极加以整改，并采取有效措施杜绝类似问题的发生。对自查工作搞

形式、走过场、敷衍塞责甚至掩盖问题、弄虚作假的，要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三）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工作简报等媒体，宣传本单位、本行业

在专项治理工作中取得的进展及成效，曝光典型案件，接受社会监督，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厅设立单独的专项

治理工作办公室，设立举报电话（电话号码：0791-6291594）、举报信箱和电子邮箱（Email：ZXZL@jxjst.gov.cn），认

真受理群众投诉举报。对投诉举报所反映的问题认真进行调查处理，处理结果将在江西建设网上公布。 

（四）加强沟通，建立健全联系汇报制度。厅属各职能部门、厅机关各处室在专项治理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

及时向厅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请示报告。厅属各职能部门要在今年 9 月底以前将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成员、联络员名单及联系电话报厅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 2011 年 8 月底以前，各单位要形成专项治理

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厅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8.3.149）《江西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信访工作实施细则》 () 

http://www.jxjst.gov.cn/html/tongzhiwenjian/qitatongzhi/2015/0108/45471.html  

江西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信访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住房城乡建设系统信访事项的受理办理程序，提高信访工作效能，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

推动信访事项及时就地解决，根据《江西省信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江西省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

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实施细则》（赣信发[2014]1 号），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条例》“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

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和有关规定，受理职责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并按规定的程序和期限办理。 

第三条 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子邮件、网上投诉等书面形式。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

访事项，应当根据信访事项的性质和管辖层级，到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设立或者

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 

第四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所有来访群众，应当发放并指导填写《来访人员登记表》，逐一登记、核实

相关信访事项；对来访人反映的问题，能当场答复是否受理的，应当当场书面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来访

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告知来访人。 

第五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受理的信访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办结，并出具《信访事项处理

意见书》；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并出具《信访事项延长办理期限告知书》。 

第六条 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督办本级和下级有权处理机关初信初访事项的受理办理情况。对应受

理而未受理、未按规定期限和程序受理办理信访事项、不执行信访事项处理意见，造成群众越级走访的，按照《条

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向有权处理机关发函督办，提出改进工作建议，并向上访人出具《程序性受理告知书》。

收到改进工作建议有权处理机关应当在 30 日内分别向督办机关、信访人书面反馈情况。 

第二章  受理区分 

第七条 严格依照《条例》规定，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下列情形予以受理： 

（一）对本级或者下一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不服其

职务行为的； 

（二）已经本级或者下一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但来访人未在《条例》规定期限内，收到处理（复查）意

见或者处理（复查）意见未落实的； 

（三）来访人未在《条例》规定期限内，收到处理（复查、复核）意见或者处理（复查、复核）意见未落实的，且

下一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未履行督办职责的； 

（四）上级转送、交办的信访事项； 

（五）依法、依职责应当由本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的其他来访事项。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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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越本级和上一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信访事项的； 

（二）信访事项已经受理且正在办理期限内的； 

（三）对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不服，来访人未向上一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复查（复核）请求的； 

（四）对复核意见不服，但复核意见已经省人民政府复查复核机构审核、备案的； 

（五）信访事项涉法涉诉的； 

（六）不属于本级或者下一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法定职权范围的。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再受理： 

（一）对处理（复查）意见不服，无正当理由超出规定的 30 日期限未申请复查（复核）的； 

（二）已经复查（复核）终结的； 

（三）2005 年 5 月 1 日前已经办结，且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的。 

第十条 对上一级不予（再）受理的越级走访，有权处理的本级机关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卸责，在来访事项受理、

办理、复查、复核直到送达的各个环节，均需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来访群众出具书面文书，履行相关手续，对因处理

不当造成群众越级上访的，上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通过“点对点”通报、重点约谈或者实地督办等方式，督

促限期整改。 

第三章  复查复核 

第十一条 信访人申请信访事项复查或者复核应当符合以下的条件： 

（一）是不服信访事项处理意见或者复查意见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委托人； 

（二）请求事项具有事实根据和政策依据； 

（三）自收到《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或者《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 

（四）属于信访事项复查复核范围； 

（五）属于本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管辖范围； 

（六）只能申请一个行政机关进行复查或者复核。 

第十二条 信访人申请信访事项复查或者复核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提交本人身份证明、复查或者复核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有效证件的名

称及号码、家庭住址、联系电话、工作单位、请求时间、被申请人名称、对被申请人答复（办理）意见不服的理由、

事实以及具体的复查（复核）要求； 

（二）提交被申请人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或者《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的原件或复印件； 

（三）其他相关证据和依据材料。 

第十三条 复查复核机关收到复查、复核申请，应当予以登记，并在 5 日内分别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对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并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应当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同时向被申请人送达提出

答复通知书和申请书或者申请笔录副本； 

（二）对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但不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向有权复查、复核的机关提出； 

（三）对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同时通知有关机关做好相关工作。 

第十四条 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提出答复通知书之日起 10 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处理、复查意见的证据、

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五条 复查复核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查（复核）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复查（复核）意见，按照下列规定作

出处理意见，并出具《信访事项复查（复核）意见书》： 

（一）原处理、复查意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 

（二）原处理、复查意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变更或者撤销： 

1.主要事实不清的； 

2.适用依据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 

5.明显不当的。 

第十六条 被申请人未依照本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作出处理（复查）意见的证据、依据和其他

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处理（复查）意见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并责令被申请人或者有关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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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重新作出处理意见。 

第四章  罚 则 

第十七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信访工作人员在受理和办理来访事项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视情节予以批

评教育，责令改正；对情节特别严重，导致群众越级上访，且造成较大影响或不良后果的，根据《关于违反信访工

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纪发〔2008〕23 号印发）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

律处分暂行条例》（监察部、人社部、国家信访局〔2008〕第 16 号令）的有关规定，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向相

关地方和部门提出责任追究建议，由有关机关给予其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属于职权范围内的来访事项，应当受理而不受理； 

（二）推诿、敷衍、拖延来访事项办理，未在《条例》规定的期限内办结来访事项的； 

（三）办结后，未按规定书面答复来访人的，或者在上报的有关办结材料中弄虚作假的； 

（四）拒不执行上级有权处理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意见的； 

（五）因不正确履行职责，不服从调度，引发群众集体越级上访，且造成一定影响和不良后果的； 

（六）对重大、紧急信访事项和信访信息瞒报、谎报、缓报，或者授意他人瞒报、谎报、缓报的； 

（七）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信访工作人员要将省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

依法逐级走访的实施细则》及本细则的宣传引导工作贯穿于接待的全过程，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对不予（再）

受理事项，认真细致地宣传和讲解关于引导群众依法逐级走访的相关政策。对来访人行为过激的，要耐心劝阻、教

育，经劝阻、教育无效的，应协调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依法处置；对大规模集体上访，应及时将来访情况告知有关

政府部门。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根据本细则制定实施办法。 

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信访事项程序性受理告知书》 

      2.《信访事项实体性受理告知书》 

      3.《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 

      4.《信访事项不再受理告知书》 

      5.《信访事项延长办理期限告知书》 

      6.《信访事项申请复查受理告知书》 

      7.《信访事项申请复核受理告知书》 

      8.《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9.《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 

10.《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 

11.《复查(复核)信访事项流程图》 

12.《群众逐级走访流程图》 

13.《来访人员登记表》 

 

8.3.150）《江西省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实施细则》(赣信发

[2014]1 号) 

http://xxgk.jxfz.gov.cn/nc/bmgkxx/xfj/fgwj/qtygwj/201407/t20140704_2465233.htm  

http://xxgk.pingxiang.gov.cn/slx/xzbmxxgk/xxfj/fgwj/gfxwj/201807/t20180702_1743105.htm  

根据《信访条例》和《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等法规

文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基本原则 

第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它行政机关(以下简称“信访工作机构”、"其它行政机关")，要按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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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条例》“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和有关规

定，分级受理职责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并按规定程序和期限办理。 

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要高度重视初信初访，及时就地妥善处理信访事项。防止因受理不及

时、办理不到位，导致信转为访或重复信访或走访上行。 

二、工作职责 

第二条  县级以上信访工作机构，是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信访 工作的行政机构，履行下列职责:受理、转送、交办信

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承办上级和本级人民政府交由处理的信访事项；协调处理重要信访事项；督促检查信访事碍

的处理；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对本级人民政府其

它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的信访工作进行指导。 

三、分级受理 

第三条  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子邮件、网上投诉，以及省、市、县长手机信箱等书面形

式。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根据信访事项的性质和管辖层级，到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行

政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首先接谈的行政机关先行受理，不得推诿。 

四、来访引导 

第四条  信访人到行政机关走访，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切实负起教育疏导责任，认真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弓 l 导来访

人以理性合法方式逐级表达诉求。 

第五条  对跨越本级和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的信访事项，上级机关不予受理，并弓 l 导来访人以书面形式或走访

形式向依法有权处理的下级机关提出，同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下级有关机关。对到行政机关设立或者指定接待场

所以外走访的，不予受理。 

五、登记接谈 

第六条  各级信访工作机构和其它行政机关，对来访人的基本信息、反映的信访事项，应当坚持“来访必登”，做

到逐一核实、及时登记。 

第七条  信访人到行政机关走访，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及时认真接谈。区分信访事项的性质、期限和管辖层级，在

规定期限内决定是否受理，并明确告知来访人。不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应当指明受理机关。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

应当向来访人出具信访事项是否受理告知书。予以受理的，出具《程序性受理告知书》或《实体性受理告知书》；

不予(不再)受理的，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或《不再受理告知书》。 

   六、受理区分 

第八条  以下情形来访事项予以受理： 

(一)对本级或下一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不服其职务行为的信访事

项。 

(二)信访事项已经本级或下一级行政机关受理，但来访人未在《信访条例》规定期限内收到处理(复查、复核)意见，

或处理(复查、复核)意见未落实的。 

(三)来访人未在《信访条例》规定期限内收到信访事项处理(复查、复核)意见，或处理(复查、复核)意见未落实，且

下一级信访工作机构和其它行政机关未履行督办职责的。 

第九条  以下情形来访事项不予受理： 

(一)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信访

事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信访事项。告知来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 

(二)信访事项应当但未经下级信访工作机构和其它行政机关受理、办理的。告知来访人按规定程序逐级信访提出诉

求。 

(三)信访事项已经有关信访工作机构和其它行政机关受理或正在办理，且未超过处理期限的。告知来访人耐心等待

相应机关的处理意见。 

(四)对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不服，且在复查(复核)期限内未提出请求的。告知来访人按规定期限、程序提出复查

(复核)请求。 

(五)对信访事项复查(复核)意见不服，但复查(复核)意见未经省人民政府复查复核机构审核、备案的。告知来访人耐

心等待相应机关的审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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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信访事项不属于《信访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本级行政机关法定职权范围的。告知来访人向依法有权处理的行

政机关提出诉求。 

第十条  以下情形来访事项不再受理： 

(一)对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不服，但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期限未提出复查(复核)请求的。 

(二)信访事项已经省人民政府复查复核机构审核认定办结或复核终结备案，并录入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

息系统”)的。 

(三)信访事项在 2005 年 5 月 1 目前已经办结，信访人不能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的(国务院法制办、国家信访局“国

法函[2005]253 号”对《信访条例》适用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  “三跨三分离”来访事项的受理。 

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关的信访事项，由所涉及的行政机关协商受理；受理有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级行政

机关决定受理机关。信访事项的事发地或有权处理的部门、单位是解决和化解的责任主体，承担主办责任；信访人

的户籍地、常驻地(不包括上访人滞留地)及其它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信访人的困难帮扶、教育疏导等工作，承担

协办责任。信访事项三级终结以后，信访人继续走访的，有关信访工作机构应当将情况通报承担协办责任的属地及

其它相关部门、单位，并由其做好稳控工作。 

第十二条  不予转送来访事项的区分。 

各级信访工作机构，对不予(不再)受理的来访事项，在信息系统登录后，不再转送下级信访工作机构。但应当在信

息系统“办理方式”中正确选择相应告知项。各级信访工作机构，在信息系统登录信访人姓名，通过查询或判重，

可以发现上级信访工作机构未转送的越级走访事项。 

七、处理期限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信访工作机构，收到转送、交办或本级接谈的信访事项，应当区分情况在 1 5 日内决定是否受

理。予以受理的，应当在期限内转送、交办、督促或报请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办理。 

第十四条  其它行政机关，收到转送、交办或本级接谈的信访事项，应当区分情况在 1 5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予以

受理的，应当在期限内自办或转送、交办、督促下级行政机关办理。 

第十五务  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办理信访事项，处理的期限为 60 日(情况复杂的可延长 30 日)；复查的期限为 30

日；复核的期限为 30 日。省人民政府复查复核机构办理信访事项的期限为 30 日。 

第十六条  信访人对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请求复查的期限为 30 日；对复查意见不服，请求复核的期限为 30

日；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信访工作机构和其它行政机关不再受理。该信

访事项“三级终结”。 

   八、管辖层级 

第十七条  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办理信访事项，乡(镇)人民政府或县(市、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可作为处理的责

任主体；县(市、区)人民政府或设区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可作为复查的责任主体；设区市人民政府或省人民政府

工作部门，可作为复核的责任主体。信访事项处理的责任主体，有时为县(市、区)人民政府或设区市人民政府工作

部门，还有时为设区市人民政府或省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因此，复查、复核对应层级依次升高。需省人民政府办理

信访人提出复查(复核)申请的信访事项，由省人民政府复查复核机构处理。应当但未经省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

其它行政机关受理、办理的信访事项，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部门不予受理。 

第十八条  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办理信访事项，处理(复查)责任主体为乡(镇)以上人民政府的，复查(复核)责任主

体则应为其上一级人民政府；处理(复查)责任主体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复查(复核)责任主体既可以为同

级人民政府，也可以为上一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第十九条  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办理信访事项，应当按照《江西省信访事项办理、复查、复核工作暂行规定》处

理，并将复查(复核)意见及时报省人民政府复查复核机构审核、备案。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可以举行听

证，按《江西省信访听证会暂行规定》办理。 

   九、意见答复 

第二十条  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向来访人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并告知请求复查(复核)的

期限和机关。需延期办理的，应当及时出具延期办理告知书。来访人请求复查(复核)的，应当及时出具是否受理告

知书，并在规定期限内出具复查(复核)意见书。以上文书应当规范，按本实施细则下发的样式出具。各级信访工作

机构，不能出具信访事项“处理、复查、复核”答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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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从早从快送达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延期办理告知书、复

查(复核)受理告知书、复查(复核)意见书，并严格履行签收手续：可以当面送达或邮寄(挂号)送达，送达日期以实际

送达或信访人签收为准。复查(复核)时效从信访人实际收到处理(复查)意见书之日起算。 

第二十二条  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将信访事项的办理结果，在规定期限内及时向转送、交办的上级行政机

关反馈。还应当将处理意见提前向可能受理复查的行政机关反馈，将复查意见提前向可能受理复核的行政机关反馈。

各级信访工作机构，对上级信访工作机构转送、交办的信访事项，应当在规定期限内通过信息系统反馈处理结果。 

十、督查督办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信访工作机构，负责督查督办本级和下级有关行政机关的信访事项受理、办理工作。要进

一步强化属地责任、提高信访工作效能，推动信访事项及时就地解决，做到“案结事了、停访息诉”。对于不按要

求规范登记录入、应受理而未受理、未按规定期限和程序受理办理信访事项、不执行信访事项处理意见，造成群众

反复越级走访的，按有关规定予以督办，提出改进意见，并视情重点通报。对情节严重、造成后果的，依据《信访

条例》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等法规文件，向有关地方和部门提出责任追究建议。 

第二十四  建立越级上访情况通报制度。省信访工作机构每月定期向各设区市信访工作机构上发越级赴京、来省

上访有关情况名单。 

十一、诉访分离 

第二十五条  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的范围，按省联席会议、省委政法委《关于诉讼与信访分离工作办法》第三条界

定：反映涉及刑事、民商事、行政、国家赔偿、执行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简称“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各级

信访工作机构，对涉及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有关信访事项，按规定受理后转送有关行政机关或政法机关依法

处理。 

第二十六条  严格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各级信访工作机构对反映涉法涉诉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引导信访人向

有关政法机关反映诉求。各级信访工作机构，应当加强沟通协调工作。帮助政法机关。畅通案件出口；协调属地其

它行政机关，落实困难帮扶、教育疏导和矛盾化解等工作措施。 

十二、其它事项 

第二十七条  各级信访工作机构和其它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信访事项信息和具体受理、办理环节及各项书面文

书统一录入，信息系统，确保程序规范、准确详实、数据完整、资源共享。录入工作按“谁办理、谁录入，办多少、

录多少”的要求进行。做到每件来访事项都可以通过信息系统进行查询，并作为处理越级访、重复访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八条  各级信访工作机构和其它行政机关，应当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信访人以书面形式

提出信访事项，按照《信访条例》规定的程序依法逐级走访。 

第二十九条  本省有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 

第三十条  本实施细则由江西省信访局负责解释，自二 0 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起施行。 

 

 

8.3.151）《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1998 年 5月 26日 中组发[1998]6 号)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2/71480/4853966.html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 

中组发[1998]6 号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 1998 年 5 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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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考核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治业务素质和履行职责的情况，加强对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管理与监督、激励与约束，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考核工作，是指考核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治业务素

质和履行职责的情况所进行的考察、核实、评价，并以此作为加强对领导班子的管理和领导干部任用、奖惩等的依

据。 

  第三条 考核工作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党管干部原则； 

  (二)客观公正原则； 

  (三)注重实绩原则； 

  (四)群众公认原则。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考核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含派出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的有关工

作机构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地方县以上(含县级)党委、

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地方县以上(含县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部

门(含派出机构)和人大常委会、政协的有关工作机构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的直属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参照本

规定有关内容执行。 

  纪委、法院、检察院的内设机构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党委、政府工作部门(含派出机构)的内设机构的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人大常委会、政协工作机构的内设机构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按照或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

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年度考核。 

  第二章 考核方式 

  第五条 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包括平时考核、任职前考核、定期考核。 

  第六条 平时考核是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所进行的经常性考核。考核机关通过检查工作、个别谈话、专项调

查、派人参加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年度总结工作会等多种形式和渠道，了解考核对象的有关情况。 

  第七条 任职前考核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八条 定期考核采取届中、届末考核的形式进行。没有明确届期的，每两年或三年进行一次定期考核。 

  第三章 考核内容 

  第九条 领导班子考核内容： 

  (一)思想政治建设包括理论学习、政治表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行民主集

中制、维护中央权威、团结协作、选人用人、廉政建设等情况。 

  (二)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包括总揽全局、科学决策、求实创新、开拓进取和处理复杂问题等能力。 

  (三)工作实绩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效果，在推进改革、维

护稳定方面取得的成绩和效果。地方县以上党委、政府领导班子的工作实绩主要包括：各项经济工作指标的完成情

况，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益与后劲，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体育事业的发展，环境与生态保护、人口与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状况；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

设的成效等。 

  对部门领导班子，还要重点考核其发挥职能作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情况等。 

  第十条 领导干部考核内容： 

  (一)思想政治素质 

  理论素养和思想水平。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掌握基本原

理和精神实质，学以致用，不断提高理论和政策水平的情况； 

  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事关方向、原则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态度，在政治、思想和行

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增强法制观念，严格依法办事的情况，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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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联系群众，自觉为人民群

众谋利益的情况； 

  政治品德和道德品质。襟怀坦白，公道正派，坚持原则，严守纪律，谦虚谨慎，克己奉公，遵守社会主义道德，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表率作用的情况。 

  (二)组织领导能力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组织协调、科学决策、开拓创新的能力； 

  发现人才、培养干部、知人善任的能力。 

  对党政正职领导干部，还要重点考核其驾驭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三)工作作风 

  执行民主集中制，维护领导班子团结，发扬民主，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的情况； 

  勇于改革，敢于负责，坚持原则，严格管理，严谨细致，勤奋敬业的情况。 

  (四)工作实绩 

  在完成任期目标和履行岗位职责过程中所提出的工作思路、采取的措施、发挥的具体作用以及所取得的绩效等。 

  (五)廉洁自律 

  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遵守中央关于党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清正廉洁，以身作则，自

重、自省、自警、自励的情况； 

  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 

  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加强教育、严格要求的情况。 

  第十一条 逐步建立健全领导班子任期目标和领导干部岗位职责规范，以此作为考核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的重要根据。 

  各级考核机关可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特点，结合考核工作的实际需要，对考核

内容进一步分解细化，制定具体的考核指标体系。 

  第四章 考核程序 

  第十二条 定期考核的基本程序： 

  (一)考核准备； 

(二)述职； 

(三)民主测评； 

  (四)个别谈话； 

  (五)调查核实； 

  (六)撰写考核材料； 

  (七)综合分析，评定考核结果； 

  (八)反馈。 

  第十三条考核准备： 

  (一)拟定考核方案； 

  (二)组成考核组； 

  (三)组织考核人员进行学习或培训； 

  (四)考核组与被考核单位商定考核工作的实施计划。 

  第十四条 召开述职会议：进行考核动员。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代表领导班子述职，同时作个人的述职报告，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作本人的述职报告。根据

实际情况，有的也可以进行书面述职。述职报告应根据考核内容实事求是地汇报领导班子或个人的情况，不扩大成

绩，不隐瞒缺点或错误，事实清楚，简明扼要。 

  第十五条 参加述职会议的人员由考核组参照如下范围确定： 

  (一)考核党委、政府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时，参加述职会议的人员应包括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

协、纪委、法院、检察院的领导干部；所属工作部门(含派出机构)的主要领导干部；下一级党政领导班子的主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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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有关企业、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其他需要参加的

人员。 

  (二)考核党委、政府各工作部门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时，参加述职会议的人员应包括考核对象所在单位的中

层干部，受该工作部门领导或指导的下级单位的负责人，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人数较少的单位可扩大到全体干部、

职工。 

  第十六条民主测评包括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 

  民意测验应根据考核内容列出评价项目和评价等次，由参加民意测验的人员填写评价意见。民意测验表由考核

组回收，并对不同层次人员填写的民意测验票分别进行统计。参加民意测验人员的范围应与参加述职会议人员范围

基本一致。 

  民主评议由考核组主持，采取召开小型座谈会或书面评议的方式进行。 

  第十七条 个别谈话要选择了解情况的人员，并注意代表性，具体人选由考核组确定，一般包括： 

  (一)考核对象所在地区或部门的同级领导干部、下一级的领导干部，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和机关党组

织的有关人员； 

  (二)考核对象所分管的下级单位、部门、内设机构的负责人和机关工作人员代表； 

  (三)考核对象本人； 

  (四)其他熟悉和了解情况的人员。 

  个别谈话时，考核组应有两名以上人员参加，并做好谈话记录。 

  第十八条 考核组根据需要可采取下列方法调查核实考核对象的有关情况： 

  (一)查阅资料。查阅考核对象的人事档案材料、年度工作总结、党委(党组)会议记录、民主生活会记录、中心组

学习记录、培训记录、主持制定的文件、重要会议上的讲话稿、发表的文章及研究成果、读书笔记、个人重大事项

报告表、收入申报表等。 

  (二)采集核实有关数据。从统计部门和有关业务部门采集、核实有关考核对象工作实绩的数据。 

  (三)审计。委托审计机关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或请审计机关提供考核对象的有关审计情况。 

  (四)实地考察。通过现场察看、访问群众，了解、印证和核实考核对象某一方面的工作情况。 

  (五)专项调查。对一些群众反映大、情况比较复杂或意见分歧较大的问题，由考核组进行专项调查，也可责成

所在单位党委(党组)进行调查，写出专题报告。 

  (六)征求意见。采取面谈或发函的方式征求上一级分管领导同志、相关部门、执纪执法机关和同级有关部门的

意见。 

  (七)理论学习情况测试。在与考核对象个别谈话时，可以测试了解领导干部掌握理论知识的情况和运用理论知

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十九条 考核组在考核对象所在的地区或单位工作结束时，应就干部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意见与被考核的领

导班子成员集体或个别交换意见。 

  第二十条 考核组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写出考核材料，并向考核机关报告考核情况。 

  第二十一条 领导班子考核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考核工作的简要情况和领导班子的基本情况； 

  (二)考核情况，包括领导班子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三)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的情况； 

  (四)考核组的评价和建议，包括对领导班子的总体评价，调整领导班子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建议。 

  第二十二条 领导干部考核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考核情况。包括优点和取得的成绩、存在的不足、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干部的情况； 

  (二)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的情况； 

  (三)考核组对评定等次的建议。 

  第二十三条 评定考核结果由考核机关提出意见，报党委(党组)决定。 

  第二十四条 考核结果应正式通知考核对象，考核对象对考核结果若有异议，可以提出申诉。 

  第五章 考核结果的评定和运用 

  第二十五条 定期考核时，对领导班子的整体评价和对领导干部考核结果的评定，应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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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方法进行。评价工作实绩要进行定量分析，要把握好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显绩与潜绩的关

系。 

  第二十六条 对领导班子的考核要作出整体评价，并提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具体建议。对存在问题应督促其

进行整改，问题严重的应责令整顿，限期改进，必要时采取组织措施予以调整。领导班子的考核结果是否划分等次，

由考核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第二十七条 领导干部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 

  第二十八条 评定领导干部的考核结果要把民意测验的结果作为重要依据。考核机关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同

等次的得票率标准。 

  第二十九条 领导干部经考核全部项目达到下列标准者，应评定为优秀等次： 

  (一)思想政治素质高； 

  (二)组织领导能力强； 

  (三)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好； 

  (四)工作实绩突出； 

  (五)清正廉洁。 

  评定为优秀等次的，民意测验优秀和称职票的得票率要达到考核机关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条 领导干部经考核多数项目符合下列标准者，应评定为称职等次： 

  (一)思想政治素质较高； 

  (二)组织领导能力较强； 

  (三)联系群众，工作作风较好； 

  (四)工作实绩比较突出； 

  (五)能做到廉洁自律。 

  评定为称职等次的，民意测验称职和优秀票得票率要达到考核机关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一条 领导干部经考核多数项目符合下列情况者，应评定为基本称职等次： 

  (一)思想政治素质一般； 

  (二)组织领导能力较弱； 

  (三)工作作风方面存在某些不足； 

  (四)能基本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但工作实绩不突出； 

  (五)能基本做到廉洁自律，但某些方面还有差距。 

  民意测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票得票率超过考核机关规定标准的，一般应评定为基本称职。 

  第三十二条 领导干部经考核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评定为不称职等次： 

  (一)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存在突出问题； 

  (二)组织领导能力差，不能胜任现职领导岗位； 

  (三)在领导班子中闹无原则纠纷，严重影响班子团结或工作作风存在严重问题； 

  (四)有以权谋私行为，存在不廉洁问题； 

  (五)工作不负责任，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较大损失； 

  (六)连续两年未完成年度工作目标，工作实绩差。 

  民意测验不称职票的得票率超过考核机关规定标准的，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应评为不称职。 

  第三十三条 考核结果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职务升降、奖惩、培训、调整级别和工资等的重要依据。 

  选拔担任上一级领导职务的人选，应从考核中被评定为优秀、称职的干部中产生。 

  第三十四条 领导干部在考核中被评定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等次的，按有关规定晋升级别和工资。 

  第三十五条 领导干部在考核中被评定为基本称职的，考核机关应对其提出诫勉，限期改进。视具体情况，也

可以调整其领导职务。 

  第三十六条 领导干部在考核中被评定为不称职的，应视具体情况，按干部管理权限和法定程序作如下处理： 

  (一)免去现任领导职务； 

  (二)责令辞去领导职务； 

  (三)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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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干部被免去现任领导职务或责令辞去领导职务后，可另行分配适当工作。 

  第三十七条 考核意见反馈后，领导班子应及时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整改措施，并向

考核机关报告。同时将有关内容在一定范围内通报。考核机关应根据考核结果，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管理

和监督。 

  第三十八条 考核工作结束后，领导干部综合评价材料存入本人档案。 

  第三十九条 考核中发现领导干部有违纪问题的，应建议纪检、监察机关查处。 

  第六章 考核机关 

  第四十条 本规定所称的考核机关，是指党委的干部主管部门。干部主管部门在党委(党组)领导下，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考核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第四十一条 对双重管理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以主管方为主，协管方协助，共同组织实施考核工作。在评

定考核结果时，主管方应征求协管方的意见。 

  第四十二条 考核组由考核机关组建并派出，对考核机关负责。需要时，考核机关可约请或抽调其他单位的人

员，参加考核组的工作。 

  第四十三条 考核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公道正派； 

  (二)熟悉或了解组织人事工作； 

  (三)具有胜任考核工作所需要的政策水平和业务知识； 

  (四)具有一定的综合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考核组组长应由具有较高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的领导干部或担任过一定领导职务的同志担任。 

  第七章 考核的纪律与监督 

  第四十四条 考核人员要认真履行考核职责，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实施考核，要全面、准确、细致地了解和

客观公正地反映考核对象的情况。 

  实行考核工作责任制。考核人员和考核组组长要在考核材料上签名，对考核材料和考核报告的客观性、真实性

负责。 

  第四十五条 实行考核工作回避制度。回避对象包括：与自己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关系、近姻亲关系及其他原因需要回避的人员。 

  对考核人员还应实行一定范围的地域回避。 

  第四十六条 考核对象要正确对待组织考核，如实汇报工作和思想，客观反映有关情况。 

  第四十七条 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客观、负责地向考核组提供真实情况和数据。 

  第四十八条 在考核工作中，考核人员和考核对象必须遵守以下纪律： 

  (一)不准凭个人好恶了解或反映情况； 

  (二)不准借考核之机谋取私利； 

  (三)不准泄露考核机密； 

  (四)不准故意夸大、缩小、隐瞒、歪曲事实； 

  (五)不准搞非组织活动； 

  (六)不准设置障碍、干扰或妨碍考核工作； 

  (七)不准弄虚作假、向考核组提供虚假数据； 

  (八)不准对反映其问题的人打击报复。 

  第四十九条 对违反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视其性质、情节轻重和造成的后果，进行批评教育，或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造成考核结果失实的，宣布考核无效。 

  第五十条 加强对考核工作的监督。党委(党组)、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对考核工作实施监督；支持、

鼓励群众监督，认真受理下级机关、干部、群众的检举、申诉，并按职权范围及时进行核查和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乡(镇、街道)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本规定制定相应的办法。 

  第五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五十三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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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凡过去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按本规定执行。 

 

8.3.152）《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法（试行）》(中组发 （2009）13 号 2009 年 7 月 16 日) 

https://jijian.chinanpo.gov.cn/index/index/show/id/875.html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年度考核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党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年度考核。 

  对党政机关内设机构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按照《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办理。 

  第三条  领导班子年度考核，主要考核本年度发挥职能作用情况，内容包括思想政治建设、领导水平、工作实

绩、完成重点任务、反腐倡廉等方面的实际成效。 

  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主要考核本年度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内容包括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现实表现。 

  第四条  年度考核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在上级党委（党组）领导下，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会同本级党委（党组）

在每年年末或者次年年初组织实施。 

  第五条  年度考核在年度总结的基础上进行。党委（党组）在年度总结前，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征求干部群众意

见，领导干部本人也可以通过谈心等形式听取意见。根据年度考核内容及有关要求，结合干部群众的意见，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提前撰写并提交工作总结和个人述职报告。 

  领导班子工作总结一般结合单位年终总结进行，主要包括本年度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目标任务、

执行民主集中制、干部选拔任用、反腐倡廉等方面情况。 

  领导干部个人述职报告，主要包括本年度个人思想政治状况、履行岗位职责、完成重点工作、廉洁自律等情况

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改进措施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六条  年度考核测评按照下列程序和要求进行： 

  （一）提前发放领导班子工作总结、领导干部个人述职报告、测评要点、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等材料； 

  （二）召开民主测评会议。会议由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主持，参加测评人员分别参照《地方党政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中的民主

测评参加人员范围确定。 

  （三）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或者部门主要负责人作领导班子工作总结和个人述职报告；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作个

人述职报告或者书面述职； 

  （四）参加测评人员填写测评表。测评表按照地方党委、政府和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担任正职的领导干部

和其他成员分别进行设计（见附表一、二、三、四）。测评表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负责收回统计。 

  第七条  按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要求，根据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测评分类分项和综合统计结果，对

不同评价主体和不同评价档次测评情况进行分析，结合年度总结、个别谈话和平时考核了解掌握的情况，对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进行综合分析，形成年度考核意见。 

  第八条  领导班子的年度考核意见，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向被考核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领导班子集体反馈；领

导干部的年度考核意见，一般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通过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向领导班子成员反馈，特殊情况下也可

以分别向领导班子成员反馈。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应当根据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反馈的年度考核意见，结合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认真总结经

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整改措施。年度考核有关情况和整改措施，可以采取适当方式公开。 

  第九条  年度考核意见应当作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的重

要依据。 

  （一）对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测评中优秀票较高、表现突出的，予以表扬鼓励。对坚持原则、勇于负责、敢抓

善管、真抓实干的，予以充分肯定和保护。 

  （二）对领导班子在年度考核测评中总体评价好和较好得票率达不到三分之二或者差得票率超过三分之一、经

组织考核认定为确实存在问题的，应当督促领导班子加强整改，必要时也可以进行组织调整；主要负责人确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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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三）对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测评中优秀和称职得票率达不到三分之二、经组织考核认定不胜任现职岗位的，

应当进行诫勉谈话或者组织调整。 

  （四）对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测评中不称职得票率超过三分之一、经组织考核认定为不称职的，应当视具体情

况分别作出免职、责令辞职、降职等组织处理。 

  （五）领导干部除本条（二）、（三）、（四）情形外，按照《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晋升工资档次、级别。 

  第十条  实施年度考核应当与换届（任期）考察、巡视、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以及地方党委全委会、部门年

度工作总结会议等统筹安排，做到方法简便易行，结果明确有效。 

  当年开展换届（任期）考察、巡视的，年度考核不单独进行，总结、述职可以与地方党委全委会、部门年度工

作总结会议等结合进行。根据年度工作情况，综合运用换届（任期）考察、巡视成果，形成年度考核意见。 

  第十一条  年度考核情况，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存入干部考核工作档案，做好资料积累，加强综合运用。 

  第十二条  担任多项职务的领导干部，一般在承担主要工作职责的单位进行年度考核。 

  新提拔任职的领导干部，按现任职务进行年度考核。 

  交流任职的领导干部，由现工作单位进行年度考核。交流任职不足半年的，其交流前的有关情况由原单位提供。 

  第十三条  各地区各部门应当结合实际情况，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表：一、《地方党委领导班子年度考核测评表》（略） 

              《地方政府领导班子年度考核测评表》（略） 

         二、《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年度考核测评表》（略） 

   三、《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测评表（正职）》（略） 

   四、《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测评表（班子其他成员）》（略） 

 

8.3.153）《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中组发〔2007〕2 号 2007 年 1 月 4 日) 

http://www.gov.cn/zwgk/2007-01/16/content_497094.htm  

关于印发《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的通知 

中组发〔2007〕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政府人事厅（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干部（人事）部门，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人事局： 

  现将《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在实施中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及时

报告中央组织部、人事部。1994 年 3 月 8 日人事部印发的《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规定》（人核发〔1994〕4 号）同

时废止。 

                                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   事   部 

                               二〇〇七年一月四日 

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正确评价公务员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规范公务员考核工作，促进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

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根据公务员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公务员考核是指对非领导成员公务员的考核。对领导成员的考核，由主管机关按照有关规

定办理。 

  第三条 公务员考核坚持客观公正、注重实绩的原则，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平时与定期相结合，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方法，按照规定的权限、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 

第二章 考核内容和标准 

  第四条 对公务员的考核，以公务员的职位职责和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为基本依据，全面考核德、能、勤、绩、

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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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是指思想政治素质及个人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方面的表现。 

  能，是指履行职责的业务素质和能力。 

  勤，是指责任心、工作态度、工作作风等方面的表现。 

  绩，是指完成工作的数量、质量、效率和所产生的效益。 

  廉，是指廉洁自律等方面的表现。 

  第五条 公务员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定期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 

  平时考核重点考核公务员完成日常工作任务、阶段工作目标情况以及出勤情况，可以采取被考核人填写工作总

结、专项工作检查、考勤等方式进行，由主管领导予以审核评价。 

  定期考核采取年度考核的方式，在每年年末或者翌年年初进行。 

  第六条 年度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 

  第七条 确定为优秀等次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思想政治素质高； 

  （二）精通业务，工作能力强； 

  （三）工作责任心强，勤勉尽责，工作作风好； 

  （四）工作实绩突出； 

  （五）清正廉洁。 

  第八条 确定为称职等次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思想政治素质较高； 

  （二）熟悉业务，工作能力较强； 

  （三）工作责任心强，工作积极，工作作风较好； 

  （四）能够完成本职工作； 

  （五）廉洁自律。 

  第九条 公务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 

  （一）思想政治素质一般； 

  （二）履行职责的工作能力较弱； 

  （三）工作责任心一般，或工作作风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四）能基本完成本职工作，但完成工作的数量不足、质量和效率不高，或在工作中有较大失误； 

  （五）能基本做到廉洁自律，但某些方面存在不足。 

  第十条 公务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确定为不称职等次： 

  （一）思想政治素质较差； 

  （二）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不能适应工作要求； 

  （三）工作责任心或工作作风差； 

  （四）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或在工作中因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 

  （五）存在不廉洁问题，且情形较为严重。 

  第十一条 公务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数，一般掌握在本机关参加年度考核的公务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以内，

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 

第三章 考核程序 

  第十二条 公务员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进行，由机关公务员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机关在年度考核时可以设立考核委员会。考核委员会由本机关领导成员、公务员管理及其他有关部门人员和公

务员代表组成。 

  第十三条 年度考核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被考核公务员按照职位职责和有关要求进行总结，并在一定范围内述职； 

  （二）主管领导在听取群众和公务员本人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平时考核情况和个人总结，写出评语，提出考核

等次建议和改进提高的要求； 

  （三）对拟定为优秀等次的公务员在本机关范围内公示； 

  （四）由本机关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考核委员会确定考核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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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将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被考核公务员，并由公务员本人签署意见。 

  对担任机关内设机构领导职务公务员的考核，必要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民主测评。 

  第十四条 公务员对年度考核定为不称职等次不服，可以按有关规定申请复核和申诉。 

  第十五条 各机关应当将《公务员年度考核登记表》存入公务员本人档案，同时将本机关公务员年度考核情况

报送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 

第四章 考核结果的使用 

  第十六条 公务员年度考核的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职务、级别、工资以及公务员奖励、培训、辞退的依据。 

  第十七条 公务员年度考核被确定为称职以上等次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累计两年被确定为称职以上等次的，在所定级别对应工资标准内晋升一个工资档次； 

  （二）累计五年被确定为称职以上等次的，在所任职务对应级别范围内晋升一个级别； 

  （三）确定为称职以上等次，且符合规定的其他任职资格条件的，具有晋升职务的资格；连续三年以上被确定

为优秀等次的，晋升职务时优先考虑； 

  （四）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当年给予嘉奖；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记三等功； 

  （五）享受年度考核奖金。 

  第十八条 公务员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对其诫勉谈话，限期改进； 

  （二）本考核年度不计算为按年度考核结果晋升级别和级别工资档次的考核年限； 

  （三）一年内不得晋升职务； 

  （四）不享受年度考核奖金。 

  第十九条 公务员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降低一个职务层次任职； 

  （二）本考核年度不计算为按年度考核结果晋升级别和级别工资档次的考核年限； 

  （三）不享受年度考核奖金； 

  （四）连续两年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予以辞退。 

  第二十条 公务员主管部门和公务员所在机关应根据考核情况，有针对性地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第五章 相关事宜 

  第二十一条 新录用的公务员在试用期内参加年度考核，不确定等次，只写评语，作为任职、定级的依据。 

  第二十二条 调任或者转任的公务员，由其调任或者转任的现工作单位进行考核并确定等次。其调任或者转任

前的有关情况，由原单位提供。 

  挂职锻炼的公务员，在挂职锻炼期间由挂职单位进行考核并确定等次。不足半年的，由派出单位进行考核。 

  单位派出学习、培训的公务员，由派出单位进行考核，主要根据学习、培训表现确定等次。其学习、培训的相

关情况，由所在学习、培训单位提供。 

  第二十三条 病、事假累计超过考核年度半年的公务员，不进行考核。 

  第二十四条 公务员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尚未结案的，参加年度考核，不写评语、不定等次。结案后，不

给予处分或者给予警告处分的，按规定补定等次。 

  第二十五条 受处分公务员的年度考核，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受警告处分的当年，参加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二）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期间，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在解除处分的当年及

以后，其年度考核不受原处分影响。 

  第二十六条 公务员不进行考核或参加年度考核不定等次的，本考核年度不计算为按年度考核结果晋升级别和

级别工资档次的考核年限。 

  第二十七条 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考核的公务员，经教育后仍然拒绝参加的，直接确定其考核结果为不称

职等次。 

  第二十八条 对在考核过程中有徇私舞弊、打击报复、弄虚作假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

理。 

第六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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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条 对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的考核，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负责解释，各地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表：《公务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8.3.15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主席令第 25 号 2005 年 4 月 27 日，2017 年 9 月 1 日，主席令第 20 号 

2018 年 12 月 29 日)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5-06/21/content_8249.htm   2005 

http://hrss.sz.gov.cn/xxgk/zcfgjjd/gzrygl/gwy/zh/200809/t20080912_43708.htm  2005 

http://www.fdi.gov.cn/1800000121_23_73982_0_7.html   2017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12/30/content_5353490.htm   2018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12/29/content_2069925.htm  2018 

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9/0402/c117092-31008603.html 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三十五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05

年 4 月 27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5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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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务员的管理，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促进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公务员的义务、权利和管理，适用本法。 

  法律对公务员中的领导成员的产生、任免、监督以及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四条 公务员制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和方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第五条 公务员的管理，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依照法定的权限、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 

  第六条 公务员的管理，坚持监督约束与激励保障并重的原则。 

  第七条 公务员的任用，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注重工作实绩。 

  第八条 国家对公务员实行分类管理，提高管理效能和科学化水平。 

  第九条 公务员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受法律保护。 

  第十条 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

内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上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下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公务员管理工作。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

指导同级各机关的公务员管理工作。 

第二章 公务员的条件、义务与权利 

  第十一条 公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年满十八周岁； 

  （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四）具有良好的品行； 

  （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六）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公务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 

  （四）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五）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六）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七）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 

  （八）清正廉洁，公道正派； 

  （九）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三条 公务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获得履行职责应当具有的工作条件； 

  （二）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 

  （三）获得工资报酬，享受福利、保险待遇； 

  （四）参加培训； 

  （五）对机关工作和领导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 

  （六）提出申诉和控告； 

  （七）申请辞职； 

  （八）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章 职务与级别 

  第十四条 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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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员职位类别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

别。国务院根据本法，对于具有职位特殊性，需要单独管理的，可以增设其他职位类别。各职位类别的适用范围由

国家另行规定。 

  第十五条 国家根据公务员职位类别设置公务员职务序列。 

  第十六条 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 

  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

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 

  非领导职务层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 

  第十七条 综合管理类的领导职务根据宪法、有关法律、职务层次和机构规格设置确定。 

  综合管理类的非领导职务分为：巡视员、副巡视员、调研员、副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办事

员。 

  综合管理类以外其他职位类别公务员的职务序列，根据本法由国家另行规定。 

  第十八条 各机关依照确定的职能、规格、编制限额、职数以及结构比例，设置本机关公务员的具体职位，并

确定各职位的工作职责和任职资格条件。 

  第十九条 公务员的职务应当对应相应的级别。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由国务院规定。 

  公务员的职务与级别是确定公务员工资及其他待遇的依据。 

  公务员的级别根据所任职务及其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资历确定。公务员在同一职务上，可以按照国家规定晋

升级别。 

  第二十条 国家根据人民警察以及海关、驻外外交机构公务员的工作特点，设置与其职务相对应的衔级。 

第四章 录用 

  第二十一条 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

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 

  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前款规定录用公务员时，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对少数民族报考者予以适当照顾。 

  第二十二条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的录用，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地方各级机关公务员的

录用，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必要时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授权设区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 

  第二十三条 报考公务员，除应当具备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的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 

  第二十四条 下列人员不得录用为公务员： 

  （一）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曾被开除公职的； 

  （三）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 

  第二十五条 录用公务员，必须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内，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 

  第二十六条 录用公务员，应当发布招考公告。招考公告应当载明招考的职位、名额、报考资格条件、报考需

要提交的申请材料以及其他报考须知事项。 

  招录机关应当采取措施，便利公民报考。 

  第二十七条 招录机关根据报考资格条件对报考申请进行审查。报考者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真实、准确。 

  第二十八条 公务员录用考试采取笔试和面试的方式进行，考试内容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

位类别分别设置。 

  第二十九条 招录机关根据考试成绩确定考察人选，并对其进行报考资格复审、考察和体检。 

  体检的项目和标准根据职位要求确定。具体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第三十条 招录机关根据考试成绩、考察情况和体检结果，提出拟录用人员名单，并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中央一级招录机关将拟录用人员名单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地方各级招录机关将拟录用人员

名单报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 

  第三十一条 录用特殊职位的公务员，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简化程序或者采用其他测评办法。 

  第三十二条 新录用的公务员试用期为一年。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任职；不合格的，取消录用。 

第五章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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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条 对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第三十四条 公务员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定期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 

  第三十五条 对非领导成员公务员的定期考核采取年度考核的方式，先由个人按照职位职责和有关要求进行总

结，主管领导在听取群众意见后，提出考核等次建议，由本机关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考核委员会确定考核等次。 

  对领导成员的定期考核，由主管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六条 定期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 

  定期考核的结果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务员本人。 

  第三十七条 定期考核的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职务、级别、工资以及公务员奖励、培训、辞退的依据。 

第六章 职务任免 

  第三十八条 公务员职务实行选任制和委任制。 

  领导成员职务按照国家规定实行任期制。 

  第三十九条 选任制公务员在选举结果生效时即任当选职务；任期届满不再连任，或者任期内辞职、被罢免、

被撤职的，其所任职务即终止。 

  第四十条 委任制公务员遇有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职务发生变化、不再担任公务员职务以及其他情形需要任免

职务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任免其职务。 

  第四十一条 公务员任职必须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职数内进行，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 

  第四十二条 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 

第七章 职务升降 

  第四十三条 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具备拟任职务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文化程度和任职经历等

方面的条件和资格。 

  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逐级晋升。特别优秀的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按照规定破格或者越一级晋升职务。 

  第四十四条 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民主推荐，确定考察对象； 

  （二）组织考察，研究提出任职建议方案，并根据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酝酿； 

  （三）按照管理权限讨论决定； 

  （四）按照规定履行任职手续。 

  公务员晋升非领导职务，参照前款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四十五条 机关内设机构厅局级正职以下领导职务出现空缺时，可以在本机关或者本系统内通过竞争上岗的

方式，产生任职人选。 

  厅局级正职以下领导职务或者副调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出现空缺，可以面向社会公开选

拔，产生任职人选。 

  确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的任职人选，可以面向社会，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的人员中公开选拔。 

  第四十六条 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任职前公示制度和任职试用期制度。 

  第四十七条 公务员在定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按照规定程序降低一个职务层次任职。 

第八章 奖励 

  第四十八条 对工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给予奖励。

奖励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 

  公务员集体的奖励适用于按照编制序列设置的机构或者为完成专项任务组成的工作集体。 

  第四十九条 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奖励： 

  （一）忠于职守，积极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遵守纪律，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模范作用突出的； 

  （三）在工作中有发明创造或者提出合理化建议，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四）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突出贡献的； 

  （五）爱护公共财产，节约国家资财有突出成绩的； 

  （六）防止或者消除事故有功，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免受或者减少损失的； 

  （七）在抢险、救灾等特定环境中奋不顾身，做出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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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同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有功绩的； 

  （九）在对外交往中为国家争得荣誉和利益的； 

  （十）有其他突出功绩的。 

  第五十条 奖励分为：嘉奖、记三等功、记二等功、记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 

  对受奖励的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予以表彰，并给予一次性奖金或者其他待遇。 

  第五十一条 给予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奖励，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或者审批。 

  第五十二条 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奖励： 

  （一）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 

  （二）申报奖励时隐瞒严重错误或者严重违反规定程序的； 

  （三）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撤销奖励的其他情形的。 

第九章 惩戒 

  第五十三条 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组织或者参加旨在反对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 

  （二）组织或者参加非法组织，组织或者参加罢工； 

  （三）玩忽职守，贻误工作； 

  （四）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五）压制批评，打击报复； 

  （六）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 

  （七）贪污、行贿、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 

  （八）违反财经纪律，浪费国家资财； 

  （九）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 

  （十一）在对外交往中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 

  （十二）参与或者支持色情、吸毒、赌博、迷信等活动； 

  （十三）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 

  （十四）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十五）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 

  （十六）违反纪律的其他行为。 

  第五十四条 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

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

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五十五条 公务员因违法违纪应当承担纪律责任的，依照本法给予处分；违纪行为情节轻微，经批评教育后

改正的，可以免予处分。 

  第五十六条 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第五十七条 对公务员的处分，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 

  公务员违纪的，应当由处分决定机关决定对公务员违纪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将调查认定的事实及拟给予处分的

依据告知公务员本人。公务员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处分决定机关认为对公务员应当给予处分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作出处分决定。

处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务员本人。 

  第五十八条 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不得晋升

工资档次。 

  受处分的期间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 

  受撤职处分的，按照规定降低级别。 

  第五十九条 公务员受开除以外的处分，在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违纪行为的，处分期满后，

由处分决定机关解除处分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 

  解除处分后，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但是，解除降级、撤职处分的，不视为恢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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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原职务。 

第十章 培训 

  第六十条 机关根据公务员工作职责的要求和提高公务员素质的需要，对公务员进行分级分类培训。 

  国家建立专门的公务员培训机构。机关根据需要也可以委托其他培训机构承担公务员培训任务。 

  第六十一条 机关对新录用人员应当在试用期内进行初任培训；对晋升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应当在任职前或者任

职后一年内进行任职培训；对从事专项工作的公务员应当进行专门业务培训；对全体公务员应当进行更新知识、提

高工作能力的在职培训，其中对担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公务员，应当按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要求，进行专业技

术培训。 

  国家有计划地加强对后备领导人员的培训。 

  第六十二条 公务员的培训实行登记管理。 

  公务员参加培训的时间由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本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培训要求予以确定。 

  公务员培训情况、学习成绩作为公务员考核的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 

第十一章 交流与回避 

  第六十三条 国家实行公务员交流制度。 

  公务员可以在公务员队伍内部交流，也可以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交流。 

  交流的方式包括调任、转任和挂职锻炼。 

  第六十四条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调入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副调

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调任人选应当具备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和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

条件，并不得有本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调任机关应当根据上述规定，对调任人选进行严格考察，并按照管理

权限审批，必要时可以对调任人选进行考试。 

  第六十五条 公务员在不同职位之间转任应当具备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职数内进

行。 

  对省部级正职以下的领导成员应当有计划、有重点地实行跨地区、跨部门转任。 

  对担任机关内设机构领导职务和工作性质特殊的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应当有计划地在本机关内转任。 

  第六十六条 根据培养锻炼公务员的需要，可以选派公务员到下级机关或者上级机关、其他地区机关以及国有

企业事业单位挂职锻炼。 

  公务员在挂职锻炼期间，不改变与原机关的人事关系。 

  第六十七条 公务员应当服从机关的交流决定。 

  公务员本人申请交流的，按照管理权限审批。 

  第六十八条 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

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

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因地域或者工作性质特殊，需要变通执行任职回避的，由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第六十九条 公务员担任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第七十条 公务员执行公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 

  （二）涉及与本人有本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所列亲属关系人员的利害关系的； 

  （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第七十一条 公务员有应当回避情形的，本人应当申请回避；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公务员回避。其他人员可以

向机关提供公务员需要回避的情况。 

  机关根据公务员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申请，经审查后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也可以不经申请直接作出回避决

定。 

  第七十二条 法律对公务员回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章 工资福利保险 

  第七十三条 公务员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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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员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体现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资历等因素，保持不同职务、级

别之间的合理工资差距。 

  国家建立公务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 

  第七十四条 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 

  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地区附加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岗位津贴等津贴。 

  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住房、医疗等补贴、补助。 

  公务员在定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优秀、称职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年终奖金。 

  公务员工资应当按时足额发放。 

  第七十五条 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 

  国家实行工资调查制度，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并将工资调查比较结果作为调

整公务员工资水平的依据。 

  第七十六条 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福利待遇。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 

  公务员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公务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相应的

补休。 

  第七十七条 国家建立公务员保险制度，保障公务员在退休、患病、工伤、生育、失业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

偿。 

  公务员因公致残的，享受国家规定的伤残待遇。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

的抚恤和优待。 

  第七十八条 任何机关不得违反国家规定自行更改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政策，擅自提高或者降低公务员的

工资、福利、保险待遇。任何机关不得扣减或者拖欠公务员的工资。 

  第七十九条 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退休金以及录用、培训、奖励、辞退等所需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

予以保障。 

第十三章 辞职辞退 

  第八十条 公务员辞去公职，应当向任免机关提出书面申请。任免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审

批，其中对领导成员辞去公职的申请，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九十日内予以审批。 

  第八十一条 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辞去公职： 

  （一）未满国家规定的最低服务年限的； 

  （二）在涉及国家秘密等特殊职位任职或者离开上述职位不满国家规定的脱密期限的； 

  （三）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且须由本人继续处理的； 

  （四）正在接受审计、纪律审查，或者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辞去公职的情形。 

  第八十二条 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工作变动依照法律规定需要辞去现任职务的，应当履行辞职手续。 

  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可以自愿提出辞去领导职务。 

  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

咎辞去领导职务。 

  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

职务。 

  第八十三条 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辞退： 

  （一）在年度考核中，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的； 

  （二）不胜任现职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的； 

  （三）因所在机关调整、撤销、合并或者缩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本人拒绝合理安排的； 

  （四）不履行公务员义务，不遵守公务员纪律，经教育仍无转变，不适合继续在机关工作，又不宜给予开除处

分的； 

  （五）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 

  第八十四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务员，不得辞退： 

  （一）因公致残，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工作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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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三）女性公务员在孕期、产假、哺乳期内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辞退的情形。 

  第八十五条 辞退公务员，按照管理权限决定。辞退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被辞退的公务员。 

  被辞退的公务员，可以领取辞退费或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失业保险。 

  第八十六条 公务员辞职或者被辞退，离职前应当办理公务交接手续，必要时按照规定接受审计。 

第十四章 退休 

  第八十七条 公务员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应当退休。 

  第八十八条 公务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人自愿提出申请，经任免机关批准，可以提前退休： 

  （一）工作年限满三十年的； 

  （二）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五年，且工作年限满二十年的； 

  （三）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提前退休的其他情形的。 

  第八十九条 公务员退休后，享受国家规定的退休金和其他待遇，国家为其生活和健康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

鼓励发挥个人专长，参与社会发展。 

第十五章 申诉控告 

  第九十条 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下列人事处理不服的，可以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申

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规定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

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提出申诉： 

  （一）处分； 

  （二）辞退或者取消录用； 

  （三）降职； 

  （四）定期考核定为不称职； 

  （五）免职； 

  （六）申请辞职、提前退休未予批准； 

  （七）未按规定确定或者扣减工资、福利、保险待遇； 

  （八）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申诉的其他情形。 

  对省级以下机关作出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处理决定的上一级机关提出再申诉。 

  行政机关公务员对处分不服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诉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办理。 

  第九十一条 原处理机关应当自接到复核申请书后的三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受理公务员申诉的机关应当自受

理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十日。 

  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人事处理的执行。 

  第九十二条 公务员申诉的受理机关审查认定人事处理有错误的，原处理机关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第九十三条 公务员认为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上级机关或者有关的专门机关提出

控告。受理控告的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处理。 

  第九十四条 公务员提出申诉、控告，不得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第十六章 职位聘任 

  第九十五条 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

行聘任制。 

  前款所列职位涉及国家秘密的，不实行聘任制。 

  第九十六条 机关聘任公务员可以参照公务员考试录用的程序进行公开招聘，也可以从符合条件的人员中直接

选聘。 

  机关聘任公务员应当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工资经费限额内进行。 

  第九十七条 机关聘任公务员，应当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书面的聘任合同，确定机关与所聘

公务员双方的权利、义务。聘任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者解除。 

  聘任合同的签订、变更或者解除，应当报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十八条 聘任合同应当具备合同期限，职位及其职责要求，工资、福利、保险待遇，违约责任等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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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任合同期限为一年至五年。聘任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为一个月至六个月。 

  聘任制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协议工资制，具体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第九十九条 机关依据本法和聘任合同对所聘公务员进行管理。 

  第一百条 国家建立人事争议仲裁制度。 

  人事争议仲裁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争议双方的合法权益。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需要设立。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公务员主管部门的代表、聘用机关的代表、聘任制

公务员的代表以及法律专家组成。 

  聘任制公务员与所在机关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以自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接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裁决

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第十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一百零一条 对有下列违反本法规定情形的，由县级以上领导机关或者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区别

不同情况，分别予以责令纠正或者宣布无效；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

育或者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编制限额、职数或者任职资格条件进行公务员录用、调任、转任、聘任和晋升的； 

  （二）不按规定条件进行公务员奖惩、回避和办理退休的； 

  （三）不按规定程序进行公务员录用、调任、转任、聘任、晋升、竞争上岗、公开选拔以及考核、奖惩的； 

  （四）违反国家规定，更改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待遇标准的； 

  （五）在录用、竞争上岗、公开选拔中发生泄露试题、违反考场纪律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开、公正的； 

  （六）不按规定受理和处理公务员申诉、控告的； 

  （七）违反本法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第一百零二条 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

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

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零三条 机关因错误的具体人事处理对公务员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一百零四条 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处分。 

第十八章 附则 

  第一百零五条 本法所称领导成员，是指机关的领导人员，不包括机关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 

  第一百零六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

照本法进行管理。 

   第一百零七条 本法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57 年 10 月 23 日批准、国

务院 1957 年 10 月 26 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1993 年 8 月 14 日国务院公

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2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17 年修订）         

（2005 年 4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7 年 9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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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务员的管理，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促进

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公务员的义务、权利和管理，适用本法。 

法律对公务员中的领导成员的产生、任免、监督以及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公务员制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和方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第五条  公务员的管理，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依照法定的权限、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 

第六条  公务员的管理，坚持监督约束与激励保障并重的原则。 

第七条  公务员的任用，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注重工作实绩。 

第八条  国家对公务员实行分类管理，提高管理效能和科学化水平。 

第九条  公务员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受法律保护。 

第十条  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公

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上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下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公务员管理工作。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

同级各机关的公务员管理工作。 

第二章 公务员的条件、义务与权利 

第十一条  公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年满十八周岁； 

(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四)具有良好的品行； 

(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六)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公务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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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五）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六）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七）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 

（八）清正廉洁，公道正派； 

（九）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三条  公务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获得履行职责应当具有的工作条件； 

(二)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 

(三)获得工资报酬，享受福利、保险待遇； 

(四)参加培训； 

(五)对机关工作和领导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 

(六)提出申诉和控告； 

(七)申请辞职； 

(八)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章 职务与级别 

第十四条  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 

公务员职位类别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

国务院根据本法，对于具有职位特殊性，需要单独管理的，可以增设其他职位类别。各职位类别的适用范围由国家

另行规定。 

第十五条  国家根据公务员职位类别设置公务员职务序列。 

第十六条  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 

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

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 

非领导职务层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 

第十七条  综合管理类的领导职务根据宪法、有关法律、职务层次和机构规格设置确定。 

综合管理类的非领导职务分为：巡视员、副巡视员、调研员、副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办事员。 

综合管理类以外其他职位类别公务员的职务序列，根据本法由国家另行规定。 

第十八条  各机关依照确定的职能、规格、编制限额、职数以及结构比例，设置本机关公务员的具体职位，并确定

各职位的工作职责和任职资格条件。 

第十九条  公务员的职务应当对应相应的级别。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由国务院规定。 

公务员的职务与级别是确定公务员工资及其他待遇的依据。 

公务员的级别根据所任职务及其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资历确定。公务员在同一职务上，可以按照国家规定晋升级

别。 

第二十条  国家根据人民警察以及海关、驻外外交机构公务员的工作特点，设置与其职务相对应的衔级。 

第四章 录 用 

第二十一条  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

争、择优录取的办法。 

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前款规定录用公务员时，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对少数民族报考者予以适当照顾。 

第二十二条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的录用，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地方各级机关公务员的录用，

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必要时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授权设区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 

第二十三条  报考公务员，除应当具备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拟

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 

国家对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法律顾问的公务员实行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制度，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第二十四条  下列人员不得录用为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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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曾被开除公职的； 

(三)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 

第二十五条  录用公务员，必须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内，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 

第二十六条  录用公务员，应当发布招考公告。招考公告应当载明招考的职位、名额、报考资格条件、报考需要提

交的申请材料以及其他报考须知事项。 

招录机关应当采取措施，便利公民报考。 

第二十七条  招录机关根据报考资格条件对报考申请进行审查。报考者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真实、准确。 

第二十八条  公务员录用考试采取笔试和面试的方式进行，考试内容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

别分别设置。 

第二十九条  招录机关根据考试成绩确定考察人选，并对其进行报考资格复审、考察和体检。 

体检的项目和标准根据职位要求确定。具体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第三十条  招录机关根据考试成绩、考察情况和体检结果，提出拟录用人员名单，并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中央一级招录机关将拟录用人员名单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地方各级招录机关将拟录用人员名单

报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 

第三十一条  录用特殊职位的公务员，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简化程序或者采用其他测评办法。 

第三十二条  新录用的公务员试用期为一年。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任职；不合格的，取消录用。 

第五章 考 核 

第三十三条  对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第三十四条  公务员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定期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 

第三十五条  对非领导成员公务员的定期考核采取年度考核的方式，先由个人按照职位职责和有关要求进行总结，

主管领导在听取群众意见后，提出考核等次建议，由本机关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考核委员会确定考核等次。 

对领导成员的定期考核，由主管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六条  定期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 

定期考核的结果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务员本人。 

第三十七条  定期考核的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职务、级别、工资以及公务员奖励、培训、辞退的依据。 

第六章 职务任免 

第三十八条  公务员职务实行选任制和委任制。 

领导成员职务按照国家规定实行任期制。 

第三十九条  选任制公务员在选举结果生效时即任当选职务；任期届满不再连任，或者任期内辞职、被罢免、被撤

职的，其所任职务即终止。 

第四十条  委任制公务员遇有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职务发生变化、不再担任公务员职务以及其他情形需要任免职务

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任免其职务。 

第四十一条  公务员任职必须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职数内进行，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 

第四十二条  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 

第七章 职务升降 

第四十三条  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具备拟任职务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文化程度和任职经历等方面

的条件和资格。 

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逐级晋升。特别优秀的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按照规定破格或者越一级晋升职务。 

第四十四条  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民主推荐，确定考察对象； 

(二)组织考察，研究提出任职建议方案，并根据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酝酿； 

(三)按照管理权限讨论决定； 

(四)按照规定履行任职手续。 

公务员晋升非领导职务，参照前款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四十五条  机关内设机构厅局级正职以下领导职务出现空缺时，可以在本机关或者本系统内通过竞争上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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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任职人选。 

厅局级正职以下领导职务或者副调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出现空缺，可以面向社会公开选拔，

产生任职人选。 

确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的任职人选，可以面向社会，从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人

员中公开选拔。 

第四十六条  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任职前公示制度和任职试用期制度。 

第四十七条  公务员在定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按照规定程序降低一个职务层次任职。 

第八章 奖 励 

第四十八条  对工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给予奖励。奖

励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 

公务员集体的奖励适用于按照编制序列设置的机构或者为完成专项任务组成的工作集体。 

第四十九条  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奖励： 

(一)忠于职守，积极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遵守纪律，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模范作用突出的； 

(三)在工作中有发明创造或者提出合理化建议，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四)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突出贡献的； 

(五)爱护公共财产，节约国家资财有突出成绩的； 

(六)防止或者消除事故有功，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免受或者减少损失的； 

(七)在抢险、救灾等特定环境中奋不顾身，做出贡献的； 

(八)同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有功绩的； 

(九)在对外交往中为国家争得荣誉和利益的； 

(十)有其他突出功绩的。 

第五十条  奖励分为：嘉奖、记三等功、记二等功、记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 

对受奖励的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予以表彰，并给予一次性奖金或者其他待遇。 

第五十一条  给予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奖励，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或者审批。 

第五十二条  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奖励： 

(一)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 

(二)申报奖励时隐瞒严重错误或者严重违反规定程序的； 

(三)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撤销奖励的其他情形的。 

第九章 惩 戒 

第五十三条  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组织或者参加旨在反对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 

(二)组织或者参加非法组织，组织或者参加罢工； 

(三)玩忽职守，贻误工作； 

(四)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五)压制批评，打击报复； 

(六)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 

(七)贪污、行贿、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 

(八)违反财经纪律，浪费国家资财； 

(九)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 

(十一)在对外交往中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 

(十二)参与或者支持色情、吸毒、赌博、迷信等活动； 

(十三)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 

(十四)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十五)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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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违反纪律的其他行为。 

第五十四条  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

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

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五十五条  公务员因违法违纪应当承担纪律责任的，依照本法给予处分；违纪行为情节轻微，经批评教育后改正

的，可以免予处分。 

第五十六条  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第五十七条  对公务员的处分，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 

公务员违纪的，应当由处分决定机关决定对公务员违纪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将调查认定的事实及拟给予处分的依据

告知公务员本人。公务员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处分决定机关认为对公务员应当给予处分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作出处分决定。处

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务员本人。 

第五十八条  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

档次。 

受处分的期间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 

受撤职处分的，按照规定降低级别。 

第五十九条  公务员受开除以外的处分，在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违纪行为的，处分期满后，由

处分决定机关解除处分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 

解除处分后，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但是，解除降级、撤职处分的，不视为恢复原级别、

原职务。 

第十章 培 训 

第六十条  机关根据公务员工作职责的要求和提高公务员素质的需要，对公务员进行分级分类培训。 

国家建立专门的公务员培训机构。机关根据需要也可以委托其他培训机构承担公务员培训任务。 

第六十一条  机关对新录用人员应当在试用期内进行初任培训；对晋升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应当在任职前或者任职后

一年内进行任职培训；对从事专项工作的公务员应当进行专门业务培训；对全体公务员应当进行更新知识、提高工

作能力的在职培训，其中对担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公务员，应当按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要求，进行专业技术培

训。 

国家有计划地加强对后备领导人员的培训。 

第六十二条 公务员的培训实行登记管理。 

公务员参加培训的时间由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本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培训要求予以确定。 

公务员培训情况、学习成绩作为公务员考核的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 

第十一章 交流与回避 

第六十三条  国家实行公务员交流制度。 

公务员可以在公务员队伍内部交流，也可以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交流。 

交流的方式包括调任、转任和挂职锻炼。 

第六十四条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调入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副调研员

以上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调任人选应当具备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和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

并不得有本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调任机关应当根据上述规定，对调任人选进行严格考察，并按照管理权限审

批，必要时可以对调任人选进行考试。 

第六十五条  公务员在不同职位之间转任应当具备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职数内进行。 

对省部级正职以下的领导成员应当有计划、有重点地实行跨地区、跨部门转任。 

对担任机关内设机构领导职务和工作性质特殊的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应当有计划地在本机关内转任。 

第六十六条  根据培养锻炼公务员的需要，可以选派公务员到下级机关或者上级机关、其他地区机关以及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挂职锻炼。 

公务员在挂职锻炼期间，不改变与原机关的人事关系。 

第六十七条  公务员应当服从机关的交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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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本人申请交流的，按照管理权限审批。 

第六十八条  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

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

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因地域或者工作性质特殊，需要变通执行任职回避的，由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第六十九条  公务员担任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第七十条  公务员执行公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 

(二)涉及与本人有本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所列亲属关系人员的利害关系的； 

(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第七十一条  公务员有应当回避情形的，本人应当申请回避；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公务员回避。其他人员可以向机

关提供公务员需要回避的情况。 

机关根据公务员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申请，经审查后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也可以不经申请直接作出回避决定。 

第七十二条  法律对公务员回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章 工资福利保险 

第七十三条  公务员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 

公务员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体现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资历等因素，保持不同职务、级别之

间的合理工资差距。 

国家建立公务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 

第七十四条  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 

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地区附加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岗位津贴等津贴。 

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住房、医疗等补贴、补助。 

公务员在定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优秀、称职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年终奖金。 

公务员工资应当按时足额发放。 

第七十五条  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 

国家实行工资调查制度，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并将工资调查比较结果作为调整公

务员工资水平的依据。 

第七十六条  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福利待遇。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 

公务员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公务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补休。 

第七十七条  国家建立公务员保险制度，保障公务员在退休、患病、工伤、生育、失业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 

公务员因公致残的，享受国家规定的伤残待遇。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

恤和优待。 

第七十八条  任何机关不得违反国家规定自行更改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政策，擅自提高或者降低公务员的工资、

福利、保险待遇。任何机关不得扣减或者拖欠公务员的工资。 

第七十九条  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退休金以及录用、培训、奖励、辞退等所需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予

以保障。 

第十三章 辞职辞退 

第八十条  公务员辞去公职，应当向任免机关提出书面申请。任免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审批，

其中对领导成员辞去公职的申请，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九十日内予以审批。 

第八十一条  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辞去公职： 

(一)未满国家规定的最低服务年限的； 

(二)在涉及国家秘密等特殊职位任职或者离开上述职位不满国家规定的脱密期限的； 

(三)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且须由本人继续处理的； 

(四)正在接受审计、纪律审查，或者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辞去公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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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条  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工作变动依照法律规定需要辞去现任职务的，应当履行辞职手续。 

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可以自愿提出辞去领导职务。 

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

去领导职务。 

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第八十三条  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辞退： 

(一)在年度考核中，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的； 

(二)不胜任现职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的； 

(三)因所在机关调整、撤销、合并或者缩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本人拒绝合理安排的； 

(四)不履行公务员义务，不遵守公务员纪律，经教育仍无转变，不适合继续在机关工作，又不宜给予开除处分的； 

(五)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 

第八十四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务员，不得辞退： 

(一)因公致残，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工作能力的； 

(二)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三)女性公务员在孕期、产假、哺乳期内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辞退的情形。 

第八十五条  辞退公务员，按照管理权限决定。辞退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被辞退的公务员。 

被辞退的公务员，可以领取辞退费或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失业保险。 

第八十六条  公务员辞职或者被辞退，离职前应当办理公务交接手续，必要时按照规定接受审计。 

第十四章 退 休 

第八十七条  公务员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应当退休。 

第八十八条  公务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人自愿提出申请，经任免机关批准，可以提前退休： 

(一)工作年限满三十年的； 

(二)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五年，且工作年限满二十年的； 

(三)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提前退休的其他情形的。 

第八十九条  公务员退休后，享受国家规定的退休金和其他待遇，国家为其生活和健康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鼓

励发挥个人专长，参与社会发展。 

第十五章 申诉控告 

第九十条  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下列人事处理不服的，可以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

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规定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处

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提出申诉： 

(一)处分； 

(二)辞退或者取消录用； 

(三)降职； 

(四)定期考核定为不称职； 

(五)免职； 

(六)申请辞职、提前退休未予批准； 

(七)未按规定确定或者扣减工资、福利、保险待遇； 

(八)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申诉的其他情形。 

对省级以下机关作出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处理决定的上一级机关提出再申诉。 

行政机关公务员对处分不服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诉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办理。 

第九十一条  原处理机关应当自接到复核申请书后的三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受理公务员申诉的机关应当自受理之

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十日。 

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人事处理的执行。 

第九十二条  公务员申诉的受理机关审查认定人事处理有错误的，原处理机关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第九十三条  公务员认为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上级机关或者有关的专门机关提出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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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控告的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处理。 

第九十四条  公务员提出申诉、控告，不得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第十六章 职位聘任 

第九十五条  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

任制。 

前款所列职位涉及国家秘密的，不实行聘任制。 

第九十六条  机关聘任公务员可以参照公务员考试录用的程序进行公开招聘，也可以从符合条件的人员中直接选聘。 

机关聘任公务员应当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工资经费限额内进行。 

第九十七条  机关聘任公务员，应当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书面的聘任合同，确定机关与所聘公务

员双方的权利、义务。聘任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者解除。 

聘任合同的签订、变更或者解除，应当报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十八条  聘任合同应当具备合同期限，职位及其职责要求，工资、福利、保险待遇，违约责任等条款。 

聘任合同期限为一年至五年。聘任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为一个月至六个月。 

聘任制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协议工资制，具体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第九十九条  机关依据本法和聘任合同对所聘公务员进行管理。 

第一百条  国家建立人事争议仲裁制度。 

人事争议仲裁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争议双方的合法权益。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需要设立。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公务员主管部门的代表、聘用机关的代表、聘任制公务

员的代表以及法律专家组成。 

聘任制公务员与所在机关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以自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接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裁决生效

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第十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一百零一条  对有下列违反本法规定情形的，由县级以上领导机关或者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区别不同

情况，分别予以责令纠正或者宣布无效；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

者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编制限额、职数或者任职资格条件进行公务员录用、调任、转任、聘任和晋升的； 

(二)不按规定条件进行公务员奖惩、回避和办理退休的； 

(三)不按规定程序进行公务员录用、调任、转任、聘任、晋升、竞争上岗、公开选拔以及考核、奖惩的； 

(四)违反国家规定，更改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待遇标准的； 

(五)在录用、竞争上岗、公开选拔中发生泄露试题、违反考场纪律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开、公正的； 

(六)不按规定受理和处理公务员申诉、控告的； 

(七)违反本法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第一百零二条  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

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

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零三条  机关因错误的具体人事处理对公务员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造成

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一百零四条  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处分。 

第十八章 附 则 

第一百零五条  本法所称领导成员，是指机关的领导人员，不包括机关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 

第一百零六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照本

法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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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七条  本法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57 年 10 月 23 日批准、国务院

1957 年 10 月 26 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1993 年 8 月 14 日国务院公布的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2005 年 4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7 年 9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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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奖励 

第九章 监督与惩戒 

第十章 培训 

第十一章 交流与回避 

第十二章 工资、福利与保险 

第十三章 辞职与辞退 

第十四章 退休 

第十五章 申诉与控告 

第十六章 职位聘任 

第十七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务员的管理，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促进公务员正确履职尽责，建设

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公务员是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是人民的公仆。 

第三条 公务员的义务、权利和管理，适用本法。 

法律对公务员中领导成员的产生、任免、监督以及监察官、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四条 公务员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第五条 公务员的管理，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依照法定的权限、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 

第六条 公务员的管理，坚持监督约束与激励保障并重的原则。 

第七条 公务员的任用，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突出政

治标准，注重工作实绩。 

第八条 国家对公务员实行分类管理，提高管理效能和科学化水平。 

第九条 公务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第十条 公务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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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以及录用、奖励、培训、辞退等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第十二条 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

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上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下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公务员管理工作。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

导同级各机关的公务员管理工作。 

第二章 公务员的条件、义务与权利 

第十三条 公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年满十八周岁； 

（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四）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六）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公务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忠于宪法，模范遵守、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二）忠于国家，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三）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 

（四）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努力提高

工作质量和效率； 

（五）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六）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法治，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 

（七）清正廉洁，公道正派； 

（八）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五条 公务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获得履行职责应当具有的工作条件； 

（二）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 

（三）获得工资报酬，享受福利、保险待遇； 

（四）参加培训； 

（五）对机关工作和领导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 

（六）提出申诉和控告； 

（七）申请辞职； 

（八）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章 职务、职级与级别 

第十六条 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 

公务员职位类别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

根据本法，对于具有职位特殊性，需要单独管理的，可以增设其他职位类别。各职位类别的适用范围由国家另行规

定。 

第十七条 国家实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根据公务员职位类别和职责设置公务员领导职务、职级序列。 

第十八条 公务员领导职务根据宪法、有关法律和机构规格设置。 

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

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 

第十九条 公务员职级在厅局级以下设置。 

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序列分为：一级巡视员、二级巡视员、一级调研员、二级调研员、三级调研员、四级调研员、

一级主任科员、二级主任科员、三级主任科员、四级主任科员、一级科员、二级科员。 

综合管理类以外其他职位类别公务员的职级序列，根据本法由国家另行规定。 

第二十条 各机关依照确定的职能、规格、编制限额、职数以及结构比例，设置本机关公务员的具体职位，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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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职位的工作职责和任职资格条件。 

第二十一条 公务员的领导职务、职级应当对应相应的级别。公务员领导职务、职级与级别的对应关系，由国家规

定。 

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职务与职级的对应关系，公务员担任的领导职务和职级可以互相转任、兼任；符合规定资格条

件的，可以晋升领导职务或者职级。 

公务员的级别根据所任领导职务、职级及其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资历确定。公务员在同一领导职务、职级上，可

以按照国家规定晋升级别。 

公务员的领导职务、职级与级别是确定公务员工资以及其他待遇的依据。 

第二十二条 国家根据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以及海关、驻外外交机构等公务员的工作特点，设置与其领导职务、

职级相对应的衔级。 

第四章 录用 

第二十三条 录用担任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级层次的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

优录取的办法。 

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前款规定录用公务员时，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对少数民族报考者予以适当照顾。 

第二十四条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的录用，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地方各级机关公务员的录用，

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必要时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授权设区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 

第二十五条 报考公务员，除应当具备本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以外，还应当具备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

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 

国家对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法律顾问的公务员实行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制度，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第二十六条 下列人员不得录用为公务员： 

（一）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 

（三）被开除公职的； 

（四）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五）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 

第二十七条 录用公务员，应当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内，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 

第二十八条 录用公务员，应当发布招考公告。招考公告应当载明招考的职位、名额、报考资格条件、报考需要提

交的申请材料以及其他报考须知事项。 

招录机关应当采取措施，便利公民报考。 

第二十九条 招录机关根据报考资格条件对报考申请进行审查。报考者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真实、准确。 

第三十条 公务员录用考试采取笔试和面试等方式进行，考试内容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

不同层级机关分别设置。 

第三十一条 招录机关根据考试成绩确定考察人选，并进行报考资格复审、考察和体检。 

体检的项目和标准根据职位要求确定。具体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规定。 

第三十二条 招录机关根据考试成绩、考察情况和体检结果，提出拟录用人员名单，并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五

个工作日。 

公示期满，中央一级招录机关应当将拟录用人员名单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地方各级招录机关应当将拟录用

人员名单报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 

第三十三条 录用特殊职位的公务员，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简化程序或者采用其他测评办法。 

第三十四条 新录用的公务员试用期为一年。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任职；不合格的，取消录用。 

第五章 考核 

第三十五条 公务员的考核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政治素质和工作

实绩。考核指标根据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分别设置。 

第三十六条 公务员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专项考核和定期考核等方式。定期考核以平时考核、专项考核为基础。 

第三十七条 非领导成员公务员的定期考核采取年度考核的方式。先由个人按照职位职责和有关要求进行总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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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领导在听取群众意见后，提出考核等次建议，由本机关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考核委员会确定考核等次。 

领导成员的考核由主管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八条 定期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 

定期考核的结果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务员本人。 

第三十九条 定期考核的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职位、职务、职级、级别、工资以及公务员奖励、培训、辞退的依据。 

第六章 职务、职级任免 

第四十条 公务员领导职务实行选任制、委任制和聘任制。公务员职级实行委任制和聘任制。 

领导成员职务按照国家规定实行任期制。 

第四十一条 选任制公务员在选举结果生效时即任当选职务；任期届满不再连任或者任期内辞职、被罢免、被撤职

的，其所任职务即终止。 

第四十二条 委任制公务员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职务、职级发生变化，以及其他情形需要任免职务、职级的，应当

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任免。 

第四十三条 公务员任职应当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职数内进行，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 

第四十四条 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 

第七章 职务、职级升降 

第四十五条 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应当具备拟任职务所要求的政治素质、工作能力、文化程度和任职经历等方面

的条件和资格。 

公务员领导职务应当逐级晋升。特别优秀的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按照规定破格或者越级晋升。 

第四十六条 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动议； 

（二）民主推荐； 

（三）确定考察对象，组织考察； 

（四）按照管理权限讨论决定； 

（五）履行任职手续。 

第四十七条 厅局级正职以下领导职务出现空缺且本机关没有合适人选的，可以通过适当方式面向社会选拔任职人

选。 

第四十八条 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任职前公示制度和任职试用期制度。 

第四十九条 公务员职级应当逐级晋升，根据个人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任职资历，参考民主推荐或者民主测评结

果确定人选，经公示后，按照管理权限审批。 

第五十条 公务员的职务、职级实行能上能下。对不适宜或者不胜任现任职务、职级的，应当进行调整。 

公务员在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按照规定程序降低一个职务或者职级层次任职。 

第八章 奖励 

第五十一条 对工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给予奖励。奖

励坚持定期奖励与及时奖励相结合，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 

公务员集体的奖励适用于按照编制序列设置的机构或者为完成专项任务组成的工作集体。 

第五十二条 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奖励： 

（一）忠于职守，积极工作，勇于担当，工作实绩显著的； 

（二）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模范作用突出的； 

（三）在工作中有发明创造或者提出合理化建议，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四）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突出贡献的； 

（五）爱护公共财产，节约国家资财有突出成绩的； 

（六）防止或者消除事故有功，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免受或者减少损失的； 

（七）在抢险、救灾等特定环境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八）同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有功绩的； 

（九）在对外交往中为国家争得荣誉和利益的； 

（十）有其他突出功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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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条 奖励分为：嘉奖、记三等功、记二等功、记一等功、授予称号。 

对受奖励的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予以表彰，并对受奖励的个人给予一次性奖金或者其他待遇。 

第五十四条 给予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奖励，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或者审批。 

第五十五条 按照国家规定，可以向参与特定时期、特定领域重大工作的公务员颁发纪念证书或者纪念章。 

第五十六条 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奖励： 

（一）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 

（二）申报奖励时隐瞒严重错误或者严重违反规定程序的； 

（三）有严重违纪违法等行为，影响称号声誉的； 

（四）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撤销奖励的其他情形的。 

第九章 监督与惩戒 

第五十七条 机关应当对公务员的思想政治、履行职责、作风表现、遵纪守法等情况进行监督，开展勤政廉政教育，

建立日常管理监督制度。 

对公务员监督发现问题的，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予以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组织调整、处分。 

对公务员涉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监察机关处理。 

第五十八条 公务员应当自觉接受监督，按照规定请示报告工作、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第五十九条 公务员应当遵纪守法，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散布有损宪法权威、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声誉的言论，组织或者参加旨在反对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家的

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 

（二）组织或者参加非法组织，组织或者参加罢工； 

（三）挑拨、破坏民族关系，参加民族分裂活动或者组织、利用宗教活动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四）不担当，不作为，玩忽职守，贻误工作； 

（五）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六）对批评、申诉、控告、检举进行压制或者打击报复； 

（七）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 

（八）贪污贿赂，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 

（九）违反财经纪律，浪费国家资财； 

（十）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一）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 

（十二）在对外交往中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 

（十三）参与或者支持色情、吸毒、赌博、迷信等活动； 

（十四）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 

（十五）违反有关规定参与禁止的网络传播行为或者网络活动； 

（十六）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十七）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 

（十八）违纪违法的其他行为。 

第六十条 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

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

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六十一条 公务员因违纪违法应当承担纪律责任的，依照本法给予处分或者由监察机关依法给予政务处分；违纪

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经批评教育后改正的，可以免予处分。 

对同一违纪违法行为，监察机关已经作出政务处分决定的，公务员所在机关不再给予处分。 

第六十二条 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第六十三条 对公务员的处分，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 

公务员违纪违法的，应当由处分决定机关决定对公务员违纪违法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将调查认定的事实以及拟给予

处分的依据告知公务员本人。公务员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处分决定机关不得因公务员申辩而加重处分。 

处分决定机关认为对公务员应当给予处分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作出处分决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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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务员本人。 

第六十四条 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职级和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不得晋

升工资档次。 

受处分的期间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 

受撤职处分的，按照规定降低级别。 

第六十五条 公务员受开除以外的处分，在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违纪违法行为的，处分期满后

自动解除。 

解除处分后，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职级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但是，解除降级、撤职处分的，不视为恢复

原级别、原职务、原职级。 

第十章 培训 

第六十六条 机关根据公务员工作职责的要求和提高公务员素质的需要，对公务员进行分类分级培训。 

国家建立专门的公务员培训机构。机关根据需要也可以委托其他培训机构承担公务员培训任务。 

第六十七条 机关对新录用人员应当在试用期内进行初任培训；对晋升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应当在任职前或者任职后

一年内进行任职培训；对从事专项工作的公务员应当进行专门业务培训；对全体公务员应当进行提高政治素质和工

作能力、更新知识的在职培训，其中对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应当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国家有计划地加强对优秀年轻公务员的培训。 

第六十八条 公务员的培训实行登记管理。 

公务员参加培训的时间由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本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培训要求予以确定。 

公务员培训情况、学习成绩作为公务员考核的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 

第十一章 交流与回避 

第六十九条 国家实行公务员交流制度。 

公务员可以在公务员和参照本法管理的工作人员队伍内部交流，也可以与国有企业和不参照本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中

从事公务的人员交流。 

交流的方式包括调任、转任。 

第七十条 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其他不参照本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调入机关

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四级调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层次的职级。 

调任人选应当具备本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和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并不得有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调任机关应当根据上述规定，对调任人选进行严格考察，并按照管理权限审批，必要时可以对调任人选进行考试。 

第七十一条 公务员在不同职位之间转任应当具备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职数内进行。 

对省部级正职以下的领导成员应当有计划、有重点地实行跨地区、跨部门转任。 

对担任机关内设机构领导职务和其他工作性质特殊的公务员，应当有计划地在本机关内转任。 

上级机关应当注重从基层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 

第七十二条 根据工作需要，机关可以采取挂职方式选派公务员承担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任务或者其他专项

工作。 

公务员在挂职期间，不改变与原机关的人事关系。 

第七十三条 公务员应当服从机关的交流决定。 

公务员本人申请交流的，按照管理权限审批。 

第七十四条 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

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位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位工作，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

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公务员不得在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营的企业、营利性组织的行业监管或者主管部门担任领导成员。 

因地域或者工作性质特殊，需要变通执行任职回避的，由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第七十五条 公务员担任乡级机关、县级机关、设区的市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实行地域回避。 

第七十六条 公务员执行公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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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及与本人有本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所列亲属关系人员的利害关系的； 

（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第七十七条 公务员有应当回避情形的，本人应当申请回避；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公务员回避。其他人员可以向机

关提供公务员需要回避的情况。 

机关根据公务员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申请，经审查后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也可以不经申请直接作出回避决定。 

第七十八条 法律对公务员回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章 工资、福利与保险 

第七十九条 公务员实行国家统一规定的工资制度。 

公务员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体现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资历等因素，保持不同领导职务、职

级、级别之间的合理工资差距。 

国家建立公务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 

第八十条 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 

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地区附加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岗位津贴等津贴。 

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住房、医疗等补贴、补助。 

公务员在定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优秀、称职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年终奖金。 

公务员工资应当按时足额发放。 

第八十一条 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 

国家实行工资调查制度，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并将工资调查比较结果作为调整公

务员工资水平的依据。 

第八十二条 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福利待遇。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 

公务员执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公务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补休，

不能补休的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助。 

第八十三条 公务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保险待遇。 

公务员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的，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 

第八十四条 任何机关不得违反国家规定自行更改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政策，擅自提高或者降低公务员的工资、

福利、保险待遇。任何机关不得扣减或者拖欠公务员的工资。 

第十三章 辞职与辞退 

第八十五条 公务员辞去公职，应当向任免机关提出书面申请。任免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审批，

其中对领导成员辞去公职的申请，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九十日内予以审批。 

第八十六条 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辞去公职： 

（一）未满国家规定的最低服务年限的； 

（二）在涉及国家秘密等特殊职位任职或者离开上述职位不满国家规定的脱密期限的； 

（三）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且须由本人继续处理的； 

（四）正在接受审计、纪律审查、监察调查，或者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辞去公职的情形。 

第八十七条 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工作变动依照法律规定需要辞去现任职务的，应当履行辞职手续。 

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可以自愿提出辞去领导职务。 

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

去领导职务。 

领导成员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的，或者应当引咎辞职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

务。 

第八十八条 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辞退： 

（一）在年度考核中，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的； 

（二）不胜任现职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的； 

（三）因所在机关调整、撤销、合并或者缩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本人拒绝合理安排的； 

（四）不履行公务员义务，不遵守法律和公务员纪律，经教育仍无转变，不适合继续在机关工作，又不宜给予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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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的； 

（五）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 

第八十九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务员，不得辞退： 

（一）因公致残，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工作能力的； 

（二）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三）女性公务员在孕期、产假、哺乳期内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辞退的情形。 

第九十条 辞退公务员，按照管理权限决定。辞退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被辞退的公务员，并应当告知辞退依据

和理由。 

被辞退的公务员，可以领取辞退费或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失业保险。 

第九十一条 公务员辞职或者被辞退，离职前应当办理公务交接手续，必要时按照规定接受审计。 

第十四章 退休 

第九十二条 公务员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应当退休。 

第九十三条 公务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人自愿提出申请，经任免机关批准，可以提前退休： 

（一）工作年限满三十年的； 

（二）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五年，且工作年限满二十年的； 

（三）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提前退休的其他情形的。 

第九十四条 公务员退休后，享受国家规定的养老金和其他待遇，国家为其生活和健康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鼓

励发挥个人专长，参与社会发展。 

第十五章 申诉与控告 

第九十五条 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下列人事处理不服的，可以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申请

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规定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

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提出申诉： 

（一）处分； 

（二）辞退或者取消录用； 

（三）降职； 

（四）定期考核定为不称职； 

（五）免职； 

（六）申请辞职、提前退休未予批准； 

（七）不按照规定确定或者扣减工资、福利、保险待遇； 

（八）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申诉的其他情形。 

对省级以下机关作出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处理决定的上一级机关提出再申诉。 

受理公务员申诉的机关应当组成公务员申诉公正委员会，负责受理和审理公务员的申诉案件。 

公务员对监察机关作出的涉及本人的处理决定不服向监察机关申请复审、复核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十六条 原处理机关应当自接到复核申请书后的三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并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人。受理公务

员申诉的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十

日。 

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人事处理的执行。 

公务员不因申请复核、提出申诉而被加重处理。 

第九十七条 公务员申诉的受理机关审查认定人事处理有错误的，原处理机关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第九十八条 公务员认为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控告。受理

控告的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处理。 

第九十九条 公务员提出申诉、控告，应当尊重事实，不得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对捏造事实，诬告、陷害

他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六章 职位聘任 

第一百条 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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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前款所列职位涉及国家秘密的，不实行聘任制。 

第一百零一条 机关聘任公务员可以参照公务员考试录用的程序进行公开招聘，也可以从符合条件的人员中直接选

聘。 

机关聘任公务员应当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工资经费限额内进行。 

第一百零二条 机关聘任公务员，应当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书面的聘任合同，确定机关与所聘公

务员双方的权利、义务。聘任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者解除。 

聘任合同的签订、变更或者解除，应当报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 

第一百零三条 聘任合同应当具备合同期限，职位及其职责要求，工资、福利、保险待遇，违约责任等条款。 

聘任合同期限为一年至五年。聘任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为一个月至十二个月。 

聘任制公务员实行协议工资制，具体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第一百零四条 机关依据本法和聘任合同对所聘公务员进行管理。 

第一百零五条 聘任制公务员与所在机关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以自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申请仲

裁。 

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根据需要设立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公务员主管部

门的代表、聘用机关的代表、聘任制公务员的代表以及法律专家组成。 

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接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裁决生效后，一方当

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第十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一百零六条 对有下列违反本法规定情形的，由县级以上领导机关或者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区别不同

情况，分别予以责令纠正或者宣布无效；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

责令检查、诫勉、组织调整、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编制限额、职数或者任职资格条件进行公务员录用、调任、转任、聘任和晋升的； 

（二）不按照规定条件进行公务员奖惩、回避和办理退休的； 

（三）不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公务员录用、调任、转任、聘任、晋升以及考核、奖惩的； 

（四）违反国家规定，更改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待遇标准的； 

（五）在录用、公开遴选等工作中发生泄露试题、违反考场纪律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开、公正行为的； 

（六）不按照规定受理和处理公务员申诉、控告的； 

（七）违反本法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第一百零七条 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

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

关的营利性活动。 

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

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零八条 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处分或者由监察机关依法给予政务处分。 

第一百零九条 在公务员录用、聘任等工作中，有隐瞒真实信息、弄虚作假、考试作弊、扰乱考试秩序等行为的，

由公务员主管部门根据情节作出考试成绩无效、取消资格、限制报考等处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一百一十条 机关因错误的人事处理对公务员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造成经济

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十八章 附则 

第一百一十一条 本法所称领导成员，是指机关的领导人员，不包括机关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 

第一百一十二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照

本法进行管理。 

第一百一十三条 本法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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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55）《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5 号  2007 年 4 月 4 日) 

http://www.gov.cn/zwgk/2007-04/29/content_601234.htm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5683732.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495 号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已经 2007 年 4 月 4 日国务院第 173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严肃行政机关纪律，规范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行为，保证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依法履行职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应当承担纪律责任的，依照本条

例给予处分。 

  法律、其他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有规定的，依照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的规

定执行；法律、其他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应当受到处分的违法违纪行为做了规定，但是未对处

分幅度做规定的，适用本条例第三章与其最相类似的条款有关处分幅度的规定。 

  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可以补充规定本条例第三章未作规定的应当给予处分的违法违纪行为以

及相应的处分幅度。除国务院监察机关、国务院人事部门外，国务院其他部门制定处分规章，应当与国务院监察机

关、国务院人事部门联合制定。 

  除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决定外，行政机关不得以其他形式设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事项。 

  第三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受处分。 

  第四条 给予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应当坚持公正、公平和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给予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应当与其违法违纪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程度相适应。 

  给予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 

  第五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违法违纪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章 处分的种类和适用 

  第六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的种类为： 

  （一）警告； 

  （二）记过； 

  （三）记大过； 

  （四）降级； 

  （五）撤职； 

  （六）开除。 

  第七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受处分的期间为： 

  （一）警告，6 个月； 

  （二）记过，12 个月； 

  （三）记大过，18 个月； 

  （四）降级、撤职，24 个月。 

  第八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不

得晋升工资档次；受撤职处分的，应当按照规定降低级别。 

  第九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受开除处分的，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解除其与单位的人事关系，不得再担任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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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职务。 

  行政机关公务员受开除以外的处分，在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违法违纪行为的，处分期满后，

应当解除处分。解除处分后，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但是，解除降级、撤职处分的，不

视为恢复原级别、原职务。 

  第十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同时有两种以上需要给予处分的行为的，应当分别确定其处分。应当给予的处分种类

不同的，执行其中最重的处分；应当给予撤职以下多个相同种类处分的，执行该处分，并在一个处分期以上、多个

处分期之和以下，决定处分期。 

  行政机关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受到新的处分的，其处分期为原处分期尚未执行的期限与新处分期限之和。 

  处分期最长不得超过 48 个月。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 2 人以上共同违法违纪，需要给予处分的，根据各自应当承担的纪律责任，分别给

予处分。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分： 

  （一）在 2 人以上的共同违法违纪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二）隐匿、伪造、销毁证据的； 

  （三）串供或者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 

  （四）包庇同案人员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处分： 

  （一）主动交代违法违纪行为的； 

  （二）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或者挽回损失的； 

  （三）检举他人重大违法违纪行为，情况属实的。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主动交代违法违纪行为，并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或者挽回损失的，应当减轻处分。 

  行政机关公务员违纪行为情节轻微，经过批评教育后改正的，可以免予处分。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有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在本条例第三章规定的处分幅

度以内从重或者从轻给予处分。 

  行政机关公务员有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在本条例第三章规定的处分幅度以外，减轻一个处

分的档次给予处分。应当给予警告处分，又有减轻处分的情形的，免予处分。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经人民法院、监察机关、行政复议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机关依法认定有行政违法行为或者其

他违法违纪行为，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十七条 违法违纪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在行政机关对其作出处分决定前，已经依法被判处刑罚、罢免、免职或

者已经辞去领导职务，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由行政机关根据其违法违纪事实，给予处分。 

  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三章 违法违纪行为及其适用的处分 

  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处分： 

  （一）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组织或者参加旨在反对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的； 

  （二）组织或者参加非法组织，组织或者参加罢工的； 

  （三）违反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造成不良后果的； 

  （四）以暴力、威胁、贿赂、欺骗等手段，破坏选举的； 

  （五）在对外交往中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六）非法出境，或者违反规定滞留境外不归的； 

  （七）未经批准获取境外永久居留资格，或者取得外国国籍的； 

  （八）其他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有前款第（六）项规定行为的，给予开除处分；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的行为，

属于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予处分。 

  第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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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负有领导责任的公务员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或者改变集体作出的重大决定的； 

  （二）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命令的； 

  （三）拒不执行机关的交流决定的； 

  （四）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或者监察机关、审计机关、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决定的； 

  （五）违反规定应当回避而不回避，影响公正执行公务，造成不良后果的； 

  （六）离任、辞职或者被辞退时，拒不办理公务交接手续或者拒不接受审计的； 

  （七）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造成不良影响的； 

  （八）其他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 

  第二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记过、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可以避免的爆炸、火灾、传染病传播流行、严重环境污染、严重人员伤亡等重大

事故或者群体性事件发生的； 

  （二）发生重大事故、灾害、事件或者重大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不按规定报告、处理的； 

  （三）对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社会保险、征地补偿等专项款物疏于管理，致

使款物被贪污、挪用，或者毁损、灭失的； 

  （四）其他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撤职处分： 

  （一）在行政许可工作中违反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设定或者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违法设定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设定或者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进行行政委托的； 

  （五）对需要政府、政府部门决定的招标投标、征收征用、城市房屋拆迁、拍卖等事项违反规定办理的。 

  第二十二条 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二十三条 有贪污、索贿、受贿、行贿、介绍贿赂、挪用公款、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等违反廉政纪律行为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

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二十四条 违反财经纪律，挥霍浪费国家资财的，给予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以殴打、体罚、非法拘禁等方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 

  （二）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扣压、销毁举报信件，或者向被举报人透露举报情况的； 

  （三）违反规定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摊派或者收取财物的； 

  （四）妨碍执行公务或者违反规定干预执行公务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泄露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造成不良后果的，

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二十七条 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二十八条 严重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工作作风懈怠、工作态度恶劣，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

者记大过处分。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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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拒不承担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的； 

  （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包养情人的； 

  （四）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三十条 参与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组织迷信活动的，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三十一条 吸食、注射毒品或者组织、支持、参与卖淫、嫖娼、色情淫乱活动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三十二条 参与赌博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

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为赌博活动提供场所或者其他便利条件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

处分。 

  在工作时间赌博的，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屡教不改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挪用公款赌博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利用赌博索贿、受贿或者行贿的，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给予处分。 

  第三十三条 违反规定超计划生育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四章 处分的权限 

  第三十四条 对行政机关公务员给予处分，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以下统称处分决定机关）按照管理权限

决定。 

  第三十五条 对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的国务院组成人员给予处分，由国务院决定。其

中，拟给予撤职、开除处分的，由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罢免建议，或者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提出免职建议。罢免或者免职前，国务院可以决定暂停其履行职务。 

  第三十六条 对经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给

予处分，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 

  拟给予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员撤

职、开除处分的，应当先由本级人民政府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罢免建议。其中，拟给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副职领导人员撤职、开除处分的，也可以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撤销职务的建议。拟给予乡镇人民政

府领导人员撤职、开除处分的，应当先由本级人民政府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罢免建议。罢免或者撤销职务前，

上级人民政府可以决定暂停其履行职务；遇有特殊紧急情况，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认为必要时，也可以对其作出撤职

或者开除的处分，同时报告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通报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七条 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正职领导人员给予处分，由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其中，拟给予撤职、

开除处分的，由本级人民政府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免职建议。免去职务前，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

人民政府可以决定暂停其履行职务。 

  第三十八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违法违纪，已经被立案调查，不宜继续履行职责的，任免机关可以决定暂停其履

行职务。 

  被调查的公务员在违法违纪案件立案调查期间，不得交流、出境、辞去公职或者办理退休手续。 

第五章 处分的程序 

  第三十九条 任免机关对涉嫌违法违纪的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调查、处理，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经任免机关负责人同意，由任免机关有关部门对需要调查处理的事项进行初步调查； 

  （二）任免机关有关部门经初步调查认为该公务员涉嫌违法违纪，需要进一步查证的，报任免机关负责人批准

后立案； 

  （三）任免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对该公务员违法违纪事实做进一步调查，包括收集、查证有关证据材料，听取被

调查的公务员所在单位的领导成员、有关工作人员以及所在单位监察机构的意见，向其他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并形成书面调查材料，向任免机关负责人报告； 

  （四）任免机关有关部门将调查认定的事实及拟给予处分的依据告知被调查的公务员本人，听取其陈述和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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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所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记录在案。被调查的公务员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予采

信； 

  （五）经任免机关领导成员集体讨论，作出对该公务员给予处分、免予处分或者撤销案件的决定； 

  （六）任免机关应当将处分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受处分的公务员本人，并在一定范围内宣布； 

  （七）任免机关有关部门应当将处分决定归入受处分的公务员本人档案，同时汇集有关材料形成该处分案件的

工作档案。 

  受处分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期满解除处分的程序，参照前款第（五）项、第（六）项和第（七）项的规定办

理。 

  任免机关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及时将处分决定或者解除处分决定报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条 监察机关对违法违纪的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调查、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的

程序办理。 

  第四十一条 对行政机关公务员违法违纪案件进行调查，应当由 2 名以上办案人员进行；接受调查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 

  严禁以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收集证据；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四十二条 参与行政机关公务员违法违纪案件调查、处理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回避申请；被

调查的公务员以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与被调查的公务员是近亲属关系的； 

  （二）与被调查的案件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被调查的公务员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第四十三条 处分决定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处分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其他违法违纪案件

调查、处理人员的回避，由处分决定机关负责人决定。 

  处分决定机关或者处分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发现违法违纪案件调查、处理人员有应当回避的情形，可

以直接决定该人员回避。 

  第四十四条 给予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应当自批准立案之日起 6 个月内作出决定；案情复杂或者遇有其他特

殊情形的，办案期限可以延长，但是最长不得超过 12 个月。 

  第四十五条 处分决定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被处分人员的姓名、职务、级别、工作单位等基本情况； 

  （二）经查证的违法违纪事实； 

  （三）处分的种类和依据； 

  （四）不服处分决定的申诉途径和期限； 

  （五）处分决定机关的名称、印章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解除处分决定除包括前款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五）项规定的内容外，还应当包括原处分的种类和解

除处分的依据，以及受处分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的表现情况。 

  第四十六条 处分决定、解除处分决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七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受到开除处分后，有新工作单位的，其本人档案转由新工作单位管理；没有新工

作单位的，其本人档案转由其户籍所在地人事部门所属的人才服务机构管理。 

第六章 不服处分的申诉 

  第四十八条 受到处分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对处分决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有关规定，可以申请复核或者申诉。 

  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处分的执行。 

  行政机关公务员不因提出复核、申诉而被加重处分。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理公务员复核、申诉的机关应当撤销处分决定，重新作出决定或者责令原

处分决定机关重新作出决定： 

  （一）处分所依据的违法违纪事实证据不足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三）作出处分决定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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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理公务员复核、申诉的机关应当变更处分决定，或者责令原处分决定机关变

更处分决定： 

  （一）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务院决定错误的； 

  （二）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情节认定有误的； 

  （三）处分不当的。 

  第五十一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的处分决定被变更，需要调整该公务员的职务、级别或者工资档次的，应当按照

规定予以调整；行政机关公务员的处分决定被撤销的，应当恢复该公务员的级别、工资档次，按照原职务安排相应

的职务，并在适当范围内为其恢复名誉。 

  被撤销处分或者被减轻处分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工资福利受到损失的，应当予以补偿。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有违法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处分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在处分决定机关作出处分决定前已经退休的，

不再给予处分；但是，依法应当给予降级、撤职、开除处分的，应当按照规定相应降低或者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第五十三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违法违纪取得的财物和用于违法违纪的财物，除依法应当由其他机关没收、追缴

或者责令退赔的，由处分决定机关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违法违纪取得的财物应当退还原所有人或者原持有人

的，退还原所有人或者原持有人；属于国家财产以及不应当退还或者无法退还原所有人或者原持有人的，上缴国库。 

  第五十四条 对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经批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管理的工作人员给予处分，参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0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1988 年 9 月 13 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

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8.3.156）《关于改进工程建设概预算定额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1985 年 03 月 05 日计标[1985]352 号) 

http://www.cecn.gov.cn/NewView.asp?id=641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280580.htm  废止 

http://www.ndrc.gov.cn/gzdt/201712/t20171229_872302.html  废止 

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工程建设概预算定额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等三个文件的

通知 

                                            (计标[1985]352 号) 

     为了适应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有利于合理确定工程造价，提高投资效益，现将《关于改

进工程建设概预算定额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关于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划分暂行规定》和《关于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项目划分暂行规定》等三个文件印发你们执行。请将执行中的新情况、新经验随时告诉我委标准定额局。 

                                                                             一九八五年三月五日 

                  关于改进工程建设概预算定额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  

  当前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的改革正在深入开展，自一九八五年起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一律由拨款改

为贷款，投资包干责任制和招标承包制也将逐步全面推行。这些都对工程建设概预算定额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必须相应地改进概预算定额管理工作，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特制定本规定。一、关于概预算定额 

  １．预算定额是编制施工图预算的依据，也是编制概算定额、概算指标的基础。为合理简化施工图预算的编制

工作，预算定额应在合理确定定额水平的前提下，适当综合扩大，做到简明适用。 

  ２．概算定额、概算指标主要是编制初步设计概算的依据，经主管部门决定或有关单位同意，也可以作为编制

施工图预算的依据。各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根据工作需要，，在预算定额的基础上进行编制。 

  ３．估算指标主要是编制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的依据。各有关部门、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应根据工作需要，在现有工程造价资料等的基础上，经过分析整理进行编制。 

  ４．切实加强补充定额工作。各部门、各地区的定额管理机构，应按照管理分工把编制补充预算定额作为一项

重要任务，经常收集整理分析有关资料，及时制订必要的补充预算定额，以适应工作的需要。有关部门、单位应加

强概算定额、概算指标和估算指标的补充工作。二、关于费用定额 

  １．建筑安装工程费，为由直接费、间接费和法定利润组成。 

  现行施工独立费中的各项费用属于直接费性质的（如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费等），改为其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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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属于间接费性质的（如临时设施费、劳保支出等），改为其他间接费，同施工管理费合并为间接费；属于其他

费用性质的（如施工机构迁移费），改列“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间接费的组成内容详见“关于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划分暂行规定”。 

  ２．间接费定额的计算基础，建设工程以直接费为计算基础，个别地区已以人工费加机械费或以人目划分暂行

规定”。  

三、关于定额的管理分工 

  １．把现行的“一般通用”、“专业通用”、“专业专用”定额，改称“全国统一定额”或“地区统一定额”，并适

当调整管理分工。 

  现行的一般通用建筑工程预算定额，改称地区统一定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建委负责组织建设银

行等有关单位，在国家有关统一规定的基础上进行制订；由计委、建委负责审批和管理，并报国家计委、建设银行

总行备案。 

  现行的通用设备安装工程预算定额、专业通用、专业专用的预算定额，改称全国统一定额。其中通用性强的全

国统一预算定额由主编部门组织审查，报国家计委批准颁发；其余的均由主管部门审批，报国家计委备案。 

  ２．概算定额、概算指标和估算指标，分别由各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审批，并报国家计

委备案。 

  ３．费用定额的管理分工按“关于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划分暂行规定”和“关于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项目划分

暂行规定”的规定执行。 

  ４．有关概预算定额等的编制管理办法、必要的统一性规定、定额的制订修订工作计划和通用性强的全国统一

预算定额的审批等工作由国家计委负责。 

四、关于概预算定额的基价及其价差调整 

  １．各种概预算定额一般应列出基价。全国统一定额应按北京地区的工资标准、材料预算价格、机械台班单价

计算基价，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地区统一定额和通用性强的全国统一预算定额，以省会所在地的工资标准、

材料预算价格、机械台班单价计算基价。在定额表中一般应列出基价所依据的单价并在附录中列出材料预算价格取

定表。 

２．编制概预算时，对概预算定额基价的调整可采取：一是按概预算定额的附表中列出的不同类型工程的万元工料

表和工程所在地的相应的工资标准和材料预算价格计算价差调整系数；二是按工程项目的主要材料、人工费、机械

使用费的分析表和工程所在地的相应的工资标准、材料预算价格计算价差调整系数；或其他方法。 

  各地区主管定额工作的综合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提供计算价差调整系数必需的各种材料预算价格。  

五、关于定额的执行 

  １．实行干什么工程用什么定额的办法。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一律采用工程所在地的地区统一定额。各专

业都结合专业特点补充制订的预算定额，应具体明确适用于什么工程，以便有关单位采用。 

  间接费定额与直接费定额一般应配套使用，执行什么直接费定额就采用相应的间接费定额。各专业部结合专业

特点补充制订的预算定额，仍应按间接费定额的管理分工，采用相应的间接费定额。 

  ２．对于实行招标承包制的工程，施工企业在投标报价时，对各项定额可适当浮动。 

  ３．在按照本规定制订的间接费定额尚未颁发前，对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通用设备安装工程的施工管

理费定额及施工独立费定额，采用工程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规定。关于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划分

暂行规定 

                         关于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划分暂行规定 

  根据国务院国发〔１９８４〕３５号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清理向建设项目取费和整顿意见的通知》的精神和要

求，为统一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项目、内容和计算方法，明确间接费定额的管理分工，特制定本规定。 

一、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划分为直接费、间接费和法定利润三个部分。 

二、直接费由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和其他直接费组成。直接费的内容： 

  １．人工费：指应列入预算定额的直接从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工人（包括现场内水平、垂直运输等辅助工人）

和附属辅助生产单位（非独立经济核算单位）工人的人工数和相应的基本工资、附加工资（未冲减部分）和工资性

质的津贴（包括副食补贴、煤粮差价补贴等）计算的费用。 

  ２．材料费：指应列入预算定额的材料、构件、零件和半成品的用量以及周转材料的摊销量和相应的预算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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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费用。预算价格的组成：（１）材料的原价；（２）材料供销部门手续费（包括物资承包公司的劳务费）；（３）

包装费（不包括押金并减去回收值）；（４）材料自来源地运至工地仓库（施工地点存放材料的地方）的全部运输过

程中所支出的运输、装卸及合理的运输损耗等费用；（５）材料采购及保管费。 

３．施工机械使用费：指应列入预算定额的施工机械台班量和台班费用定额计算的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机械使用费、

其他机械合作费和施工机械进出场费。台班费的内容包括：基本折旧和大修理折旧，中小修理费，替换设备、工具

及附具费，润滑及擦拭材料费，安装、拆卸及辅助设施费，管理费，驾驶人员的基本工资、附加工资（未冲减部分）

和工资性质的津贴，动力和燃料费，施工运输机械的养路费、车船使用税（即牌照税）等。 

  ４．其他直接费：指预算定额分项中和间接费定额规定以外的现场施工生产需用的水、电、蒸汽，冬雨季施工

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费，流动施工津贴，特殊地区（仅限原始森林地区，海拨２，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施

工增加费，铁路、公路工程行车干扰费，送电工程干扰通讯保护措施费，特殊公程技术培训费，因场地狭小等特殊

情况而发生的材料二次搬运费以及按照井巷工程辅助费定额计算的井巷工程辅助费等。其他直接费也可直接计入预

算定额分项中，但不得重复计算。  

三、间接费：由施工管理费和其他间接费组成。 

  １．施工管理费的内容： 

  （１）工作人员工资：指施工企业的政治、行政、经济、技术、试验、警卫、消防、炊事和勤杂人员以及行政

管理部门汽车司机等的基本工资、附加工资（未冲减部分），辅助工资和工资性质的津贴（包括副食品补贴、流动

施工津贴和煤粮差价补贴）。不包括由材料采购及保管费、职工福利基金、工会经费、营业外开支的人员的工资。 

  （２）生产工人辅助工资：指建筑安装工人（包括现场内水平、垂直运输等辅助工人）、附属生产单位（非独

立经济核算单位）工人和驾驶施工机构、运输工具司机的辅助工资。内容包括：开会和执行必要的社会义务时间的

工资，职工学习、培训期间的工资，调动工作期间的工资和探亲假期的工资，因气候影响停工的工资（如在预算定

额内综合计算的不列），女工哺乳时间的工资，由行政直接支付的病（六个月以内）、产、婚、丧假期的工资，值班

人员夜餐补助津贴，徒工服装补助费。 

  （３）工资附加费：指按照国家规定计算的职工福利基金和工会经费。 

  （４）办公费：指行政管理办公用的文具、纸张、帐表、印刷、邮电、书报、会议、水电、烧水和集体取暖（包

括现场临时宿舍取暖）用煤等费用。 

  （５）差旅交通费：指职工因公出差、调动工作（包括家属）的差旅费、住勤补助费、市内交通费和午餐补助

费，职工上下班交通补贴费，职工探亲路费，劳动力招募费，职工退休、离休、退职一次性路费，工伤人员就医路

费，工地转移费，以及行政管理部门使用的交通工具的油料、燃料、养路费、车船使用税（即牌照税）。 

      （６）固定资产使用费：行政管理、试验部门和附属生产单位（非独立经济核算单位）使用的属于固定资产的房

屋、设备（附属生产单位的生产设备除外）、仪器等的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维修、租赁费以及房产税，土地使

用税等。 

  （７）工具用具使用费：指施工、生产和行政管理使用的，不属于固定资产的工具、器具、家俱、交通工具和

检验、试验、测绘、消防用具等的购置、摊销和维修费，以及支付给工人自备工具的补贴费。 

  （８）劳动保护费：指按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标准发放的劳动保护用品的购置费、修理费和保健费，防署降温费，

技术安全设施费以及职工在工地洗澡、饮水的燃料费等。 

  （９）检验试验费：指对建筑材料、构件和建筑物进行一般鉴定、检验所发生的费用（包括自设试验室进行试

验所耗用的材料和化学药品费用等）以及技术革新和研究试验费。不包括新结构、新材料的试验费和建设单位要求

对有出厂证明的材料进行试验和对构件破坏性试验和其他特殊要求检验试验的费用。 

  （１０）职工教育经费：按财政部有关规定在工资总额百分之一点五的范围内掌握开支的在职职工教育经费。 

  （１１）利息支出：指企业在按照规定支付银行的计划内流动资金贷款利息。 

  （１２）其他费用：指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必要的费用支出，包括：定额测定、预算定额编制管理、定位复测、

工程点交、场地清理、现场照明、支付临时工劳动力管理费、民兵训练以及有权部门批准应由企业负担的企业性上

级管理费（没有规定向上级主管部门上交的不列）等。 

  远地施工时（指超过施工管理费一般考虑的范围），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安装工程可适当增加施工管理费用。 

  ２．其他间接费： 

  （１）临时设施费：指施工企业为进行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所必需的生活和生产用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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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设施费用等。 

  临时设施包括：临时宿舍、文化福利及公用事业房屋与构筑物，仓库、办公室、加工厂以及规定范围内道路、

水、电、管线等临时设施和小型临时设施。不包括水利、电力、铁路、公路、水运、林业等工程单独编制临时工程

设计的临时工程费用。 

  临时设施费用的内容包括：临时设施的搭设、维修、拆除费和摊销费，以及施工期间专用公路养护费、维修费。 

  （２）劳保支出：指国营施工企业由福利基金支出以外的，按劳保条例规定的退休职工、离休干部的费用和六

个月以上的病假工资及按照上述职工工资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年实际支出大于收入时，在施工企业税前利润中是

支付，其盈余部分列作营业外收入。有条件的可实行由主管部门统筹使用的办法。待实行全行业劳动保险后，按新

规定办理。 

      （３）施工队伍调遣费：指铁路、公路、通信线路、水运等工程，因建设任务的需要，根据合同规定应支付

的队伍往返调遣费用。费用包括：职工的差旅费，职工调遣期间的工资，施工机械、设备、工具、用具和周转材料

等的运杂费。 

  ３．间接费的计算方法：（１）建筑工程一般以直接费为基础，安装工程以人工费为基础，按照间接费率计算。

材料实际价格与预算价格的价差不应计取间接费。（２）施工队伍调遣费按照施工队伍调遣计划和有关费用规定计

算。 

  ４．间接费定额的管理分工。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以及除规定由各主管部门制订、审批和管理以外的全

国统一安装工程间接费定额，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建委制订、审批和管理。对于临时设施费、劳保支

出，各专业部有特殊要求时，经国家计委同意，可作补充规定。其余的建筑工程间接费定额分别由各主管部门制订、

审批和管理。各项间接费定额均报国家计委备案。  

四、法定利润：指按照国家规定的法定利润率诸取的利润。 

  计算方法：以直接费和间接费或以人工费为基础计算。 

五、以上费用项目划分，适用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部门。 

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本行业的特点，制订实施细则并报国

家计委备案。 

七、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原国家建委、财政部颁发的（７８）建发施字第９８号附件二关于“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项目划分暂行规定”停止执行。  

                         关于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项目划分暂行规定  

   根据国务院国发〔１９８４〕３５号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清理向建设项目取费和整顿意见的通知》的精神和

要求，为统一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项目、内容和编制方法，并为合理确定工程造价提供依据，特制定本规定。 

一、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系指根据有关规定应在基本建设投资中支付的，并列入建设项目总概算或单项工程综合概

预算的，除建设安装工程费用和设备、工器具购置费以外的一些费用。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定额的编制应贯彻细

算粗编、不留活口的原则，以利于实行费用包干。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应根据本规定编制各项费用的具体定额，一般不应增加新的费用项

目。对项目所包含的内容也不要随意增加，对其中个别费用项目在本地区、本部门不发生的不应计列。三、工程建

设其他费用定额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编制原则、项目划分、项目内容、计算方法以及全国能够统一和必须统一的定额由国家计

委制订、颁发和管理。除统一定额以外的其他具体费用定额，分别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

以下分工的规定，负责制订、审批、颁发和管理并报国家计委备案。 

  １．土地、青苗等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国家建设征用

土地条例》制订实施细则并颁发执行。 

  ２．建设单位管理费、研究试验费、生产职工培训费、办公和生活家具购置费、联合试运转费、施工机构迁移

费和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矿山井巷维修费、预备费等定额，由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制订、审批、颁发和管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其所属建设项目可结合本地区的特点进行调整。 

  ３．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的其他费用定额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制订、审批、颁发和管理。四、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项目的组成内容和编制方法： 

  １．土地、青苗等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指按照国务院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规定所应支付的土地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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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费、青苗补偿费、被征用土地上的房屋、水井、树木等附着物补偿费、迁坟费和安置补助费以及土地征收管理费。 

  编制方法：（１）根据有权单位批准的建设用地、临时用地面积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订颁发的

各项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计算；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移民安置办法，按水电部等有关部门规定执行。（２）

此项费用除预备费外，不作其他费用计取的基础。 

  ２．建设单位管理费：指建设单位为进行建设项目筹建、建设、联合试运转、验收总结等工作所发生的管理费

用。不包括应计入设备、材料预算价格的建设单位采购及保管设备、材料所需的费用。 

  费用内容包括：工作人员的工资、工资际加费、劳保支出、差旅费、办公费、工具用具使用费、固定资产使用

费、劳动保护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招募生产工人费、技术图书资料费、合同公证费、工程质量监督检测费、

完工清理费、建设单位的临时设施费和其他管理费用性质的开支。 

  编制方法：以“单项工程费用”总和为基础，按照工程项目的不同规模分别制定的建设单位管理费率计算；或

以管理费用金额总数表示。对于改、扩建项目应适当降低费率。 

  ３．研究试验费：指为本建设项目提供或验证设计数据、资料进行必要的研究试验，按照设计规定在施工过程

中必须进行试验所需的费用，以及支付科技成果、先进技术的一次性技术转让费。不包括：（１）应由科技三项费

用（即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开支的项目；（２）应由间接费开支的施工企业对建筑

材料、构件和建筑物进行一般鉴定、检查所发生的费用及技术革新的研究试验费；（３）应由勘察设计费、勘察设

计单位的事业费或基本建设投资中开支的项目。 

  编制方法：按照设计提出的研究试验内容和要求进行编制。 

  ４．生产职工培训费：是指（１）新建企业或新增生产能力的扩建企业在交工验收前自行培训或委托其他厂矿

培训技术人员、工人和管理人员所支出的费用；（２）生产单位为参加施工、设备安装、调试等以熟悉工艺流程、

机器性能等需要提前进厂人员所支出的费用。 

  费用内容包括：培训人员和提前进厂人员的工资、工资附加费、差旅费、实习费和劳动保护费等。 

  编制方法：根据初步设计规定的培训人员数，提前进厂人数，培训方法、时间和职工培训费定额计算。 

  有的工程不发生提前进厂费的，不得包括此内容。 

  ５．办公和生活家具购置费：指为保证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初期正常生产、使用和管理所必需购置办公和生

活家具、用具的费用。改、扩建项目所需的办公和生活用具购置费，应低于新建项目的费用。 

  范围包括：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阅览室、文娱室、食堂、浴室、理发室、单身宿舍和设计规定必须

建设的托儿所、卫生所、招待所、中小学校等的家具用具。应本着勤俭节约的精神，严格控制购置范围。 

  编制方法：按照设计定员和办公生活用具综合费用定额，中学、小学、招待所、托儿所、卫生所六项费用定额

计算，包干使用。 

  ６．联合试运转费：指新建企业或新增加生产工艺过程的扩建企业，在竣工验收前，按照设计规定的工程质量

标准，进行整个车间的负荷或无负荷联合试运转所发生的费用支出大于试运转收入的亏损部分；必要的工业炉烘炉

费。不包括应由设备安装费用开支的试车费用。 

  不发生试运转费的工程或者试运转收入和支出可相抵销的工程，不列此费用项目。 

  费用内容包括：试运转所需的原料、燃料、油料和动力的消耗费用，机械使用费用，低值易耗品及其他物品的

费用和施工单位参加联合试运转人员的工资等。 

  试运转收入包括：试运转产品销售和其他收入。 

  编制方法：“以单项工程费用”总和为基础，按照工程项目的不同规模分别规定的试运转费率计算或以运转费

的总金额包干使用。 

  ７．勘察设计费：指（１）委托勘察设计单位进行勘察设计时，按规定应支付的工程勘察设计费；（２）为本

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而支付的费用；（３）在规定范围内由建设单位自行勘察设计所需的费用。 

  编制方法：按国家计委颁发的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和有产规定进行编制。 

  ８．供电贴费：指按照国家规定，建设项目应交付的供电工程贴费、施工临时用电贴费。 

  编制方法：按国家计委批转水利电力部关于供电工程收取贴费的暂行规定执行。 

  ９．施工机构迁移费：指施工机构根据建设任务的需要，经有关部门决定成建制地（指公司或公司所属工程处、

工区）由原驻地迁移到另一地区所发生的一次性搬迁费用。不包括（１）应由施工企业自行负担的，在规定距离范

围内调动施工力量以及内部平衡施工力量所发生的迁移费用；（２）由于违反基建程序，盲目调迁队伍所发生的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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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费；（３）因中标而引进施工机构迁移所发生的迁移费。 

  费用内容包括：职工及随同家属的差旅费、调迁期间的工资、施工机械、设备、工具、用具和转转性材料等的

搬运费。 

  编制方法：初步设计概算的编制，应经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同意按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百分比或类似工程预算

计算。施工图预算根据主管部门批准的施工队伍调迁计划进行计算。 

  １０．矿山巷道维修费：指锚喷支护巷道、木支架巷道、钢筋混凝土支架巷道建成后至称交生产前，由施工企

业代管期间所发生的维修费。 

  编制方法：按照国务院主管部门规定执行。 

  １１．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项目的其他费用：指（１）应聘来华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的生活和接待费；（２）

为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项目派出人员到国外培训和进行设计联络和设备材料检验所需的旅费、生活费和服装费等；

（３）国外设计及技术资料费、专利和技术保密费、延期或分期付款利息、进口设备材料检验等；（４）从国外引

进成套设备建设项目在工程建成投产前，建设单位向保险公司投保建筑工程险或安装工程险应缴付的保险费。 

  编制方法：（１）－（３）项按照合同和国家有关规定计算。第（４）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财政

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外汇管理总公司的规定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规定的保险费率计算。五、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

置费：指新建项目为保证初期正常生产所必须购置的第一套不够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仪器、工卡模具、器具等的

费用。不包括备品备件的购置费，该费应随同有关设备列入设备费中。 

  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按投资构成划分，应计入工器具费。 

  编制方法：以全厂设备购置为基础，按照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费率计算或按生产工人设计定员及定额计算或以工

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的金额总数由建设单位包干使用。六、预算费：指在初步设计和概算中难以预料的工程和费

用，其中包括实行按施工图预算加系数包干的预算包干费用，其用途如下： 

  １．在进行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在批准的初步设计和概算范围内所增加的工程和费用。 

  ２．设备、材料的价差。 

  ３．由于一般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和预防自然灾害所采取的措施费用。 

  ４．在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竣工验收时，验收委员会（或小组）为鉴定工程质量，必须开挖和修复隐蔽工程的费

用。 

  编制方法：以“单项工程费用”总计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不包括本项费用）之和，按照规定的预备费率计算。

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项目应按国内配套部分费用计算。 

  施工图预算包干系数，以直接费和间接费之和为基础计算。七、工程建设各项费用的编制，应按规定的计算程

序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颁发的定额进行计算。（计算式附后）八、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本行业的特点制订实施细则并报国家计委备案。 

附：工程建设各项费用的计算程序及计算方式 

 

8.3.15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主席令第八十五号  1997 年 5 月 9 日,2010 年 6 月 25 日) 

http://www.people.com.cn/item/faguiku/xzhf/F1010.html  1997 

http://www.npc.gov.cn/huiyi/cwh/1115/2010-06/25/content_1579549.htm  201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1978021.html  2010 

http://www.ccdi.gov.cn/yaowen/201807/t20180710_175355.html  已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199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 

（1997 年 5 月 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八十五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1997 年 5 月 9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1997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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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 

  第三章监察机关的职责 

  第四章监察机关的权限 

  第五章监察程序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监察工作，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根

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照本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

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 

  第三条监察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不受其他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四条监察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在适用法律和行政纪律上人人平等。 

  第五条监察工作应当实行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监督检查与改进工作相结合。 

  第六条监察工作应当依靠群众。监察机关建立举报制度，公民对于任何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

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向监察机关提出控告或者检举。 

  第二章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 

  第七条国务院监察机关主管全国的监察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责并

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 

  第八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监察机

构或者监察人员。 

  监察机关派出的监察机构或者监察人员，对派出的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九条监察人员必须遵纪守法，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保守秘密。 

  第十条监察人员必须熟悉监察业务，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正职、副职领导人员的任命或者免职，在提请决定前，必须经上

一级监察机关同意。 

  第十二条监察机关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守纪律实行监督的制度。 

  第十三条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得打击报复监察人员。 

  第十四条监察人员办理的监察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三章监察机关的职责 

  第十五条国务院监察机关对下列机关和人员实施监察： 

  （一）国务院各部门及其国家公务员； 

  （二）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对下列机关和人员实施监察： 

  （一）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及其国家公务员； 

  （二）本级人民政府及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 

  （三）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监察机关还对本辖区所属的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公务员

以及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 

  第十七条上级监察机关可以办理下一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必要时也可以办理所辖各级监察机关

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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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察机关之间对管辖范围有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级监察机关确定。 

  第十八条监察机关为行使监察职能，履行下列职责： 

  （一）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 

  （二）受理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控告、检举； 

  （三）调查处理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 

  （四）受理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不服主管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决定的申诉，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由监察机关受理的申诉；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监察机关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四章监察机关的权限 

  第十九条监察机关履行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提供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财务帐目及其他有关的材料，进行查阅或

者予以复制； 

  （二）要求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三）责令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停止违反法律、法规和行政纪律的行为。 

  第二十条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下列措施： 

  （一）暂予扣留、封存可以证明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文件、资料、财务帐目及其他有关的材料； 

  （二）责令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人员在调查期间不得变卖、转移与案件有关的财物； 

  （三）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

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 

  （四）建议有关机关暂停有严重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执行职务。 

  第二十一条监察机关在调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时，经县级以上监察机关领导人员批

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人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必要时，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

依法冻结涉嫌人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 

  第二十二条监察机关在办理行政违纪案件中，可以提请公安、审计、税务、海关、工商行政管理等机关予以协

助。 

  第二十三条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结果，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出监察建议： 

  （一）拒不执行法律、法规或者违反法律、法规以及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应当予以纠正的； 

  （二）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命令、指示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政策，应当予

以纠正或者撤销的； 

  （三）给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需要采取补救措施的； 

  （四）录用、任免、奖惩决定明显不适当，应当予以纠正的； 

  （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六）其他需要提出监察建议的。 

  第二十四条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结果，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 

  （一）违反行政纪律，依法应当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行政处分的； 

  （二）违反行政纪律取得的财物，依法应当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 

  对前款第（一）项所列情形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人事管理权限和处理程序的

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监察机关依法作出的监察决定，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当执行。监察机关依法提出的监察建议，有关部

门无正当理由的，应当采纳。 

  第二十六条监察机关对监察事项涉及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查询。 

  第二十七条监察机关的领导人员可以列席本级人民政府的有关会议，监察人员可以列席被监察部门的与监察事

项有关的会议。 

  第二十八条监察机关对控告、检举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的有功人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五章监察程序 

  第二十九条监察机关按照下列程序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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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需要检查的事项予以立项； 

  （二）制定检查方案并组织实施； 

  （三）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监察机关提出检查情况报告； 

  （四）根据检查结果，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 

  重要检查事项的立项，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第三十条监察机关按照下列程序对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一）对需要调查处理的事项进行初步审查；认为有违反行政纪律的事实，需要追究行政纪律责任的，予以立

案； 

  （二）组织实施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三）有证据证明违反行政纪律，需要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作出其他处理的，进行审理； 

  （四）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 

  重要、复杂案件的立案，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第三十一条监察机关对于立案调查的案件，经调查认定不存在违反行政纪律事实的，或者不需要追究行政纪律

责任的，应当予以撤销，并告知被调查单位及其上级部门或者被调查人员及其所在单位。 

  重要、复杂案件的撤销，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第三十二条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结案；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办案期限的，可

以适当延长，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并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第三十三条监察机关在检查、调查中应当听取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的陈述和申辩。 

  第三十四条监察机关作出的重要监察决定和提出的重要监察建议，应当报经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同

意。国务院监察机关作出的重要监察决定和提出的重要监察建议，应当报经国务院同意。 

  第三十五条监察决定、监察建议应当以书面形式送达有关单位或者有关人员。 

  第三十六条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自收到监察决定或者监察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执行监察决定或者采纳监察

建议的情况通报监察机关。 

  第三十七条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对主管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

到行政处分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监察机关提出申诉，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诉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查决定；对

复查决定仍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查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

复核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 

  复查、复核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三十八条监察机关对受理的不服主管行政机关行政处分决定的申诉，经复查认为原决定不适当的，可以建议

原决定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监察机关在职权范围内，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监察机关受理的其他申诉，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九条对监察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监察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监察机

关应当自收到复审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审决定；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审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 

  复审、复核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四十条上一级监察机关认为下一级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不适当的，可以责成下一级监察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

销，必要时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 

  第四十一条上一级监察机关的复核决定和国务院监察机关的复查决定或者复审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四十二条对监察建议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监察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监察建议的监察机关提出，监察

机关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回复；对回复仍有异议的，由监察机关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监察机关

裁决。 

  第四十三条监察机关在办理监察事项中，发现所调查的事项不属于监察机关职责范围内的，应当移送有处理权

的单位处理；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接受移送的单位或者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告知监察机关。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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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转移、篡改、毁灭证据的； 

  （二）故意拖延或者拒绝提供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财务帐目及其他有关材料和其他必要情况的； 

  （三）在调查期间变卖、转移涉嫌财物的； 

  （四）拒绝就监察机关所提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的； 

  （五）拒不执行监察决定或者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 

  （六）有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 

  第四十五条对申诉人、控告人、检举人或者监察人员进行报复陷害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监察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泄露秘密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

法赔偿。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八条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0 年 12 月 9 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同时废

止。 

  （新华社北京 5 月 9 日电） 

  《人民日报》1997 年 5 月 10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2010 

(1997 年 5 月 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0 年 6 月 25 日第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决定》修正) 

 

     目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 

    第三章 监察机关的职责 

    第四章 监察机关的权限 

    第五章 监察程序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监察工作，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照本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

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 

    第三条 监察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不受其他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四条 监察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在适用法律和行政纪律上人人平等。 

    第五条 监察工作应当实行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监督检查与制度建设相结合。 

    第六条 监察工作应当依靠群众。监察机关建立举报制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任何国家行政机关及

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有权向监察机关提出控告或者检举。监察机关应当

受理举报并依法调查处理；对实名举报的，应当将处理结果等情况予以回复。 

    监察机关应当对举报事项、举报受理情况以及与举报人相关的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具体办

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章 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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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国务院监察机关主管全国的监察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责并

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 

    第八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监察

机构或者监察人员。 

    监察机关派出的监察机构或者监察人员，对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机关对派出的监察机构和监察人员

实行统一管理，对派出的监察人员实行交流制度。 

    第九条 监察人员必须遵纪守法，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保守秘密。 

    第十条 监察人员必须熟悉监察业务，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正职、副职领导人员的任命或者免职，在提请决定前，必须经

上一级监察机关同意。 

    第十二条 监察机关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守纪律实行监督的制度。 

    第十三条 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得打击报复监察人员。 

    第十四条 监察人员办理的监察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三章 监察机关的职责 

    第十五条 国务院监察机关对下列机关和人员实施监察： 

    （一）国务院各部门及其公务员； 

    （二）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对下列机关和人员实施监察： 

    （一）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及其公务员； 

    （二）本级人民政府及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 

    （三）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监察机关还对本辖区所属的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的公务员以及

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 

    第十七条 上级监察机关可以办理下一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必要时也可以办理所辖各级监察机

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 

    监察机关之间对管辖范围有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级监察机关确定。 

    第十八条 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执法、廉政、效能情况进行监察，履行下列职责： 

    （一）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 

    （二）受理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控告、检举； 

    （三）调查处理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 

    （四）受理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不服主管行政机关给予处分决定的申诉，以及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由监察机关受理的申诉；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监察机关履行的其他职责。 

    监察机关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组织协调、检查指导政务公开工作和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工作。 

    第四章 监察机关的权限 

    第十九条 监察机关履行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提供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财务帐目及其他有关的材料，进行查阅或

者予以复制； 

    （二）要求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三）责令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停止违反法律、法规和行政纪律的行为。 

    第二十条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下列措施： 

    （一）暂予扣留、封存可以证明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文件、资料、财务帐目及其他有关的材料； 

    （二）责令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人员在调查期间不得变卖、转移与案件有关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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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

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 

    （四）建议有关机关暂停有严重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执行职务。 

    第二十一条 监察机关在调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时，经县级以上监察机关领导人员

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人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必要时，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

施，依法冻结涉嫌人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 

    第二十二条 监察机关在办理违反行政纪律案件中，可以提请有关行政部门、机构予以协助。 

    被提请协助的行政部门、机构应当根据监察机关提请协助办理的事项和要求，在职权范围内予以协助。 

    第二十三条 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结果，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出监察建议： 

    （一）拒不执行法律、法规或者违反法律、法规以及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应当予以纠正的； 

    （二）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命令、指示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政策，应当予

以纠正或者撤销的； 

    （三）给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需要采取补救措施的； 

    （四）录用、任免、奖惩决定明显不适当，应当予以纠正的； 

    （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六）需要给予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问责处理的； 

    （七）需要完善廉政、勤政制度的； 

    （八）其他需要提出监察建议的。 

    第二十四条 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结果，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 

    （一）违反行政纪律，依法应当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处分的； 

    （二）违反行政纪律取得的财物，依法应当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 

    对前款第（一）项所列情形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人事管理权限和处理程序的

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监察机关依法作出的监察决定，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当执行。监察机关依法提出的监察建议，有关

部门无正当理由的，应当采纳。 

    第二十六条 监察机关对监察事项涉及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查询。 

    第二十七条 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公开监察工作信息。 

    第二十八条 监察机关的领导人员可以列席本级人民政府的有关会议，监察人员可以列席被监察部门的与监察

事项有关的会议。 

    第二十九条 监察机关对控告、检举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的有功人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五章 监察程序 

    第三十条 监察机关按照下列程序进行检查： 

    （一）对需要检查的事项予以立项； 

    （二）制定检查方案并组织实施； 

    （三）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监察机关提出检查情况报告； 

    （四）根据检查结果，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 

    重要检查事项的立项，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第三十一条 监察机关按照下列程序对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一）对需要调查处理的事项进行初步审查；认为有违反行政纪律的事实，需要追究行政纪律责任的，予以立

案； 

    （二）组织实施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三）有证据证明违反行政纪律，需要给予处分或者作出其他处理的，进行审理； 

    （四）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 

    重要、复杂案件的立案，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第三十二条 监察机关对于立案调查的案件，经调查认定不存在违反行政纪律事实的，或者不需要追究行政纪

律责任的，应当予以撤销，并告知被调查单位及其上级部门或者被调查人员及其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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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复杂案件的撤销，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第三十三条 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结案；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办案期限的，

可以适当延长，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并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第三十四条 监察机关在检查、调查中应当听取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的陈述和申辩。 

    第三十五条 监察机关作出的重要监察决定和提出的重要监察建议，应当报经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

同意。国务院监察机关作出的重要监察决定和提出的重要监察建议，应当报经国务院同意。 

    第三十六条 监察决定、监察建议应当以书面形式送达有关单位、人员。 

    监察机关对违反行政纪律的人员作出给予处分的监察决定，由人民政府人事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按照人事管理权

限执行。 

    人民政府人事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应当将监察机关作出的给予处分的监察决定及其执行的有关材料归入受处分

人员的档案。 

    第三十七条 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自收到监察决定或者监察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执行监察决定或者采纳监察

建议的情况通报监察机关。 

    第三十八条 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对主管行政机关作出的处分决定不服的，可

以自收到处分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监察机关提出申诉，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诉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查决定；

对复查决定仍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查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自收

到复核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 

    复查、复核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三十九条 监察机关对受理的不服主管行政机关处分决定的申诉，经复查认为原决定不适当的，可以建议原

决定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监察机关在职权范围内，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监察机关受理的其他申诉，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条 对监察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监察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监察机

关应当自收到复审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审决定；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审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 

    复审、复核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四十一条 上一级监察机关认为下一级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不适当的，可以责成下一级监察机关予以变更或

者撤销，必要时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 

    第四十二条 上一级监察机关的复核决定和国务院监察机关的复查决定或者复审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四十三条 对监察建议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监察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监察建议的监察机关提出，监

察机关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回复；对回复仍有异议的，由监察机关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监察机

关裁决。 

    第四十四条 监察机关在办理监察事项中，发现所调查的事项不属于监察机关职责范围内的，应当移送有处理

权的单位处理；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接受移送的单位或者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告知监察机关。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

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转移、篡改、毁灭证据的； 

    （二）故意拖延或者拒绝提供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财务帐目及其他有关材料和其他必要情况的； 

    （三）在调查期间变卖、转移涉嫌财物的； 

    （四）拒绝就监察机关所提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的； 

    （五）拒不执行监察决定或者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 

    （六）有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 

    第四十六条 泄露举报事项、举报受理情况以及与举报人相关的信息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对申诉人、控告人、检举人或者监察人员进行报复陷害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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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监察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泄露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

依法赔偿。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监察机关对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依

法委托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组织及其从事公务的人员实施监察，适用本法。 

第五十一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0 年 12 月 9 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同时

废止。 

 

8.3.158）《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中纪发〔1993〕8 号 1993 年 8 月 22 日) 

http://zygjjg.12388.gov.cn/html/law/6.html  

http://jjc.cq.gov.cn/html/2014-11/06/content_31741144.htm  

http://bjlx.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Db=chl&Gid=1fd9766d500cd60bbdfb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93 年 8 月 22 日印发)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受理对党员、党组织的检举、控告和党员、党组织的申诉，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根

据党章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控告申诉工作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维护党的纪律、促进党风建设的

一项重要工作；是保障党内外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对党组织、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重要渠道；

是纪律检查工作的基础性工作。 

  第三条 纪律检查机关受理检举、控告、申诉的范围是：对党员、党组织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其他败坏党风行为的检举、控告；党员、党组织对所受党纪处分或

纪律检查机关所作的其他处理不服的申诉；其他涉及党纪党风的问题。 

  第四条 控告申诉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从严治党方针，为党风廉政建设和维护安

定团结服务，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五条 控告申诉工作的基本原则是： 

  (一)按照党章和政策规定处理问题。 

  (二)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 

  (三)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 

  (四)维护当事人的民主权利。 

  (五)分级负责、分工归口处理检举、控告和申诉。 

  (六)解决实际问题同思想教育相结合。 

  第六条 县以上(含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建立控告申诉工作部门，配备专职干部，设置接待群众的场所，公

布有关的规章制度，为党内外群众提供检举、控告、申诉的必要条件。 

  第二章 处理检举、控告、申诉的程序和方法 

  第一节 处理检举、控告的程序 

  第七条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收到对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违犯党的纪律行为的检举、控告，

应进行初步核实，需要立案检查的，报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以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收到对上述成员的检举、控

告，应及时报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八条 中央以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收到对同级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违犯党的纪律行为的检举、

控告，应进行初步核实，需要立案检查的，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

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 

  第九条 对第七、第八条所列范围以外的党员干部违犯党的纪律行为的检举、控告，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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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级党的委员会管理的党员干部的问题，就由哪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处理。重要的问题，应向上级纪律检查

委员会报告，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认为需要时可以直接调查处理。 

  第十条 对一般党员的检举、控告，由该党员所在的党组织调查处理；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认为需要时可以直

接调查处理。 

  第十一条 中央以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收到对同级党的委员会的检举、控告，必须报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处

理。 

  第十二条 对党员、党组织的检举、控告，需要立案检查的，按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的有关规定

办理。不需立案而被检举、控告人确有缺点、错误的，可由承办的纪律检查机关或有关党组织责成被检举、控告人

作出检讨或说明，或通过党内生活进行批评教育。 

  第十三条 对检举、控告的问题作出处理后，由承办的纪律检查机关或有关党组织将处理结果告知检举、控告

人，听取其意见。匿名检举的问题，必要时可在适当范围内公布调查处理的结果。 

  第二节 处理申诉的程序 

  第十四条 党员、党组织对所受党纪处分不服的申诉，由批准处分的党的委员会或纪律检查委员会承办。原批

准处分的党的委员会或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撤销的，由申诉人现在的相当于原批准处分的一级党的委员会或纪律检

查委员会承办。 

    党员、党组织对纪律检查机关所作的其他处理不服的申诉，由作出处理决定的纪律检查机关承办。 

  第十五条 对党员、党组织的申诉，需要复议、复查的，按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办理。

不需要复议、复查的，由承办的纪律检查机关或有关党组织对申诉人说明理由，做好工作。 

  第十六条 经过复议、复查，如果原结论或处理决定是正确的，应作出维持原结论或处理的决定，并报原批准

的党的委员会或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结案；需要改变原结论或处理决定的，应作出新的处理决定，并经原批准的党

的委员会或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执行。如果复议、复查结论和决定是由原批准的党的委员会或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

的，则不必办理上述批准手续。 

  第十七条 对党员、党组织的申诉，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认为需要时可以直接复议、复查，也可以责成有关的

党的委员会或纪律检查委员会复议、复查。 

  第十八条 对申诉的问题复议、复查后，由承办的党的委员会或纪律检查委员会将处理意见或复议、复查结论

同申诉人见面，听取其意见。复议、复查的结论和决定，应交给申诉人一份。 

  第十九条 申诉人如果对复议、复查结论仍然不服，由批准的党的委员会或纪律检查委员会，将申诉人的意见

及复议、复查的结论和有关材料，一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或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决定。 

  第三节 处理检举、控告和申诉的基本方法 

  第二十条 对检举、控告、申诉中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可采取适当的书面形式，及时向党的有关领导机关、领

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反映。 

  第二十一条 对本级党的委员会管理的党员干部的检举、控告和本级党的委员会管理的党员干部的申诉，分别

由本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案件检查部门和案件审理部门办理。重要的可由本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批示办理。 

  第二十二条 涉及下级党的委员会管理的党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检举、控告、申诉，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转

交下级相应的纪律检查机关或有关党组织办理。重要的可函交下级纪律检查机关或有关党组织调查处理，有的可责

成其报告调查处理的结果。 

  第二十三条 对转交下级纪律检查机关或有关党组织办理的检举、控告和申诉，交办的纪律检查机关可采取检

查、催办、参与调查、参与研究处理意见等方法，促使问题及时、正确地得到处理。 

  第二十四条 对匿名的检举材料，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慎重处理；没有具体事实的，可不予置理；反映情

节轻微的一般问题的，可将问题摘抄给被检举人，责成其作出检讨或说明；反映重要问题的，可先进行初步核实，

再确定处理办法；内容反动的，可交公安部门处理。 

  第三章 受理机关的职责和工作要求 

  第二十五条 在控告申诉工作中，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的责任是：按照规定的范围受理检举、控告和申诉，从中

了解党风党纪情况和违纪案件线索；直接办理或向下级纪律检查机关和有关党组织交办检举、控告和申诉；指导和

协助下级纪律检查机关做好控告申诉工作。 

  第二十六条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控告申诉工作部门承担处理检举、控告和申诉的日常工作，遵照本级纪律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028 页 共 3277 页 

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和有关规章制度，履行下列职责： 

  (一)通过处理群众来信和接待群众来访，受理检举、控告和申诉； 

  (二)向本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检举、控告和申诉的情况和问题； 

  (三)承办上级和本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交办的检举、控告、申诉和其他事项； 

  (四)向本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关部门移送或向下级纪律检查机关、有关党组织交办检举、控告和申诉，向有关

部门转办不属于纪律检查机关职责范围的信访问题； 

  (五)调查研究控告申诉工作情况，拟订控告申诉工作的规章制度，对下级纪律检查机关的控告申诉工作进行业

务指导； 

  (六)协调处理信访问题，疏导上访群众，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 

  第二十七条 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对受理的检举、控告和申诉，应及时办理，不得延误。对应由上级处理的问题，

应迅速报告上级处理；对应由本级处理的问题，本级有关领导或有关部门应及时处理；对应由下级处理的问题，应

迅速转交下级处理。 

  第二十八条 对于上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求报告调查处理结果的检举、控告、申诉案件，承办的纪律检查机关或

有关党组织一般应在三个月内报告结果；不能如期报告时，要说明理由和办理情况。对于没有要求报告结果的检举、

控告、申诉，也应及时调查处理，不得置之不理或敷衍塞责。 

  第二十九条 向上级纪律检查机关报告检举、控告和申诉案件的处理结果，应当材料齐全。 

  报告检举、控告案件处理结果的必备材料是： 

  (一)调查报告和处理结论。 

  (二)检举、控告人和被检举、控告人对调查处理的意见。在检举、控告人或被检举、控告人提出不同意见时，

应附有承办单位对其不同意见的说明。 

  (三)被检举、控告人有错误，组织上已令其检讨或给予组织处理的，应附有本人检讨或处理决定。 

  (四)呈报机关的审查意见。 

  报告申诉案件处理结果的必备材料是： 

  (一)原处理决定、复议结论或复查报告及结论。 

  (二)申诉人对复议、复查结论的意见。在申诉人提出不同意见时，应附有承办单位对其不同意见的说明。 

  (三)呈报机关的审查意见。 

  第三十条 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或有关党组织上报的调查处理结果审核后，对处理正确

的要及时结案；对处理不当的，要及时提出意见或建议。上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如果在重要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由

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如果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处理确有错误又坚持不改的，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改变

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案件所作的决定。 

  第三十一条 对检举、控告和申诉调查处理完毕后，承办单位、交办单位应按档案工作的规定，及时立卷归档。 

  第三十二条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对检举、控告人及检举、控告内容，应当保密。不准将检举、控告材料

转给被检举、控告人；不得对检举、控告、申诉人歧视、刁难、压制。对打击报复检举、控告、申诉人的，必须追

究责任，严肃处理。 

  第三十三条 对如实检举、报告或反映情况的，应予以支持、鼓励。对检举、控告不完全属实的，除对不属实

的部分予以解释说明外，对属实的部分应予以处理。对检举、控告不实的，必须分清是错告还是诬告：如属错告，

应在一定范围内澄清是非，消除对被错告者造成的影响，并教育错告者；如属诬告，必须对诬告者追究责任，严肃

处理。 

  第三十四条 认定诬告，必须经过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级)党的委员会或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 

  第三十五条 对于党员、党组织对党纪处分或纪律检查机关所作的其他处理不服的申诉，必须按照全错全纠、

部分错部分纠、不错不纠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处理。凡属冤假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

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 

  第三十六条 发现党的组织或负责人对党员或党组织的申诉不认真复议、复查和对冤假错案坚持不纠，对受理

的检举、控告不负责任，无故拖延不办，或为违纪者说情、开脱，予以包庇的，都要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

必须追究责任。 

  第三十七条 对检举、控告、申诉的问题已经得到正确处理，当事人仍无理纠缠，影响工作秩序的，应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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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教育；对不听劝告、屡教不改的，可请公安部门协助处理。 

  第三十八条 受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坚持原则、执行政策、秉公执纪、廉洁奉公、遵纪守法、工作作风等

方面，必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 

  第三十九条 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对重要的检举、控告、申诉，应亲自阅批、接谈，进行处理；要支持承

办人员履行职责，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四章 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十条 检举、控告、申诉人在检举、控告、申诉活动中有下列权利： 

  (一)对党员、党组织违法乱纪的行为有权提出检举、控告。 

  (二)党员对所受党纪处分或纪律检查机关所作的其他处理不服，有权提出申诉，要求复议、复查。 

  (三)提出检举、控告、申诉后，在一定期限内得不到答复时，有权向受理机关提出询问，要求给予负责的答复。 

  (四)有权要求与检举、控告、申诉案情有关或有牵连的承办人员回避。 

  (五)对受理机关及承办人员的失职行为和其他违纪行为有权提出检举、控告。 

  (六)因进行检举、控告、申诉，其合法权利受到威胁或侵害时，有权要求受理机关给予保护。 

  第四十一条 检举、控告、申诉人在检举、控告、申诉活动中，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对所检举、控告、申诉的事实的真实性负责。接受调查、询问时，应如实提供情况和证据。如有诬陷、制

造假证行为，须承担纪律责任。 

  (二)遵守党的纪律和控告申诉工作的有关规定，维护社会秩序和工作秩序。如有违犯，须接受教育、劝告，直

至承担纪律责任。 

  (三)接受党组织的正确处理意见，不得提出党章、制度、政策规定以外的要求。 

  第四十二条 被检举、控告人在党组织处理对他的检举、控告过程中有下列权利： 

  (一)对被检举、控告的问题有权进行说明解释。 

  (二)基层党组织讨论决定对他的党纪处分或其他处理时，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 

  (三)有权要求党组织将调查处理结论同本人见面。 

  (四)对党组织认定本人所犯错误的事实、性质和所作处理决定有不同意见时，有权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

申诉。 

  (五)对受理机关及承办人员的失职行为和其他违纪行为有权提出检举、控告。 

  (六)当合法权利受到威胁或侵害时，有权要求受理机关给予保护。 

  第四十三条 被检举、控告人在党组织处理对他的检举、控告过程中，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配合党组织查清被检举、控告的问题，如实提供情况和证人，接受检查和询问，主动交代问题。如有隐瞒、

诬陷、抗拒等行为，须承担纪律责任。 

  (二)对所犯错误，必须正确对待，认真检讨，接受处理，不得违反组织决定。 

  (三)尊重检举、控告人和承办人员的权利和职责，如有利用职权打击报复检举、控告人和承办人员的行为，须

承担纪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是党内处理检举、控告、申诉的规则，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和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 

  第四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可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本条例的细则或具体规定，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六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检查机关的控告申诉工作，可参照本条例另作规定。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改。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 199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有关控告申诉工作的规定，如与本条例不一致时，按本

条例执行。 

 

8.3.159）《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 (人发[2002]19 号 2002 年 2 月 21 日 人事部发布) 

http://www.jingbian.gov.cn/gk/fgwj/11752.htm  

2002 年 2 月 21 日 人事部发布 人发[2002]19 号 

一、政治坚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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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

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忠于国家。热爱祖国，忠于宪法，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维护政府形

象和权威，保证政令畅通。遵守外事纪律，维护国格、人格尊严，严守国家秘密，同一切危害国家利益的言行作斗

争。 

  三、勤政为民。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勤奋工作，钻研业务，甘于奉献。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热爱人民，忠

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

智，珍惜民力，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讲求工作方法，注重工作效率，提高工作质量。自觉做

人民公仆，让人民满意。 

  四、依法行政。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规定的职责权限和工作程序履行职责、执行公务，依法办事，

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不滥用权力，不以权代法，做学法、守法、用法和维护法律、法规尊严的模范。 

  五、务实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说实话，报实情，办实事，求实效，踏实肯干。勤于思

考，勇于创新，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大胆开拓，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六、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秉公办事，遵守纪律，不徇私情，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淡泊名利，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爱惜国家资财，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七、团结协作。坚持民主集中制，不独断专行，不搞自由主义。认真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服从大局，相互

配合，相互支持，团结一致，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齐心协力做好工作。 

  八、品行端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崇尚科学，破除迷信。学习先进，助人为乐，谦虚谨慎，言行一致，忠

诚守信，健康向上。模范遵守社会公德，举止端庄，仪表整洁，语言文明，讲普通话。 

 

8.3.160）《关于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 (组通字[2006]27 号 2006 年 8 月 20 日) 

http://www.scs.gov.cn/gwygl/czgl/201409/t20140902_1951.html  

http://jmsdj.gov.cn/Show.asp?ID=10132  

http://www.gxgwyj.gov.cn/zcfg/201408/t20140821_59137.html  

（2006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发 组通字[2006]27 号）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以下简称参照管理）工作是实施公务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好事业单位参照管理的审

批工作，加强指导和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方案》（中发[2006]9

号），现就事业单位参照管理的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事业单位参照管理的条件  

事业单位参照管理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要有法律、法规授权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  

公务员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经批准参照本法进行管理。”作为授权依据的法律、法规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

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

区所在地的市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与行政法规有同等效力的政策性法规文件。  

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主要是指党委系统担负的党的领导机关工作职能和政府系统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能。公共事务管理

职能依据法律、法规等的授权情况和党委、政府以及机构编制部门制定的“三定”规定（方案）或规定的主要职责

确定。  

（二）使用事业编制，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  

二、事业单位参照管理的审批  

事业单位参照管理的审批，应严格按照《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审批办法》和本《意见》规定

的条件、程序和权限进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可就申报的机关（单位），需要提交的材料，审核、审批的程序等事项作出

具体的规定。中央垂直管理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由中央垂直管理部门统一向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申

报；省以下垂直管理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由省垂直管理部门统一向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申报。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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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主管部门在审核或审批事业单位参照管理过程中，应就该单位是否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和是否由国家财政负担

工资福利分别征求机构编制、财政部门意见。  

对于公务员法实施以前列入参照、依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管理范围的事业单位，要重新进行审批。经审核，

符合条件的，批准列入参照管理范围；不符合条件的，不再列入参照管理范围。  

对特殊需要列入参照管理的，要从严掌握，中央机关所属的事业单位，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提出意见，中共中央

或者国务院确定；地方省级机关所属的事业单位，由省委、省政府提出意见，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确定。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参照管理工作，另行发文明确。  

已列入参照管理的事业单位，因法律、法规修改和废止或机构、职能调整等原因，不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时，有

关主管部门应及时将变更情况告知审批机关，由审批机关及时作出不再实行参照管理的决定。 

三、参照管理事业单位审批的备案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工作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经批准实行参照管理后，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应在批准之日起 30 日内填写《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备案表》，报中央公务员主管

部门备案。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各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联机关所

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后，按照上述办法备案。  

每年 1 月底之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应填写《年度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审批情况表》，

将上年度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审批实行参照管理的情况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  

四、参照管理事业单位人员的管理  

实行参照管理的事业单位，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方案》，适时完成对人员的登记、职务与级别

确定和工资套改等工作。  

参照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登记，按照规定的管理权限和程序进行，实行逐级负责，由组织确定登记对象，填写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登记表》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登记备案表》。

登记对象必须是该单位中在编在职的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且具备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以及省级以

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登记的具体办法由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确定。  

列入参照管理范围的事业单位及其参照管理的工作人员，要参照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法规政策的规定进行管理。  

五、参照管理的监督检查  

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将加强对各地参照管理工作的指导，加强对参照管理审批工作的监督检查，严格控制参照管理

范围。对各地已审批但不符合参照管理条件的，将依法责令纠正或者宣布无效。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参照

管理事业单位执行公务员制度的指导和监督。参照管理事业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参照管理事业单位的管理，

确保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法规政策的贯彻落实。 

 

 

8.3.161）《关于加强稽查执法工作的若干意见》 (建稽[2009]60 号 2009 年 04 月 17 日) 

关于加强稽查执法工作的若干意见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深入贯彻实施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加大住房城乡建设稽查执法工作力度，严厉打击违法

违规行为，促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科学发展，现对加强稽查执法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稽查执法工作的意义 

  （一）工作性质。住房城乡建设稽查执法是指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住房城乡建设

活动各方主体行为依法监管，以及对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监督过程中，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稽核调查、

检查处理的活动，是住房城乡建设行政执法和行政监督的重要内容。 

  （二）重要意义。加强稽查执法工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推行依法行政、创新体制机制、整顿规范市场秩序的重要举措，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决策、

执行、监督相协调工作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有效手段。近年来，住房

城乡建设系统深化执法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推动开展稽查执法工作，对遏制违法违规行为发挥了明显作用。但必

须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违反城乡规划、违法违规开发建设、破坏风景名胜区

资源等问题仍呈多发态势，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规范市场秩序的任务还很重。加大稽查执法工作力度，有利于强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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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能，形成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确保各项政策制度落到实

处；有利于实现监管关口前移，有效预防、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减少违

法违规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经济损失；有利于及时解决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热点难点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促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科学发展。 

  二、加强稽查执法工作的工作思路和主要任务 

  （三）工作思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住房城

乡建设系统中心工作，将稽查执法工作与行政监管有效衔接，覆盖住房城乡建设主要业务领域。进一步强化预防为

主的理念，从注重法律法规制定向法律法规制定和执法监督并重转变，从注重对违法违规行为的事后查处，向注重

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纠偏转变，实现全过程协同执法和闭合管理，将建设活动主体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有

效预防和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四）主要任务。组织对城乡规划、住房保障、房地产市场、住房公积金、建筑市场、标准定额、工程质量安

全、建筑节能、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区、城镇减排等方面的违法违规问题实施稽查。组

织城乡规划督察员对城市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及风景名胜区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完善稽查执法制度，形成分级负责、层级指导、协作配合的稽查执法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发现及时、查处

有力、指导顺畅的工作机制。完善稽查执法信息系统，受理、处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违法违规投诉举报。 

  三、加强稽查执法工作的基本要求 

  （五）加强对稽查执法工作的组织领导。各地要结合实际，将加强稽查执法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已建立稽

查执法制度的，要进一步完善职能和工作机制，不断推进稽查执法工作；暂未建立稽查执法制度的，要积极争取当

地政府和编办、人事、财政等部门的支持，确立稽查执法工作机构和人员，落实稽查执法工作责任。 

  （六）强化稽查执法制度建设。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稽查执法工作制度，保障稽查执法工作的全面开展。

稽查执法工作要覆盖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主要业务范围，注重全方位、全过程监督。要根据稽查执法工作的性

质和特点，制定相应的案件稽查、专项检查、投诉举报受理和处理等工作制度，实现稽查执法工作标准化、规范化。 

  （七）建立协同预防工作机制。各地要围绕中心任务强化预防和监督，通过稽查执法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实现

关口前移。各地稽查执法机构要及时与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沟通稽查执法工作信息，分别依法限制存在违法违规问题

的城市或项目的评优评奖资格，依法限制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企业或个人申报有关资质资格。对性质恶劣的，要依

法撤销其有关资质、资格或奖励。 

  （八）严格案件稽查和专项检查。各地要在其职责范围内，通过领导批办、相关部门和单位移送、受理投诉举

报和直接发现线索等途径，认真做好案件稽查。组织或参与对住房保障、城乡规划、节能减排、住房公积金、市场

秩序等方面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检查。完善案件督办工作机制，对转交下级相关部门稽查的案件，要落实稽查工作

责任、明确办结时限；对未按要求及时办结或查处不力的，要采取派员实地督办、书面通报等方式强化督办效果。 

  （九）建立集体研判工作机制。各地在案件稽查过程中，要认真研究稽查任务，提出稽查工作要求，并组织力

量实施稽查。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定性要会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进行集体研究，综合分析案件发生的背景和因素，充

分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后，运用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行政处罚等手段进行依法惩治，对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十）强化违法违规警示震慑作用。各地要加强与有关人民政府、执纪执法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国有资产监

管机构以及新闻媒体的信息交流，及时通报有关违法违规案件查处情况，强化部门联动，形成对市场行为、权力运

行制约和监督的工作合力。充分利用各类市场诚信信息平台和新闻媒体，对市场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公开曝光，充

分发挥违法违规警示震慑机制的治本功能。 

  （十一）建立违法违规预警预报制度。各地要定期逐级上报稽查执法工作动态、重大违法违规案件的稽查处理

情况、投诉举报受理和处理情况等，建立全国稽查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实现稽查执法信息互通互连，资源共享。各

地稽查执法机构要定期对群众投诉举报和稽查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及时发现违法违规苗头和规律，对问题多发地区、

领域和环节，分别采取约谈、告诫、督导检查等方式进行预警。 

  （十二）加强稽查执法工作研究。各地要加强对稽查执法工作的分析研究，通过处理投诉举报和案件稽查，系

统分析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违法违规问题的发生特点和规律，深入研究稽查执法工作。认真查找行政监管中的薄弱环

节和漏洞，提出改进监管工作、完善法规政策的意见建议，并强化督促和跟踪，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到实处。 

  （十三）加强稽查执法队伍建设。各地要严把稽查执法工作人员进门关。要定期组织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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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突出问题组织开展稽查执法工作专题研究，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要强化稽查执法队伍作

风建设，严肃纪律，完善内部考核机制，依法公开稽查执法工作信息，逐步开展稽查执法绩效评价工作，进一步规

范稽查执法行为，防止滥用稽查执法权力，提高稽查执法工作效能。 

  （十四）加强层级指导和监督。上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下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建立健全稽查执法工作制度，规范案件稽查和专项检查工作程序，建立稽查执法信息交流系统，加强稽查执法队伍

建设。对跨地区的或涉及本部门工作人员的重大案件，下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申请上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组织稽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九年四月十七日 

 

8.3.162）《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2016 年 10 月 24 日厅字[2016] 32 号) 

http://www.gov.cn/zhengce/2016-10/24/content_5123725.htm  

https://www.fjmu.edu.cn/jwbjsc/2016/1025/c1855a62931/page.htm  

http://hb.people.com.cn/n2/2016/1025/c192237-29196319.html   

《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落实各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工作人员信访工作责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

发生，推动信访问题及时就地解决，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有

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党政机关，包括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各级党政机关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适用本办法。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

相结合”的工作原则，综合运用督查、考核、惩戒等措施，依法规范各级党政机关履行信访工作职责，把信访突出

问题处理好，把群众合理合法利益诉求解决好，确保中央关于信访工作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第二章 责任内容 

第四条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将信访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定期听取工作汇报、分析信访形势、研究解决工作中的

重要问题，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保证信访工作顺利开展；应当科学、民主决策，依法履行职责，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

导致信访问题的矛盾和纠纷。 

党政机关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对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信访工作负总责，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权

范围内的信访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 

各级领导干部应当阅批群众来信和网上信访，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协调处理疑难复杂信访问题。 

第五条 各级党政机关工作部门对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程序，及

时妥善处理。 

垂直管理部门负责本系统的信访工作，应当督促下级部门和单位依法、及时、就地解决信访问题。 

第六条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在预防和处理本地区信访问题中负有主体责任，应当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信

访风险防控预警，针对具体问题明确责任归属，协调督促有关责任部门和单位依法、及时、就地解决，并加强对信

访群众的疏导教育。 

第七条 各级信访部门应当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协调、指导和监督本地区的信访工作，依照法定程序

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受理、交办、转送和督办信访事项，协调处理重要信访问题，分析研究信访情况，提出改进

工作、完善政策和给予处分的建议。 

第八条 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应当遵守群众纪律，秉公办事、清正廉洁、保守秘密、

热情周到。 

第三章 督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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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将信访工作纳入督查范围，对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信访工作开展和责任落实情

况，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专项督查，并在适当范围内通报督查情况。 

第十条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以依法、及时、就地解决信访问题为导向，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制定

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定期对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信访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对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评的重要参考。 

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考察工作中，应当听取信访部门意见，了解掌握领导干部履行信访工作职责情况。 

国家信访局负责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信访工作情况进行年度考核。对工作成效明显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予以通报表扬；对问题较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加强工作指导，督促解决存在的问题。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一条 各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未能正确履行本办法所列责任内容，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因决策失误、工作失职，损害群众利益，导致信访问题产生，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未按照规定受理、交办、转送和督办信访事项，或者不执行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严重损害信访群众合法

权益的； 

（三）违反群众纪律，对应当解决的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或者对待信访群众态度恶劣、简

单粗暴，损害党群干群关系，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发生的集体访或者信访负面舆情处置不力，导致事态扩大，造成不良影响的； 

（五）对信访部门提出的改进工作、完善政策和给予处分等建议重视不够、落实不力，导致问题长期得不到解

决的； 

（六）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失职失责情形。 

对前款规定中涉及的集体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负责人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

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对错误决策或者行为提出明确反对意见而没有被采纳的，不承担领导责任；涉

及的个人责任，具体负责的工作人员承担直接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负责人承担领导责任。 

第十二条 根据情节轻重，对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采取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

织处理、纪律处分的方式进行。上述追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涉嫌违法犯罪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对具有本办法第十一条所列情形、情节较轻的，由有管理权限的党政机关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通报，

限期整改。 

第十四条 对受到通报后仍未按期完成整改目标，或者具有本办法第十一条所列情形且危害严重以及影响重大

的，由有管理权限的党政机关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诫勉，督促限期整改。同时，取消该地区、部门和单位本年度评选

综合性荣誉称号的资格。 

第十五条 对受到诫勉后仍未按期完成整改目标，或者有本办法第十一条所列情形且危害特别严重以及影响特

别重大的，由有管理权限的党政机关对相关责任人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组织调整或

者组织处理措施。 

第十六条 对在信访工作中失职失责的相关责任人，应当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规定。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信访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0 月 8 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关信访工作责任制的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

照本办法执行。 

 

 

8.3.163）《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实施办法》（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213 号 2014 年 8 月 4 日） 

http://www.jxfazhi.gov.cn/zflf/gzsjk/201501/t20150107_1110712.htm  

http://www.ncx.gov.cn/articles/2018/02/01/521208.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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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实施办法》已经 2014 年 8 月 4 日省人民政府第 2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省长 鹿心社 

  2014 年 8 月 16 日 

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对各级人民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监督，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监督，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所属行政执法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上级行政执法部门对

下级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的层级监督。 

  第三条 行政执法监督应当坚持教育与惩处、监督检查与改进工作相结合，保证各级人民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

依法、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其法制机构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工作。 

  监察、审计、财政、价格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对各级人民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进

行监督。 

  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履行下列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职责： 

  （一）将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纳入本级人民政府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并组织实施； 

  （二）定期研究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听取行政执法监督情况报告； 

  （三）对所属行政执法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监督； 

  （四）对行政执法监督中发现的违法行政执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五）督察、考核所属行政执法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情况。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职责： 

  （一）拟定有关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制度； 

  （二）按照本办法提出行政执法监督方案，并组织实施； 

  （三）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依职权进行处理或者提出处理建议； 

  （四）监督和管理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 

  （五）联系和培训聘请的行政执法监督员； 

  （六）本级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监督职责。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行政执法监督工作需要，聘请行政执法监督员。行政执法监督员的主要职

责是： 

  （一）及时反映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或者建议； 

  （二）应邀参加行政执法检查活动和专项调查； 

  （三）办理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事项。 

  行政执法监督员应当熟悉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执法业务，遵纪守法、忠于职守、作风正派、清正廉洁。行

政执法监督员名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提出，报本级人民政府审定。 

  第八条 行政执法监督的主要事项包括： 

  （一）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 

  （二）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三）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四）涉企收费行为的合法性； 

  （五）涉企行政检查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六）需要监督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实行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报告制度。法律、法规、规章颁布后的三个月内，负责实施的行政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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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门应当将实施方案、步骤和有关措施书面报送同级人民政府。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施行一年后，负责实

施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将上一年度执行情况书面报告同级人民政府。 

  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法律、法规、规章学习宣传和行政执法人员培训情况； 

  （二）法律、法规、规章配套制度建设情况； 

  （三）法律、法规、规章贯彻落实取得的成效； 

  （四）法律、法规、规章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五）需要报告的其他内容。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应当选择若干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

大问题，有针对性地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组织执法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在每年年底前提出下一年度的执法检查计划建议，报本级人民政

府审定。 

  第十一条 执法检查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具体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根据执法检查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执法检查方案。执法检查方案应当

包括下列内容： 

  （一）执法检查的重点内容； 

  （二）执法检查的时间和地点； 

  （三）执法检查的方式和步骤； 

  （四）执法检查组的组成人员； 

  （五）执法检查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执法检查组应当在执法检查结束后 15 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提交执法检查报告。对执法检查报告中反映的重

要问题，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布，并自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按照

《江西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办法》的规定报送有关机关备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对报备的规范性文件，就下列内容进行审查： 

  （一）是否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规范性文件相抵触； 

  （二）是否越权设定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收费、减免税等事项； 

  （三）是否越权作出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利，或者增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义务

的规定； 

  （四）不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是否一致； 

  （五）是否按规定程序制定、发布规范性文件； 

  （六）依法需要审查的其他内容。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发现规范性文件存在问题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一）与上位法相抵触、越权设定行政权力、越权限制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建议制定机关

自行纠正； 

  （二）不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依职权组织制定机关进行协调； 

  （三）违反制定、发布程序的，建议制定机关补正程序后重新发布； 

  （四）制定机关逾期不纠正或者经协调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提出处理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作出的下列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按照《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的规定，自作出之日起 15 日内将处理决定、备案报告报送有关机关备案： 

  （一）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或者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依法应当听证的行政审批行为； 

  （二）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的行政处罚行为； 

  （三）对公民处一万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十万元以上罚款或者没收相当于该数额财物的行政处罚行

为； 

  （四）责令拆除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建筑物、构筑物的行政强制行为； 

  （五）需要备案的其他重大具体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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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对报备的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就下列内容进行审查： 

  （一）行政审批事项是否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的行政审批目录以及承诺时限一致； 

  （二）有无应当准予行政审批而不准予、不该准予行政审批而准予的情况； 

  （三）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 

  （四）行政处罚决定是否符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是否只罚不管、以罚代管或者以罚代刑； 

  （五）行政强制是否有法定依据； 

  （六）是否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是否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燃气等方式迫

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 

  （七）依法需要审查的其他内容。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自收到报备材料之日起 20 日内完成具体行政行为审查工作；必要

时，可以调阅行政执法案卷、实地调查核实证据。 

  经审查发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建议有关人民政府或者行政执法部门自行纠

正；对逾期不纠正的，提出处理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法制等部门应当依职权对涉企收费行为进行监督，减轻企业负

担。监督的主要内容是： 

  （一）涉企收费项目是否与上级行政机关公布的涉企收费目录清单一致； 

  （二）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项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三）是否存在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以及强制企业赞助捐赠、参加培训、加入社团等变相增加企

业负担的行为； 

  （四）依法需要监督的其他内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价格等部门应当建立企业负担调查信息平台，完善对违法收费行为的举报和反馈机制。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在每年年底前将下一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报送同级人民政府备案。行政检查计

划应当严格控制检查的次数、范围和规模等。 

  因投诉举报、上级部署或者其他原因需要对企业进行临时性行政检查的，组织检查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在每季

度末将临时性行政检查有关情况书面告知同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 

  本办法所称涉企行政检查，是指行政执法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对企业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情况进行了解和调

查的行为。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对报备的行政检查计划，就下列内容进行审查： 

  （一）是否有法定依据； 

  （二）是否存在重复检查、多头检查； 

  （三）依法需要审查的其他内容。 

  经审查发现行政检查计划存在前款所列问题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向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提出处理

意见。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进行专项调查： 

  （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行政执法监督事项； 

  （二）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行政执法监督事项； 

  （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涉嫌严重违法的行政执法行为的投诉、控告、检举，以及集中反映某行政执

法部门或者行业的问题； 

  （四）新闻媒体反映的社会影响较大的行政执法事件； 

  （五）需要专项调查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专项调查事项，由其法制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具体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组成专项调查小组，并可以根据需要邀请行政执法监督员和有关专

业人员参加。专项调查小组成员与被调查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二十二条 专项调查小组可以采取下列措施开展调查工作： 

  （一）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被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或者说明; 

  （二）调取或者复制与被调查事项有关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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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询问与被调查事项有关的人员; 

  （四）委托有关机构进行鉴定、评估、检测、勘验； 

  （五）召开听证会。 

  被调查对象或者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积极协助调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材料，不得隐匿、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不得拒绝和阻挠。 

  第二十三条 调查结束后，专项调查小组应当在 15 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调查

理由、过程、结论、依据以及处理建议等内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调查报告进行研究，并根据调查报告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 

  第二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人民政府或者行政执法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有

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对符合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并进行审查。经审查发现具体行

政行为有应当被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情形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提出处理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

决定。 

  对不符合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及时转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五条 行政执法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视情节轻重给予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由

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利用行政执法权为本单位或者个人谋取私利的； 

  （二）越权执法或者推诿、放弃法定职责，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

果的； 

  （三）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引起行政赔偿，致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的； 

  （四）不按照本办法规定将有关事项报送备案的； 

  （五）拒不执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执行行政执法监督建议或者决定的; 

  （六）有其他违法行政执法行为的。 

  违反本办法规定，向企业乱收费或者变相增加企业负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价格主管部门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通报

批评、暂扣行政执法证或者吊销行政执法证、建议调离行政执法岗位，由有权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利用行政执法权谋取私利的； 

  （三）妨碍行政执法监督的； 

  （四）其他违法失职行为。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法制机构和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执法监督职责的； 

  （二）违法行使行政执法监督职权的； 

  （三）利用行政执法监督权为本单位或者个人谋取私利的； 

  （四）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8.3.16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04〕24 号 

http://www.njzffz.gov.cn/njszffzbgs/200801/t20080129_1214407.html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0909/t20090915_88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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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04〕24 号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 号，以下简称《纲要》)已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印发，现就贯彻

落实《纲要》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把贯彻落实《纲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纲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总结了近年来推进依法行政的基本经验，适应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规定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

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政策文件。

国务院各部门都要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充分认识《纲要》的重大意义，把贯彻落实《纲要》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把《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提供保障。 

  二、突出重点，明确分工 

  贯彻落实《纲要》是一项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根据各自的职能，明确工作任

务，突出工作重点，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现就各部门各单位重点工作任务作如下分工： 

  (一)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积极研究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决策权，完善政府内部决策规则、决策程序以及行政决策的监督制

度和机制，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

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国务院办公厅、中央编办、监察部、行政学院、社科院) 

  (二)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1.围绕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制定政府立法工作计划，做到立法

决策与改革决策相统一，立法进程与改革进程相适应。(法制办组织有关部门) 

  2.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三结

合。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立法征求意见制度。研究建立有关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的说明制度。探索建立有

关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法制办组织有关部门) 

  3.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方便公众对公开的政府信息的获取、查阅。(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办、信息办、

信息产业部、财政部) 

  4.建立健全行政法规、规章修改和废止的工作制度以及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定期清理和定期评价制度。(法制办

组织有关部门) 

  (三)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科学划分和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核定人员编制，实现政府职能、机

构和编制的法定化。加强对各级行政机关职能争议的协调。(中央编办) 

  2.完善各类市场监管制度，确保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保证市场监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打破部门保护、地

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研究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

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质检总局、

商务部、建设部、国土资源部、食品药品监管局、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电监会) 

  3.研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实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能分开的具体措施，加强对行业

组织和中介机构的引导和规范。(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人事部、民政部、国资委、商务部、工商总局、财政部、

监察部、行政学院、社科院) 

  4.完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劳动保障部、卫生部、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 

  5.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法律制度和机制(包括起草紧急状态法)，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妥

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国务院办公厅组织有关部门) 

  6.建立健全有关集中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的法律制度，实现规范的部门预算。(财政部、发展改革委) 

  7.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清理和规范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收费。(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8.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和津补贴，解决同一地区不同行政机关相同职级工作人员收

入差距较大的矛盾。(人事部、财政部) 

  9.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减少行政许可项目，规范行政许可行为，研究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监察部、中央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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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办会同有关部门) 

  10.加快电子政务体系建设，推进政府上网工程的建设和运用，扩大政府网上办公的范围，逐步实现政府部门之

间的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国务院办公厅、国信办、信息产业部、发展改革委) 

  (四)理顺行政执法体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1.研究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工作机制，继续

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中央编办、法制办、财政部、监察部) 

  2.建立健全有关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关监

督检查记录、证据材料和执法文书进行立卷归档。(法制办组织有关部门) 

  3.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人事部、法制办、中央编办) 

  4.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依法界定执法职责，科学设定执法岗位，规范执法程序。建立公开、公平、公正

的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或者错案责任追究制。探索建立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奖惩机制和办法。(法制办、中央编

办、监察部、人事部) 

  (五)探索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1.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积极探索解决民事纠纷的新机制。完善人民调解制度，

预防和化解民事纠纷。(司法部、信访局、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劳动保障部、法制办) 

  2.完善信访法律制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通过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保障信访人、举报人的权利和人身安全。

(信访局、监察部) 

  (六)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 

  1.完善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制度和机制，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建立依法对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提出异议的处理机制和办法。(法制办) 

  2.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完善有关行政复议程序和工作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机构的队伍建设，提高行政复议工

作人员的素质，做好行政复议工作。探索提高行政复议工作质量的新方式、新举措。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

(法制办、监察部) 

  3.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制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得赔偿。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财政部、

法制办) 

  4.探索建立行政赔偿程序中的听证、协商、和解制度。(法制办、财政部) 

  5.建立健全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经常性监督制度，探索层级监督的新方式，强化上级行政机关对下

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办、监察部) 

  6.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机制，确保专门监督机关切实履行职责，依法独立开展专门监督，并与检察机关密切配

合，及时通报情况，形成监督合力。(审计署、监察部) 

  7.探索拓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实施监督的渠道，完善监督机制，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

监督创造条件。完善群众举报违法行为的制度。研究建立对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及时作出

处理的工作机制。(监察部、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 

  (七)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 

  1.研究建立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对领导干部进行依法行政知识培训。探索对领导干部任职前实

行法律知识考试的制度。(人事部、法制办、司法部) 

  2.研究建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强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通用法律知识以及专门法律知识等依法行政知

识的培训。(人事部、法制办、司法部) 

  3.建立和完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情况考核制度，制定具体的措施和办法，把依法行政情况作为考核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重要内容。(人事部、法制办) 

  4.采取各种形式，加强普法和法制宣传，增强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观念和意识，积极引导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逐步形成与建设法治政府相适应的良好社会氛围。(司法部、法制办) 

  (八)完善措施，切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1.研究建立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贯彻《纲要》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度。对贯彻落实《纲要》不力的，要

严肃纪律，追究有关人员相应的责任。(国务院办公厅、监察部、法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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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究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定期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工作部门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情况的具体办法。(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办) 

  3.研究切实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的具体措施和办法，确保充分发挥政府法制机构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

谋、助手和法律顾问的作用，并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中央编办、财政部、法制办) 

  三、加强领导，精心规划，加大宣传，强化检查，切实把《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纲要》的贯彻落实，关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关系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一项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系统工

程，要常抓不懈。国务院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和安排，扎实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狠抓落实。 

  (一)加强领导，把《纲要》的贯彻落实摆上重要日程。要按照执政为民的要求，切实加强对依法行政的领导。

国务院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贯彻执行《纲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一级抓一级，

逐级抓落实。牵头部门和单位要切实担负起统筹协调的责任，明确工作进度，认真抓好组织协调，坚持重大问题主

动协商、共同研究，充分调动有关方面的积极性；其他责任单位要主动配合，积极参与，共同完成好所承担的任务。 

  (二)制定规划，分步推进。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本部门本单位贯彻落实《纲要》的实施意见、具体办法和配套

措施，确定不同阶段的目标要求，提出工作进度，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整体推进，确保《纲要》得到全面正确执

行。 

  (三)注重制度建设，以创新的精神做好工作。抓紧制定和完善《纲要》的配套政策措施，形成有利于全面推进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制度环境。对依法行政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对策，提出切

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中形成的经验要及时总结，不断推进依法行政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机

制创新和方法创新。 

  (四)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有利于贯彻落实《纲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舆论环境。国务院各有

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宣传工作方案，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纲要》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把思想统一到《纲要》

的精神上来。要通过组织自学和举办培训班、研讨会、报告会等方式，不断加深对《纲要》的理解，提高认识。 

  (五)加强督促检查，狠抓工作落实。国务院各部门要对照工作规划、目标要求和工作进度，抓好督促检查，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法制办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做好协调服务、督促指导、政策研究和情况交流工作，

为贯彻执行《纲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的作用。 

                                         国务院办公厅 

                       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8.3.16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试点工

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14号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2/10/content_5167071.htm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试点工作方案》已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2017 年 1 月 1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试点工作方案 

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以下统称三项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对于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履行职责，维护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现就开展三项制度试点工作，制定以下方案。 

一、基本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年）》，

按照依法有序、科学规范、便捷高效的原则，紧密联系实际，突出问题导向，积极稳妥实施，探索总结可复制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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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的经验做法，促进行政执法公开透明、合法规范，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经济社

会发展环境。 

二、试点任务 

确定在天津市、河北省、安徽省、甘肃省、国土资源部以及呼和浩特市等 32 个地方和部门开展试点（《试点地方、

部门及试点任务表》附后）。地方人民政府试点的，其所属的所有行政执法主体均为试点单位；国务院部门试点的，

由其自行确定具体试点单位；地方人民政府部门试点的，该政府部门为试点单位。各试点地方和部门根据实际情况，

可以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六类行政执法行为中选择全部或者部分开

展试点。 

（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试点单位要依法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开有关行政执法信息，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要

主动表明身份，接受社会监督。 

1.加强事前公开。要结合政府信息公开、权力和责任清单公布、“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等工作，在门户网站和办事

大厅、服务窗口等场所，公开行政执法主体、人员、职责、权限、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依据、程序、监督方式和救

济渠道等信息，并健全公开工作机制，实行动态调整。要编制并公开执法流程、服务指南，方便群众办事。 

2.规范事中公示。行政执法人员从事执法活动，要佩带或者出示能够证明执法资格的执法证件，出示有关执法文书，

做好告知说明工作。服务窗口要明示工作人员岗位工作信息。 

3.推动事后公开。探索行政执法决定公开的范围、内容、方式、时限和程序，完善公开信息的审核、纠错和监督机

制。“双随机”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4.统一公示平台。试点地方的人民政府要确定本级政府和部门行政执法信息公示的统一平台，归集政府所属部门行

政执法信息，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实现执法信息互联互通。 

（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试点单位应当通过文字、音像等记录方式，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记录并归档，实现全

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 

1.规范文字记录。要把行政执法文书作为全过程记录的基本形式，根据执法行为的种类、性质、流程等规范执法文

书的制作，推行执法文书电子化，明确执法案卷标准，确保执法文书和案卷完整准确，便于监督管理。 

2.推行音像记录。对现场检查、随机抽查、调查取证、证据保全、听证、行政强制、送达等容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执

法过程，要进行音像记录。对直接涉及人身自由、生命健康、重大财产权益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场所，要进行全

过程音像记录。 

3.提高信息化水平。要积极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结合办公自动化系统建设，探索成本低、效果好、易保存、不

能删改的记录方式。 

4.强化记录实效。建立健全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收集、保存、管理、使用等工作制度，加强数据统计分析，充分发

挥全过程记录信息在案卷评查、执法监督、评议考核、舆情应对、行政决策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等工作中的作用。 

（三）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试点单位作出重大执法决定之前，必须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

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1.落实审核主体。试点单位的法制机构负责本单位的法制审核工作。试点单位要配备和充实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

强、具有法律专业背景并与法制审核工作任务相适应的法制审核人员，建立定期培训制度，提高法制审核人员的法

律素养和业务能力。要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在法制审核工作中的作用。 

2.确定审核范围。要结合行政执法行为的类别、执法层级、所属领域、涉案金额以及对当事人、社会的影响等因素，

确定重大执法决定的范围，探索建立重大执法决定目录清单制度。有条件的试点单位可以对法定简易程序以外的所

有执法决定进行法制审核。 

3.明确审核内容。要针对不同行政执法行为，明确具体审核内容，重点审核执法主体、管辖权限、执法程序、事实

认定、行政裁量权运用和法律适用等情形。 

4.细化审核程序。要根据重大执法决定的实际情况，编制法制审核工作流程，明确法制审核送审材料，规范法制审

核工作方式和处理机制，规定法制审核时限，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由国务院法制办、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组成的

试点工作协调机制，研究、协调、指导试点工作。负责组织实施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

部门，要高度重视试点工作，指导研究制定试点实施方案并监督落实，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开展工作交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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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试点地方的人民政府要成立由负责法制、编制、信息公开、发展改革、财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工作的部门参加的试点工作协调小组，落实机构、人员及信息系统、装备、经费等保障措施，

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工作。 

（二）强化统筹衔接。开展试点工作要与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编制权力和责任清单、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规范行政执法程序、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等改革任务相结合，统筹协调

推进，着力解决执法领域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积极推动本系统执法办案、信息公示等平台

与地方执法信息公示平台的互联互通。 

（三）鼓励探索创新。开展试点工作要与开展建设法治政府示范创建活动相结合，因地制宜，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

积极探索多种模式，不断创新行政执法体制机制。相对成熟的方面要规范完善，相对薄弱的环节要健全强化。 

（四）做好评估总结。试点工作在 2017 年底前完成。负责组织实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

部门要在 2017 年底前组织试点单位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并将总结报告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法制办要会同有

关方面对试点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及时研究试点工作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定期交流、通报试点进展情况；试点

工作结束后，研究提出全面推行的意见。 

附件：试点地方、部门及试点任务表 

 

附件 

 

试点地方、部门及试点任务表 

 

序号 试点地方、部门 试点任务 组织实施单位 

1 天津市 三项制度 天津市人民政府 

2 河北省 三项制度 河北省人民政府 

3 安徽省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安徽省人民政府 

4 甘肃省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甘肃省人民政府 

5 国土资源部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重大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国土资源部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7 国家税务总局 三项制度 国家税务总局 

8 呼和浩特市 三项制度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9 沈阳市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辽宁省人民政府 

10 调兵山市 三项制度 

11 白山市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吉林省人民政府 

12 海门市 三项制度 江苏省人民政府 

13 宁波市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浙江省人民政府 

14 南昌市 
三项制度 江西省人民政府 

15 赣州市 

16 淄博市 
三项制度 山东省人民政府 

17 胶州市 

18 衡阳市 三项制度 湖南省人民政府 

19 广州市 
三项制度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 中山市 

21 泸州市 
三项制度 四川省人民政府 

22 成都市金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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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贵安新区管委会 
三项制度 贵州省人民政府 

24 毕节市 

25 中卫市 三项制度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6 荆州海事局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交通运输部 

27 徐州市商务局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商务部 

28 常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三项制度 文化部 

29 江苏省卫生监督所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30 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31 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32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8.3.166）《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1995 年 9 月 3 日国务院令 184 号，2019 年 4 月 23 日） 

http://www.ccc.gov.cn/xxgk/jsfg/xzfg/2011-12-26-102715.html 1995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8998.html 1995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468852.htm 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199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１８４号） 

现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总理  

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注册建筑师的管理，提高建筑设计质量与水平，保障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共

利益，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注册建筑师，是指依法取得注册建筑师证书并从事房屋建筑设计及相关业务的人员。 

  注册建筑师分为一级注册建筑师和二级注册建筑师。 

  第三条 注册建筑师的考试、注册和执业，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

事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注册建筑师的考试、注册和执业实施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注

册建筑师的考试和注册的具体工作。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代表和

建筑设计专家组成。 

  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其

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代表和建筑设计专家组成。 

  第六条 注册建筑师可以组建注册建筑师协会，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考试和注册 

  第七条 国家实行注册建筑师全国统一考试制度。注册建筑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商国务院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 

  第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参加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 

  （一）取得建筑学硕士以上学位或者相近专业工学博士学位，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２年以上的； 

  （二）取得建筑学学士学位或者相近专业工学硕士学位，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３年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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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有建筑学专业大学本科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５年以上的，或者具有建筑学相近专业

大学本科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７年以上的； 

  （四）取得高级工程师技术职称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３年以上的，或者取得工程师技术职称并从事建

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５年以上的； 

  （五）不具有前四项规定的条件，但设计成绩突出，经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认定达到前四项规定的专业

水平的。 

  第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参加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 

  （一）具有建筑学或者相近专业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２年以上的； 

  （二）具有建筑设计技术专业或者相近专业大专毕业以上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３年以上的； 

  （三）具有建筑设计技术专业４年制中专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５年以上的； 

  （四）具有建筑设计技术相近专业中专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７年以上的； 

  （五）取得助理工程师以上技术职称，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３年以上的。 

  第十条 本条例施行前已取得高级、中级技术职称的建筑设计人员，经所在单位推荐，可以按照注册建筑师全

国统一考试办法的规定，免予部分科目的考试。 

  第十一条 注册建筑师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注册建筑师资格的，可以申请注册。 

  第十二条 一级注册建筑师的注册，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负责；二级注册建筑师的注册，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负责。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５年的； 

  （三）因在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行政处分，自处罚、处分决定之日起至

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２年的； 

  （四）受吊销注册建筑师证书的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５年的； 

  （五）有国务院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的。 

  第十四条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依照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

定，决定不予注册的，应当自决定之日起１５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人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１５

日内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 

  第十五条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应当将准予注册的一级注册建筑师名单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应当将准予注册的二级注册建筑师名单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有关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

的注册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通知有关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撤销注册，收回注册建筑师证书。 

  第十六条 准予注册的申请人，分别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

会核发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的一级注册建筑师证书或者二级注册建筑师证书。 

  第十七条 注册建筑师注册的有效期为２年。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注册的，应当在期满前３０日内办理注册手

续。 

  第十八条 已取得注册建筑师证书的人员，除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注册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准予注册的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撤销注册，收回注册建筑

师证书： 

  （一）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刑事处罚的； 

  （三）因在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行政处分的； 

  （四）自行停止注册建筑师业务满２年的。 

  被撤销注册的当事人对撤销注册、收回注册建筑师证书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撤销注册、收回注册建筑师证书

的通知之日起１５日内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 

  第十九条 被撤销注册的人员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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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执业 

  第二十条 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 

  （一）建筑设计； 

  （二）建筑设计技术咨询； 

  （三）建筑物调查与鉴定； 

  （四）对本人主持设计的项目进行施工指导和监督； 

  （五）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一条 注册建筑师执行业务，应当加入建筑设计单位。 

  建筑设计单位的资质等级及其业务范围，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二条 一级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不受建筑规模和工程复杂程度的限制。二级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不

得超越国家规定的建筑规模和工程复杂程度。 

  第二十三条 注册建筑师执行业务，由建筑设计单位统一接受委托并统一收费。 

  第二十四条 因设计质量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建筑设计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建筑设计单位有权向签字的注册建

筑师追偿。 

第四章 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五条 注册建筑师有权以注册建筑师的名义执行注册建筑师业务。 

  非注册建筑师不得以注册建筑师的名义执行注册建筑师业务。二级注册建筑师不得以一级注册建筑师的名义执

行业务，也不得超越国家规定的二级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执行业务。 

  第二十六条 国家规定的一定跨度、跨径和高度以上的房屋建筑，应当由注册建筑师进行设计。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修改注册建筑师的设计图纸，应当征得该注册建筑师同意；但是，因特殊情况不

能征得该注册建筑师同意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注册建筑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二）保证建筑设计的质量，并在其负责的设计图纸上签字； 

  （三）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单位和个人的秘密； 

  （四）不得同时受聘于二个以上建筑设计单位执行业务； 

  （五）不得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行业务。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建筑师考试合格资格或者注册建筑师证书的，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

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取消考试合格资格或者吊销注册建筑师证书；对负有直接责任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未经注册擅自以注册建筑师名义从事注册建筑师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违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注册建筑师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违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执行业务或者由全

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吊销注册建筑师证书： 

  （一）以个人名义承接注册建筑师业务、收取费用的； 

  （二）同时受聘于二个以上建筑设计单位执行业务的； 

  （三）在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中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 

  （四）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行业务的； 

  （五）二级注册建筑师以一级注册建筑师的名义执行业务或者超越国家规定的执业范围执行业务的。 

  第三十二条 因建筑设计质量不合格发生重大责任事故，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该建筑设计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

建筑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行业务；情节严重的，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吊销注册建筑师证书。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注册建筑师同意擅自修改其设计图纸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纠正；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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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建筑设计单位，包括专门从事建筑设计的工程设计单位和其他从事建筑设计的工程设

计单位。 

  第三十六条 外国人申请参加中国注册建筑师全国统一考试和注册以及外国建筑师申请在中国境内执行注册

建筑师业务，按照对等原则办理。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1995 年 9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84 号发布 根据 2019 年 4 月 23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

规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注册建筑师的管理，提高建筑设计质量与水平，保障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注册建筑师，是指依法取得注册建筑师证书并从事房屋建筑设计及相关业务的人员。 

注册建筑师分为一级注册建筑师和二级注册建筑师。 

第三条 注册建筑师的考试、注册和执业，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

政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注册建筑师的考试、注册和执业实施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注册建

筑师的考试和注册的具体工作。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代表和建筑

设计专家组成。 

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其他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代表和建筑设计专家组成。 

第六条 注册建筑师可以组建注册建筑师协会，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考试和注册 

第七条 国家实行注册建筑师全国统一考试制度。注册建筑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

国务院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商国务院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 

第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参加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 

（一）取得建筑学硕士以上学位或者相近专业工学博士学位，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2 年以上的； 

（二）取得建筑学学士学位或者相近专业工学硕士学位，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3 年以上的； 

（三）具有建筑学专业大学本科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5 年以上的，或者具有建筑学相近专业大学

本科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7 年以上的； 

（四）取得高级工程师技术职称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3 年以上的，或者取得工程师技术职称并从事建筑设

计或者相关业务 5 年以上的； 

（五）不具有前四项规定的条件，但设计成绩突出，经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认定达到前四项规定的专业水平

的。 

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的人员应当取得学士学位。 

第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参加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 

（一）具有建筑学或者相近专业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2 年以上的； 

（二）具有建筑设计技术专业或者相近专业大专毕业以上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3 年以上的； 

（三）具有建筑设计技术专业 4 年制中专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5 年以上的； 

（四）具有建筑设计技术相近专业中专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7 年以上的； 

（五）取得助理工程师以上技术职称，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 3 年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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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本条例施行前已取得高级、中级技术职称的建筑设计人员，经所在单位推荐，可以按照注册建筑师全国统

一考试办法的规定，免予部分科目的考试。 

第十一条 注册建筑师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注册建筑师资格的，可以申请注册。 

第十二条 一级注册建筑师的注册，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负责；二级注册建筑师的注册，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负责。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5 年的； 

（三）因在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行政处分，自处罚、处分决定之日起至申请

注册之日止不满 2 年的； 

（四）受吊销注册建筑师证书的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5 年的； 

（五）有国务院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的。 

第十四条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依照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

决定不予注册的，应当自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人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 

第十五条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应当将准予注册的一级注册建筑师名单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省、

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应当将准予注册的二级注册建筑师名单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有关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的注

册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通知有关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撤销注册，收回注册建筑师证书。 

第十六条 准予注册的申请人，分别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核

发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的一级注册建筑师证书或者二级注册建筑师证书。 

第十七条 注册建筑师注册的有效期为 2 年。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注册的，应当在期满前 30 日内办理注册手续。 

第十八条 已取得注册建筑师证书的人员，除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注册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准予注册的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撤销注册，收回注册建筑师

证书： 

（一）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刑事处罚的； 

（三）因在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行政处分的； 

（四）自行停止注册建筑师业务满 2 年的。 

被撤销注册的当事人对撤销注册、收回注册建筑师证书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撤销注册、收回注册建筑师证书的通

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 

第十九条 被撤销注册的人员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注册。 

第三章 执 业 

第二十条 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 

（一）建筑设计； 

（二）建筑设计技术咨询； 

（三）建筑物调查与鉴定； 

（四）对本人主持设计的项目进行施工指导和监督； 

（五）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一条 注册建筑师执行业务，应当加入建筑设计单位。 

建筑设计单位的资质等级及其业务范围，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二条 一级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不受建筑规模和工程复杂程度的限制。二级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不得超

越国家规定的建筑规模和工程复杂程度。 

第二十三条 注册建筑师执行业务，由建筑设计单位统一接受委托并统一收费。 

第二十四条 因设计质量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建筑设计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建筑设计单位有权向签字的注册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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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偿。 

第四章 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五条 注册建筑师有权以注册建筑师的名义执行注册建筑师业务。 

非注册建筑师不得以注册建筑师的名义执行注册建筑师业务。二级注册建筑师不得以一级注册建筑师的名义执行业

务，也不得超越国家规定的二级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执行业务。 

第二十六条 国家规定的一定跨度、跨径和高度以上的房屋建筑，应当由注册建筑师进行设计。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修改注册建筑师的设计图纸，应当征得该注册建筑师同意；但是，因特殊情况不能征

得该注册建筑师同意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注册建筑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二）保证建筑设计的质量，并在其负责的设计图纸上签字； 

（三）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单位和个人的秘密； 

（四）不得同时受聘于二个以上建筑设计单位执行业务； 

（五）不得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行业务。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建筑师考试合格资格或者注册建筑师证书的，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取消考试合格资格或者吊销注册建筑师证书；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未经注册擅自以注册建筑师名义从事注册建筑师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注册建筑师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执行业务或者由全国注

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吊销注册建筑师证书： 

（一）以个人名义承接注册建筑师业务、收取费用的； 

（二）同时受聘于二个以上建筑设计单位执行业务的； 

（三）在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中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 

（四）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行业务的； 

（五）二级注册建筑师以一级注册建筑师的名义执行业务或者超越国家规定的执业范围执行业务的。 

第三十二条 因建筑设计质量不合格发生重大责任事故，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该建筑设计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建筑

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行业务；情节严重的，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吊销注册建筑师证书。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注册建筑师同意擅自修改其设计图纸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纠正；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建筑设计单位，包括专门从事建筑设计的工程设计单位和其他从事建筑设计的工程设计单

位。 

第三十六条 外国人申请参加中国注册建筑师全国统一考试和注册以及外国建筑师申请在中国境内执行注册建筑

师业务，按照对等原则办理。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167）《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2008 年 1 月 29 日建设部令第 167 号）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8-02/13/content_888633.htm 

http://www.mohurd.gov.cn/zqyj/200710/P020080423428363439022.doc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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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7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已于 2008 年 1 月 8 日经建设部第 145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

予发布，自 2008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

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建筑师的考试、注册、执业、继续教育和监督管理，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 注册建筑师，是指经考试、特许、考核认定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证书（以下简称

执业资格证书），或者经资格互认方式取得建筑师互认资格证书（以下简称互认资格证书），并按照本细则注册，取

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以下简称注册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执业印章（以下简称执

业印章），从事建筑设计及相关业务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 

  未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人员，不得以注册建筑师的名义从事建筑设计及相关业务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人事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对全国注册建筑师考试、注册、执业和继续教育实施

指导和监督。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人事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建筑师考试、注册、

执业和继续教育实施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负责注册建筑师考试、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制定颁布注册建筑师有关标

准以及相关国际交流等具体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注册建筑师考试、注册以及协助全国注册建筑师

管理委员会选派专家等具体工作。 

  第六条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委员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商人事主管部门聘任。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人事主管部门、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的代表和建筑设计专家

组成，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若干名。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全

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商同级人事主管部门

参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成立。 

 

第二章 考  试 

 

  第七条 注册建筑师考试分为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和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注册建筑师考试实行全国统一考试，

每年进行一次。遇特殊情况，经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人事主管部门同意，可调整该年度考试次数。 

  注册建筑师考试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统一部署，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 

  第八条 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内容包括：建筑设计前期工作、场地设计、建筑设计与表达、建筑结构、环境控

制、建筑设备、建筑材料与构造、建筑经济、施工与设计业务管理、建筑法规等。上述内容分成若干科目进行考试。

科目考试合格有效期为八年。 

  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内容包括：场地设计、建筑设计与表达、建筑结构与设备、建筑法规、建筑经济与施工等。

上述内容分成若干科目进行考试。科目考试合格有效期为四年。 

  第九条 《条例》第八条第（一）、（二）、（三）项，第九条第（一）项中所称相近专业，是指大学本科及以上

建筑学的相近专业，包括城市规划、建筑工程和环境艺术等专业。 

  《条例》第九条第（二）项所称相近专业，是指大学专科建筑设计的相近专业，包括城乡规划、房屋建筑工程、

风景园林、建筑装饰技术和环境艺术等专业。 

  《条例》第九条第（四）项所称相近专业，是指中等专科学校建筑设计技术的相近专业，包括工业与民用建筑、

建筑装饰、城镇规划和村镇建设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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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例》第八条第（五）项所称设计成绩突出，是指获得国家或省部级优秀工程设计铜质或二等奖（建筑）及

以上奖励。 

  第十条 申请参加注册建筑师考试者，可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报名，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审查，符合《条例》第八条或者第九条规定的，方可参加考试。 

  第十一条 经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在有效期内全部科目考试合格的，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核发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和人事主管部门共同用印的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证书。 

  经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在有效期内全部科目考试合格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核发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人事主管部门共同用印的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证书。 

  自考试之日起，九十日内公布考试成绩；自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颁发执业资格证书。 

  第十二条 申请参加注册建筑师考试者，应当按规定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交纳考务费

和报名费。 

 

第三章 注  册 

 

  第十三条 注册建筑师实行注册执业管理制度。取得执业资格证书或者互认资格证书的人员，必须经过注册方

可以注册建筑师的名义执业。 

  第十四条 取得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并受聘于一个相关单位的人员，应当通过聘用单位向单位工商注册所

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受理后提

出初审意见，并将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报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审批；符合条件的，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

员会颁发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在收到申请人申请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的材料后，应当

即时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五日内一次

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申请初始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审查完毕，并

将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报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

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上报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 

  审查结果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十日，公示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时间内。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自作出审批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在公众媒体上公布审批结果。 

  对申请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审查

完毕。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上报材料之日起，十五日

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 

  二级注册建筑师的注册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依法制定。 

  第十六条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是注册建筑师的执业凭证，由注册建筑师本人保管、使用。 

  注册建筑师由于办理延续注册、变更注册等原因，在领取新执业印章时，应当将原执业印章交回。 

  禁止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执业资格证书、互认资格证书、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第十七条 申请注册建筑师初始注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法取得执业资格证书或者互认资格证书； 

  （二）只受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施工图

审查、城乡规划编制等单位（以下简称聘用单位）； 

  （三）近三年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设计及相关业务一年以上； 

  （四）达到继续教育要求； 

  （五）没有本细则第二十一条所列的情形。 

  第十八条 初始注册者可以自执业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三年内提出申请。逾期未申请者，须符合继续教育的要

求后方可申请初始注册。 

  初始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初始注册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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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资格证书复印件； 

  （三）身份证明复印件； 

  （四）聘用单位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五）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六）相应的业绩证明； 

  （七）逾期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交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十九条 注册建筑师每一注册有效期为二年。注册建筑师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在注册有效期届满

三十日前，按照本细则第十五条规定的程序申请延续注册。延续注册有效期为二年。 

  延续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延续注册申请表； 

  （二）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三）注册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条  注册建筑师变更执业单位，应当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并按照本细则第十五条规定的程序

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变更注册后，仍延续原注册有效期。 

  原注册有效期届满在半年以内的，可以同时提出延续注册申请。准予延续的，注册有效期重新计算。 

  变更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变更注册申请表； 

  （二）新聘用单位资质证书副本的复印件； 

  （三）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四）工作调动证明或者与原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合同的证明文件、劳动仲裁机构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的仲

裁文件、退休人员的退休证明复印件； 

  （五）在办理变更注册时提出延续注册申请的，还应当提交在本注册有效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申请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注册的； 

  （三）未达到注册建筑师继续教育要求的； 

  （四）因受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五年的； 

  （五）因在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行政处分，自处罚、处分决定之日起至

申请之日止不满二年的； 

  （六）受吊销注册建筑师证书的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五年的； 

  （七）申请人的聘用单位不符合注册单位要求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注册建筑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失效： 

  （一）聘用单位破产的； 

  （二）聘用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的； 

  （三）聘用单位相应资质证书被吊销或者撤回的； 

  （四）已与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关系的； 

  （五）注册有效期满且未延续注册的； 

  （六）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七）其他导致注册失效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注册建筑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注册机关办理注销手续，收回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或公告注册

证书和执业印章作废： 

  （一）有本细则第二十二条所列情形发生的； 

  （二）依法被撤销注册的； 

  （三）依法被吊销注册证书的； 

  （五）受刑事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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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注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注册建筑师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注册建筑师本人和聘用单位应当及时向注册机关提出注销注册申请；有关

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注册机关举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告知注册机关。 

  第二十四条 被注销注册者或者不予注册者，重新具备注册条件的，可以按照本细则第十五条规定的程序重新

申请注册。 

  第二十五条 高等学校（院）从事教学、科研并具有注册建筑师资格的人员，只能受聘于本校（院）所属建筑

设计单位从事建筑设计，不得受聘于其他建筑设计单位。在受聘于本校（院）所属建筑设计单位工作期间，允许申

请注册。获准注册的人员，在本校（院）所属建筑设计单位连续工作不得少于二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

门商教育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六条 注册建筑师因遗失、污损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需要补办的，应当持在公众媒体上刊登的遗失

声明的证明，或者污损的原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向原注册机关申请补办。原注册机关应当在十日内办理完毕。 

第四章 执  业 

  第二十七条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当受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施工图审查、城乡规划编制等单位，经注册后方可从事相应的执业活动。 

  从事建筑工程设计执业活动的，应当受聘并注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个具有工程设计资质的单位。 

  第二十八条 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具体为： 

  （一）建筑设计； 

  （二）建筑设计技术咨询； 

  （三）建筑物调查与鉴定； 

  （四）对本人主持设计的项目进行施工指导和监督； 

  （五）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本条第一款所称建筑设计技术咨询包括建筑工程技术咨询，建筑工程招标、采购咨询，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建

筑工程设计文件及施工图审查，工程质量评估，以及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建筑技术咨询业务。 

  第二十九条 一级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不受工程项目规模和工程复杂程度的限制。二级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

围只限于承担工程设计资质标准中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中规定的小型规模的项目。 

  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不得超越其聘用单位的业务范围。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与其聘用单位的业务范围不符

时，个人执业范围服从聘用单位的业务范围。 

  第三十条 注册建筑师所在单位承担民用建筑设计项目，应当由注册建筑师任工程项目设计主持人或设计总负

责人；工业建筑设计项目，须由注册建筑师任工程项目建筑专业负责人。 

  第三十一条 凡属工程设计资质标准中建筑工程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规定的工程项目，在建筑工程设计的

主要文件（图纸）中，须由主持该项设计的注册建筑师签字并加盖其执业印章，方为有效。否则设计审查部门不予

审查，建设单位不得报建，施工单位不准施工。 

  第三十二条 修改经注册建筑师签字盖章的设计文件，应当由原注册建筑师进行；因特殊情况，原注册建筑师

不能进行修改的，可以由设计单位的法人代表书面委托其他符合条件的注册建筑师修改，并签字、加盖执业印章，

对修改部分承担责任。 

  第三十三条 注册建筑师从事执业活动，由聘用单位接受委托并统一收费。 

第五章 继续教育 

  第三十四条 注册建筑师在每一注册有效期内应当达到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制定的继续教育标准。继续

教育作为注册建筑师逾期初始注册、延续注册、重新申请注册的条件之一。 

  第三十五条 继续教育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在每一注册有效期内各为四十学时。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注册建筑师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注册建筑师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建设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注册建筑师提供资格证书、注册证书、执业印章、设计文件（图纸）； 

  （二）进入注册建筑师聘用单位进行检查，查阅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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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细则及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注册建筑师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

签字后归档。 

  第三十八条 建设主管部门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并出示执法证件，不得妨

碍注册建筑师正常的执业活动，不得谋取非法利益。 

  注册建筑师和其聘用单位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第三十九条 注册建筑师及其聘用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向注册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注册建筑师信用档

案信息。 

  注册建筑师信用档案应当包括注册建筑师的基本情况、业绩、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内容。违法违规行为、被

投诉举报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注册建筑师的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注册建筑师信用档案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的，注册机关不予受理，并由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申

请人一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 

  第四十一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省、自

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撤销注册证书并收回执业印章，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并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其中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

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细则，未受聘并注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个具有工程设计资质的单位，从事建筑工程

设计执业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细则，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细则，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执业资格证书、互认资格证书、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其中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细则，注册建筑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注册建筑师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聘用单位为申请人提供虚假注册材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可

以撤销其注册： 

  （一）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四）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人事主管部门及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的工作人员，在注册建筑师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执业资格证书、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颁发执业资格证书、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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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证书由国务院人事主管部门统一制作；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执业印章

和互认资格证书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统一制作；二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统一制作。 

  第五十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有关协议，报名

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和申请注册。 

  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按照对等原则办理；申请建筑师注册的，其所在国应当已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签署双方建筑师对等注册协议。 

  第五十一条 本细则自 2008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1996 年 7 月 1 日建设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

师条例实施细则》（建设部令第 52 号）同时废止。 

 

 

 

8.3.168）《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87 号 2001 年 3 月 14 日 ，建设部令第 159 号 2007 年 6 月 26

日修改，自 2015 年 3 月 1 日 建设部令第 22 号） 

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Db=chl&Gid=35423 2001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7/10/content_678695.htm  2007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1502/t20150206_220284.html 2015 

http://www.hunanjs.gov.cn/zjtmh/12/25/62/content_129178.html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87 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于 2001 年 3 月 14 日经第 38 次部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 俞正声  

二○○一年四月十八日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实施对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建筑业企业，是指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活

动的企业。 

第三条 建筑业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净资产、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

质条件申请资质，经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归口管理工作。国务院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

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相关资质类别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归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水利、通信等有关部门配合同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相关资质类别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管理

工作。 

第二章 资质分类和分级 

第五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分为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三个序列。 

获得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对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或者对主体工程实行施工承包。承担施工总承包的企业可

以对所承接的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将非主体工程或者劳务作业分包给具有相应专业承包资质或者劳务分包资

质的其他建筑业企业。 

获得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企业分包的专业工程或者建设单位按照规定发包的专业工程。专业

承包企业可以对所承接的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将劳务作业分包给具有相应劳务分包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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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劳务分包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企业或者专业承包企业分包的劳务作业。 

第六条 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劳务分包资质序列按照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分别划分为若干资质类别。 

各资质类别按照规定的条件划分为若干等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章 资质申请和审批 

第七条 建筑业企业应当向企业注册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资质。 

中央管理的企业直接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资质，其所属企业申请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和专业承包一级

资质的，由中央管理的企业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同时，向企业注册所在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 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方可到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办理资质申请手续。 

新设立的企业申请资质，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下列资料： 

（一）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企业章程；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企业技术、财务、经营负责人的任职文件、职称证书、身份证； 

（五）企业项目经理资格证书、身份证； 

（六）企业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的职称证书； 

（七）需要出具的其他有关证件、资料。 

第九条 建筑业企业申请资质升级，除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本规定第八条所列资料外，还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一）企业原资质证书正、副本； 

（二）企业的财务决算年报表； 

（三）企业完成的具有代表性工程的合同及质量验收、安全评估资料。 

第十条 施工总承包序列特级和一级企业、专业承包序列一级企业（不含本规定第七条第二款所列企业）资质经省

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中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

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由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商同级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经国务

院有关部门初审同意后，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审核部门应当对建筑业企业的资质条件和申请资质提供

的资料审查核实。 

施工总承包序列和专业承包序列二级及二级以下企业资质，由企业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中交通、水利、通信等方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征得同级有关部门初审同意后审批。 

劳务分包序列企业资质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业企业的资质审批，应当从受理建筑业企业的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 

由有关部门负责初审的，初审部门应当从收到建筑业企业的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完成初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在收到初审材料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审批，并将审批结果通知初审部门。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批结果在公众媒体上公告。 

第十二条 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其资质等级按照最低等级核定，并设一年的暂定期。 

由于企业改制，或者企业分立、合并后组建设立的建筑业企业，其资质等级根据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按照本规定的

审批程序核定。 

第十三条 申请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建筑业企业应当在总承包序列内选择一类资质作为本企业的主项资质，并可以在

总承包序列内再申请其他类不高于企业主项资质级别的资质，也可以申请不高于企业主项资质级别的专业承包资质。

施工总承包企业承担总承包项目范围内的专业工程可以不再申请相应专业承包资质。 

专业承包企业、劳务分包企业可以在本资质序列内申请类别相近的资质。 

第十四条 建筑业企业申请晋升资质等级或者主项资质以外的资质，在申请之日前一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批准： 

（一）与建设单位或者企业之间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以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的； 

（二）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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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 

（四）严重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五）发生过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或者发生过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质量安全事故的； 

（六）隐瞒或者谎报、拖延报告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或者破坏事故现场、阻碍对事故调查的； 

（七）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持证上岗的技术工种的作业人员未经培训、考核，未取得证书上岗，情节严重的； 

（八）未履行保修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 

（九）违反国家有关安全生产规定和安全生产技术规程，情节严重的；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五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条件符合资质等级标准，且未发生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行为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

相应资质等级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伪造、出借、转让《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不得非法扣压、没收《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书》。 

第十七条 建筑业企业在领取新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同时，应当将原资质证书交回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建筑业企业因破产、倒闭、撤销、歇业的，应当将资质证书交回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第四章 监 督 管 理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监督管理。 

禁止任何部门采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外的其他资信、许可等建筑市场准入限制。 

第十九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业企业资质实行年检制度。 

施工总承包特级企业资质和一级企业资质、专业承包一级企业资质，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年检；其中铁

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

年检。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二级及二级以下企业资质、劳务分包企业资质，由企业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年检；其中交通、水利、通信等方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

有关部门联合年检。 

第二十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年检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建筑业企业资质年检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及其他有关

资料，并交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收到企业年检资料后 40 日内对企业资质年检作出结论，并记录在《建筑

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的年检记录栏内。 

第二十一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年检的内容是检查企业资质条件是否符合资质等级标准，是否存在质量、安全、市场

行为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 

建筑业企业年检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三种。 

第二十二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条件符合资质等级标准，且在过去一年内未发生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行为的，年检结

论为合格。 

第二十三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条件中，净资产、人员和经营规模未达到资质等级标准，但不低于资质等级标准的 80％，

其他各项均达到标准要求，且过去一年内未发生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行为的，年检结论为基本合格。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筑业企业的资质年检结论为不合格： 

（一）资质条件中净资产、人员和经营规模任何一项未达到资质等级标准的 80％，或者其他任何一项未达到资质等

级标准的； 

（二）有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 

已经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降低资质等级处罚的行为，年检中不再重复追究。 

第二十五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年检不合格或者连续两年基本合格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重新核定其资质等级。

新核定的资质等级应当低于原资质等级，达不到最低资质等级标准的，取消资质。 

第二十六条 建筑业企业连续三年年检合格，方可申请晋升上一个资质等级。 

第二十七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升级，由企业在资质年检结束后两个月内提出申请，分批集中办理；建筑业企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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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变更事项，应当随时办理。 

第二十八条 降级的建筑业企业，经过一年以上时间的整改，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查确认，达到规定的资质标准，

且在此期间内未发生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行为的，可以按照本规定重新申请原资质等级。 

第二十九条 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参加资质年检的建筑业企业，其资质证书自行失效，且一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资质。 

第三十条 建筑业企业遗失《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声明作废。 

第三十一条 理筑业企业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等，应当在变更后的一个月内，到原审批部门

办理变更手续。其中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企业除企业名称变更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外，企

业地址、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的变更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办理结果向国

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二条 涂改、伪造或者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吊销资质证书，处工程合同价款 2％

以上 4％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三十三条 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并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三十四条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可以

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三十五条 转让、出借《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

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三十六条 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资质变更手续的，责令限期办理，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工程合同价款 0.5％以上 1％以下的

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

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一）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

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 

（二）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或者未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

料取样检测的； 

（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其

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第四十条 资质审批部门未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批资质的，由上级资质审批部门责令改正，已审批的资质无效。 

第四十一条 从事资质管理的工作人员在资质审批和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0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1995 年 10 月 6 日建设部颁布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48 号）同时废止。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59 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于 2006 年 12 月 30 日经建设部第 114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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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实施对建筑业企业资质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建筑业企业，是指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改

建等活动的企业。 

  第三条 建筑业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条件申

请资质，经审查合格，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施工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

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相关资质类别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配合同级建设主管部门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相关资质类别建筑业企

业资质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质序列、类别和等级 

  第五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分为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三个序列。 

  第六条 取得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以下简称施工总承包企业），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工程。施工总承包企

业可以对所承接的施工总承包工程内各专业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将专业工程或劳务作业依法分包给具有相应

资质的专业承包企业或劳务分包企业。 

  取得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以下简称专业承包企业），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企业分包的专业工程和建设单位依

法发包的专业工程。专业承包企业可以对所承接的专业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将劳务作业依法分包给具有相应

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 

  取得劳务分包资质的企业（以下简称劳务分包企业），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分包的劳务作

业。 

  第七条 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劳务分包资质序列按照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分别划分为若干资质类

别。各资质类别按照规定的条件划分为若干资质等级。 

  第八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和各类别等级资质企业承担工程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章 资质许可 

  第九条 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许可，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实施： 

  （一）施工总承包序列特级资质、一级资质； 

  （二）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的企业的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三级资质； 

  （三）水利、交通、信息产业方面的专业承包序列一级资质； 

  （四）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序列一级、二级资质； 

  （五）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不分等级资质、城市轨道交通专业承包不分等级资质。 

  申请前款所列资质的，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其中，

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的企业，应当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企业

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初审完毕并将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

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审查，

公示审查意见，公示时间为 10 日。其中，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由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核，国务院有关部门在 20 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送国务院建设主

管部门。 

  第十条 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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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施工总承包序列二级资质（不含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的企业的施工

总承包序列二级资质）； 

  （二）专业承包序列一级资质（不含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序列一级资质）； 

  （三）专业承包序列二级资质（不含民航、铁路方面的专业承包序列二级资质）； 

  （四）专业承包序列不分等级资质（不含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序列和城市轨道交通专业承包序列的不分等级

资质）。 

  前款规定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定报国务院

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实施： 

  （一）施工总承包序列三级资质（不含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的企业的施工

总承包三级资质）； 

  （二）专业承包序列三级资质； 

  （三）劳务分包序列资质； 

  （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 

  前款规定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定

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一份，副本若干份，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正、副本具备同等法律效力。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 

  第十三条 建筑业企业可以申请一项或多项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多项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应当选择等级最高

的一项资质为企业主项资质。 

  第十四条 首次申请或者增项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及相应的电子文档；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三）企业章程； 

  （四）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财务负责人的身份证明、职称证书、任职文件及相关资质标准要求提供的材料； 

  （五）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明、注册执业证书； 

  （六）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身份证明及养老保险凭证； 

  （七）部分资质标准要求企业必须具备的特殊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身份证明及养老保险凭证； 

  （八）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设备、厂房的相应证明； 

  （九）建筑业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有关材料； 

  （十）资质标准要求的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五条 建筑业企业申请资质升级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一）、（二）、（四）、（五）、（六）、（八）、（十）项所列资料； 

  （二）企业原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三）企业年度财务、统计报表； 

  （四）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 

  （五）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工程业绩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六条 资质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延续资质证书有效期的，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申请办

理资质延续手续。 

  对在资质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行为记录，且注册资本、专业技

术人员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经资质许可机关同意，有效期延续 5 年。 

  第十七条 建筑业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名称、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工商部

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涉及企业名称变更的，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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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变更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 2 日内将有关变更证明材料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在 2 日内办理变更手续。 

  前款规定以外的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 日内办理变更手续，并在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后 15 日内将变更结果报国务院

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变更，办理变更手续的建设主管部门

应当将企业资质变更情况告知同级有关部门。 

  第十八条 申请资质证书变更，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资质证书变更申请；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 

  （四）与资质变更事项有关的证明材料。 

  企业改制的，除提供前款规定资料外，还应当提供改制重组方案、上级资产管理部门或者股东大会的批准决定、

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同意改制重组的决议。 

  第十九条 企业首次申请、增项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不考核企业工程业绩，其资质等级按照最低资质等级核

定。 

  已取得工程设计资质的企业首次申请同类别或相近类别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可以将相应规模的工程总承包业

绩作为工程业绩予以申报，但申请资质等级最高不超过其现有工程设计资质等级。 

  第二十条 企业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的资质等级，但应当

符合相应的资质等级条件。 

  企业分立的，分立后企业的资质等级，根据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按照本规定的审批程序核定。 

  企业改制的，改制后不再符合资质标准的，应按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标准及本规定申请重新核定；资质条件不发

生变化的，按本规定第十八条办理。 

  第二十一条 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资质升级、资质增项，在申请之日起前一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批准企业的资质升级申请和增项申请： 

  （一）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或以其他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或允许其他企业或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 

  （二）与建设单位或企业之间相互串通投标，或以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的； 

  （三）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 

  （四）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的； 

  （五）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六）发生过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过两起以上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 

  （七）恶意拖欠分包企业工程款或者农民工工资的； 

  （八）隐瞒或谎报、拖延报告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或破坏事故现场、阻碍对事故调查的； 

  （九）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需要持证上岗的技术工种的作业人员未取得证书上岗，情节严重的； 

  （十）未依法履行工程质量保修义务或拖延履行保修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十二）其它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企业领取新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时，应当将原资质证书交回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企业需增补（含增加、更换、遗失补办）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应当持资质证书增补申请等材料向资质许可

机关申请办理。遗失资质证书的，在申请补办前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刊登遗失声明。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在 2 日内办理

完毕。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加强对建筑

业企业资质的监督管理。 

  上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建设主管部门资质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资质管理中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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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条 建设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执业证书，有关施工业务的文档，有关

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及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建设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对企业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

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 

  第二十五条 建设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并出示执

法证件，不得妨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企业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监督检查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六条 建筑业企业违法从事建筑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处理建议及时告知该建筑业企业的资质许可机关。 

  第二十七条 企业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建设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利害关

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资质许可机关可以撤回其资质。被撤回建筑业企业

资质的企业，可以申请资质许可机关按照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标准，重新核定资质。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

撤销建筑业企业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资质证书的其他情形。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依法注销建筑业企业资质，并公告其资质证书作废，建筑

业企业应当及时将资质证书交回资质许可机关： 

  （一）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依法申请延续的； 

  （二）建筑业企业依法终止的； 

  （三）建筑业企业资质依法被撤销、撤回或吊销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 有关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及时告知资质许可机关。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将涉及有关铁

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被撤回、撤销和注销的情况告知同级有关部门。 

  第三十一条 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企业信用档案信息。 

  企业的信用档案应当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业绩、工程质量和安全、合同履约等情况。被投诉举报和处理、行政

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企业的信用档案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

给予警告，申请人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 

  第三十三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警告，并依法处以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 

  第三十四条 建筑业企业有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行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建筑业企业未按照本规定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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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条 建筑业企业未按照本规定要求提供建筑业企业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建筑业企业行政处罚的，应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以及

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八条 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

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可以从事资质许可范围相应等级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可以

从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2001 年 4 月 18 日建设部颁布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87 号）同时废止。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经第 20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2015 年 1 月 22 日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促进

建筑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实施对建筑业企业资质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建筑业企业，是指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施工活

动的企业。 

  第三条 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资产、主要人员、已完成的工程业绩和技术装备等条件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

经审查合格，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施工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交通运输、水利、工

业信息化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相关资质类别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水利、通信等有关部门配合同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相关

资质类别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分为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施工劳务资质三个序列。 

  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按照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分别划分为若干资质类别，各资质类别按照规定的条

件划分为若干资质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类别与等级。 

  第六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和取得相应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担工程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七条 国家鼓励取得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拥有全资或者控股的劳务企业。 

  建筑业企业应当加强技术创新和人员培训，使用先进的建造技术、建筑材料，开展绿色施工。 

第二章 申请与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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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企业可以申请一项或多项建筑业企业资质。  

  企业首次申请或增项申请资质，应当申请最低等级资质。 

  第九条 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 

  （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特级资质、一级资质及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 

  （二）专业承包资质序列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

包二级资质；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第十条 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

可： 

  （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二）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

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三）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

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第十一条 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 

  （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二）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 

  （三）施工劳务资质； 

  （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   

  第十二条 申请本规定第九条所列资质的，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其中，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建筑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的企业，可以由国务

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建筑企业向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初审完毕，并将初

审意见和申请材料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公示审查意见，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其中，涉及公路、水运、水利、通信、铁路、

民航等方面资质的，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查。  

  第十三条 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资质许可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并向社会公布。 

  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资质许可程序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及相应的电子文档； 

  （二）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三）企业章程复印件； 

  （四）企业资产证明文件复印件； 

  （五）企业主要人员证明文件复印件； 

  （六）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技术装备的相应证明文件复印件； 

  （七）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有关材料复印件； 

  （八）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五条 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应当如实提交有关申请材料。资质许可机关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办理受理手续。 

  第十六条 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及时将资质许可决定向社会公开，并为公众查询提供便利。 

  第十七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正、副本具备同

等法律效力。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 

第三章 延续与变更 

  第十八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应当于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3 个

月前，向原资质许可机关提出延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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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做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做出决定的，视为准

予延续。   

  第十九条 企业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内名称、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工

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1 个月内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第二十条 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变更，企业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

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变更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 日内将有关变更证明材料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在 2 日内办理变更手续。   

  前款规定以外的资质证书的变更，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另行规定。变更结果应当在资质证书变更后 15 日内，报国务

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涉及公路、水运、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等方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变更，办理变更手续的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应当将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变更情况告知同级有关部门。 

  第二十一条 企业发生合并、分立、重组以及改制等事项，需承继原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应当申请重新核定建

筑业企业资质等级。 

  第二十二条 企业需更换、遗失补办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应当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更换、遗失补办申请

等材料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办理。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在 2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企业遗失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在申请补办前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刊登遗失声明。  

  第二十三条 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升级、资质增项，在申请之日起前一年至资质许可决定作出前，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批准其建筑业企业资质升级申请和增项申请： 

  （一）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或以其他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或允许其他企业或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 

  （二）与建设单位或企业之间相互串通投标，或以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的； 

  （三）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 

  （四）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的； 

  （五）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施工的； 

  （六）恶意拖欠分包企业工程款或者劳务人员工资的； 

  （七）隐瞒或谎报、拖延报告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破坏事故现场、阻碍对事故调查的； 

  （八）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需要持证上岗的现场管理人员和技术工种作业人员未取得证书上岗的； 

  （九）未依法履行工程质量保修义务或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 

  （十）伪造、变造、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 

  （十一）发生过较大以上质量安全事故或者发生过两起以上一般质量安全事故的； 

  （十二）其它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加

强对企业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后是否满足资质标准和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 

  上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资质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建筑业

企业资质管理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十五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企业提供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企业有关人员的注册执业证书、职称证书、岗位证书和考核

或者培训合格证书，有关施工业务的文档，有关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合同管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

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企业进行检查，查阅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及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和被检查企业的有关人员签字确认后

归档。 

  第二十六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证件，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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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名以上人员参加。 

  监督检查人员应当为被检查企业保守商业秘密，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企业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企业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监督检查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七条 企业违法从事建筑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者处理建议及时告知该建筑业企业资质的许可机关。 

  对取得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需要处以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

销资质证书行政处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通过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将违法事实、处理建议及时报送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 

  第二十八条 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应当保持资产、主要人员、技术装备等方面满足相应建筑业企

业资质标准要求的条件。 

  企业不再符合相应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条件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他有关

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向社会公告，整改期限最长不超过 3 个月；企业整改期间不得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

升级、增项，不能承揽新的工程；逾期仍未达到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条件的，资质许可机关可以撤回其建筑业

企业资质证书。 

  被撤回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可以在资质被撤回后 3 个月内，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核定低于原等级同类

别资质的申请。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撤销建筑业企业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准予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准予资质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准予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符合资质标准条件的申请企业准予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资质许可的其他情形。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依法注销建筑业企业资质，并向社会公布其建筑业企业资质

证书作废，企业应当及时将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交回资质许可机关： 

  （一）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依法申请延续的； 

  （二）企业依法终止的； 

  （三）资质证书依法被撤回、撤销或吊销的； 

  （四）企业提出注销申请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一条 有关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及时告知资质许可机关。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将涉及有关

公路、水运、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等方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被撤回、撤销、吊销和注销的情况告知同级有

关部门。 

  第三十二条 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建筑业企业信用档案管理制度。建筑业企业信用档案应当包括企业

基本情况、资质、业绩、工程质量和安全、合同履约、社会投诉和违法行为等情况。 

  企业的信用档案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企业信用档案信息。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其它有关部门依法给予企业行政处罚的，应当将

行政处罚决定以及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四条 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推行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电子化，建立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信息系统。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申请企业隐瞒有关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许可，

并给予警告，申请企业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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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条 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由原资质许可机关予以撤销；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3 万元的罚款；申请企业 3 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 

  第三十七条 企业有本规定第二十三条行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三十八条 企业未按照本规定及时办理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企业在接受监督检查时，不如实提供有关材料，或者拒绝、阻碍监督检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企业未按照本规定要求提供企业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资质标准规定条件的申请企业准予资质许可的； 

  （二）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企业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三）对符合资质标准规定条件的申请企业不予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准予资质许可的；    

  （四）发现违反本规定规定的行为不予查处，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依法处理的； 

  （五）在企业资质许可和监督管理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以及有其他违法行为

的。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007 年 6 月 26 日建设部颁布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159 号）同时废止。 

 

 

8.3.169）《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建办建[2001]24 号 2001 年 5 月 28 日 建市[2007]241 号 2007

年 10 月 18 日修改).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0801/20080105358395.shtml  2007 

http://www.gov.cn/ztzl/2007-11/06/content_797673.htm 2007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2001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省建管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总后营房部工程局：  

  现将《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请通知我部

建筑管理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为

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87 号，以下简称《规定》）和〈关于印发《建筑业企

业资质等级标准》的通知〉（建设部 建建[2001]82 号，以下简称《标准》），结合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及建筑业企业

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资质证书的授予  

  1、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只授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装

修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建筑施工活动，依法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符合《规

定》和《标准》的建筑业企业。  

  2、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不授予事业单位、社团组织，不授予主营为勘察、设计、工商贸、房地产等不是建筑

施工的企业，不授予上述企事业单位所属的不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建筑施工单位，不授予企业集团，只授予符

合条件的企业集团的母公司和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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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资质的申请  

  3、建筑业企业申请资质，应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向企业注册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申请。  

  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和地（州、盟、市）所属建筑业企业的申请渠道，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4、《规定》第七条所称直接向建设部申请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和专业承包一级资质的中央管理的企业所属企

业是指：  

  （1）中央管理的企业的全资子公司；  

  （2）中央管理的企业持股比例超过 50％的子公司；  

  （3）以上（1）、（2）所列企业的全资子公司和其持股比例超过 50％的子公司。  

  上述企业，征得母公司同意后，可以通过注册所在地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资质。  

  上述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申请各类各级资质，均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向企业注册所在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申请。  

  5、对需要报送建设部审批的企业资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由建筑管理职

能处（室）统一归口，向建设部建筑管理司申报。  

  三、主项资质和增项资质  

  6、建筑业企业可以申请一项资质或者多项资质。申请多项资质的，应当选择一项作为主项资质，其余为增项

资质。  

  企业的增项资质级别不得高于主项资质级别。  

  施工总承包企业可以申请施工总承包序列内各类别资质，也可以申请不超过 5 项的专业承包类别资质，但不得

申请劳务分包类别资质。  

  专业承包企业除主项资质外，还可以申请不超过 5 项的相近专业类别资质，但不得申请施工总承包序列、劳务

分包序列各类别资质。  

  劳务分包企业可以申请本序列内各类别资质，但不得申请施工总承包序列、专业承包序列各类别资质。  

  7、《规定》第十三条所称施工总承包企业承担总承包项目范围内的专业工程可以不再申请相应专业承包资质，

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投标或承包施工总承包项目，对承担总承包项目范围内各专业工程的施工，不必申请相应的专

业承包类别资质。  

  施工总承包企业投标或承包其他企业依法分包或者建设单位依法单独发包的专业工程，须具备相应的专业承包

类别资质。  

  8、建筑业企业申请多项资质的，企业的资本金、净资产应达到各项资质条件最高的指标。企业的专业技术人

员、工程业绩、机械设备等，应当满足各项资质标准中所要求的条件。  

  9、经资质审批部门批准，企业的主项资质可以与其同序列、同等级的增项资质互换。  

  10、施工总承包序列和专业承包序列资质“暂定”的企业，资质审批部门可视企业实际情况对其承包工程范围

进行限制。  

  四、申请材料  

  11、建筑业企业申请资质，应当按照《规定》第八条的要求，如实填报《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企业法定

代表人必须在《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上签名，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企业的申请材料应当齐全，手续完备。出现数据不全、申请表填报不规范、盖章或印鉴不全、字迹潦草难以辨

认等情况，资质审批部门不予审批。  

  12、建筑业企业申请资质,需报送《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一式四份，附件材料一份。申请铁道、交通、水利、

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资质的企业，每申请一个方面的资质，需增加填写两份《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并将其

相应的附件材料分开装订。  

  13、新设立建筑业企业的附件材料是指《规定》第八条（二）～（七）所要求的全部材料，以及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验资报告。  

  申请资质升级的建筑业企业，附件材料除《规定》第八条（二）～（七）所要求的全部材料外，还包括《规定》

第九条（一）～（三）所要求的全部材料，以及企业报送统计部门的生产情况、财务状况年报表（最新年度的 C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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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及近三年的 C102、C103 表）。  

  14、建筑业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工程业绩（包括境外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均是以独立企业法

人为审核单位。企业(集团)的母、子公司在申请资质时，上述各项指标均不得重复计算；不得将子公司的业绩、人

员、设备、工程结算收入等作为母公司的资质条件。  

  15、附件材料中的企业资质证书、人员职称证书和身份证、财务和统计报表、合同、质量验收、安全评估等资

料可采用复印件，其中资质证书须将正、副本的全部内容进行复印，不得有缺页。申请材料中要求企业加盖公章或

印鉴的，复印的公章或印鉴无效。  

  16、直接接收建筑业企业申请材料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附件材料原件进行核验，确认企业填写的《建

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各项内容与原件相符。  

  具体承担审核任务的部门和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审核责任。  

  上一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资质审批部门对复印的附件材料提出质疑，要求企业出具附件材料原件的，企业应

当出具原件。  

  17、对企业改制，或者企业分立、合并后组建设立的建筑业企业申请资质，除提供《规定》第八条、第九条所

要求的证明和资料外，还应当提供如下说明或证明：新企业与原企业的产权关系、资本构成及资产负债情况；会计

师事务所的验资证明，其中国有企业还需出具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核准文件；新企业与原企业的人员、内部组织机

构的分立与合并情况；工程业绩的分割、合并情况等。  

  原企业申请保留资质的，对原企业的资质须重新核定，重新核定的要求与上款要求相同。  

  18、附件材料中企业的项目经理资格证书和身份证复印件、企业的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职称证书复印件应

当单独装订。报送建设部审批企业资质的，上述材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严格审查

后保存。  

  19、建筑业企业的所有申请材料必须使用中文，如资料原文是其他文字，需附中文译本。  

  20、建筑业企业的所有申请材料一经报出，未经批准，不得修改。  

  21、《规定》第十一条所称受理建筑业企业的申请之日，是指资质审批部门认定下一级部门或企业报送的建筑

业企业资质申请材料已经完备齐全，符合规定的申请程序,明确表示对申请材料已经接受之日。  

  资质审批部门要求建筑业企业对资质申请材料进行补正或说明的，受理之日为收到补正或说明之日。  

  22、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业企业的所有申请、审查等书面材料应当至少保存三年。  

  建设部有权对所有企业申请材料、各级资质审批部门的审批材料进行检查。  

  五、资质审批  

  23、建筑业企业申请施工总承包特级和一级、专业承包一级资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送建设部，由建设部建筑管理司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并提出评审意见；其中涉及铁

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资质的，由建设部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初审。  

  专家委员会提出评审意见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后，建设部审批。  

  二级及以下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审批方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

有关内容，参照前两款办法自行确定。其中，涉及铁道、民航方面二级资质的审批，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目前没有设立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其审批程序暂与一级资质相同。  

  24、对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的审批，参照《规定》第十条规定，按照与涉及交通、水利、信息产业

方面资质相同的方法和程序进行初审。  

  25、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标准没有分级的，其申请和审批程序与专业承包一级企业相同；劳务分包企业资质没有

分级的，其申请和审批程序与劳务分包一级企业相同。  

  26、总承包特级和一级、专业承包一级企业申请二级及以下资质增项的，由企业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于每年的 8 月 31 日前报建设部备案。  

  27、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信息产业部、民航总局、总后营房部尚未脱钩的直属建筑业企业申请各类各级

资质，向其主管部门申请，由其主管部门报建设部审批。其尚未脱钩的直属建筑业企业是指企业的资产、行政、财

务、人事任免均由其主管部门直接进行管理的企业。  

  28、资质审批实行公告制度。特级和一级建筑业企业资质公告在全国发行的综合性报纸或全国建筑管理行业报

纸发布；二级及以下企业公告发布方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自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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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规定》第十四条所列的十种违法违规行为，应当由行为发生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专业部

门将所掌握的情况，提供给资质审批部门，作为进行资质审批的依据。  

  30、对新设立建筑业企业申请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每年年

检结束后的 2 个月内集中办理；对申请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资质的，分期分批集中办理。  

  六、资质年检  

  31、建筑业企业资质年检由资质审批部门负责，年检程序参照企业资质审批程序进行。年检时间为每年的 3～

6 月。  

  32、对施工总承包特级和一级企业、专业承包一级企业的资质年检，建设部委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其中涉及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企业资质年检，由建设部会同有关

部门办理；对中央管理的企业及其所属企业的资质年检，由建设部直接办理。  

  33、《规定》第二十条所称建筑业企业在年检时需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包括企业当年报送统计部门的统计年

报。  

  34、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对本辖区内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建立管理档案，实行跟踪管

理，对有《规定》第十四条所列十种行为的，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罚外，还应当及时记录在案，并反映给该企业

的资质审批部门，对企业资质年检时按《规定》第二十四条办理。  

  35、建筑业企业在中国境外以及港澳台地区承包工程，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以及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事件的，

企业注册所在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记录在案，在对企业资质年检时按照《规定》第二十四条办理。  

  36、资质审批部门应当在企业年检后，在企业资质证书副本相应栏目内注明年检结论和“有效期一年”字样。  

  37、资质审批部门应当在企业年检结束后 30 日内，在公众媒体上公布年检不合格的企业以及没有在规定时间

内参加年检的企业名单。  

  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参加年检的企业，其资质证书自行失效。如该企业一年后重新申请资质，资质审批部门应当

按照企业实际达到资质标准的下一个等级核定。  

  38、资质年检完成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下列材料于 8 月 31 日之前

报送建设部：  

  （1）年检总结；  

  （2）年检汇总表；  

  （3）特级和一级建筑业企业的《建筑业企业资质年检表》、《建筑业企业统计年报表》；  

  （4）本行政区域内建筑业行业统计报表的汇总表；  

  （5）其他需报送的材料。  

  七、资质证书  

  39、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由建设部统一印制。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实行全国统一编码，具体编码办法由建设部建筑管理司另行制定。  

  40、每个建筑业企业只能取得一套资质证书，包括一个正本，若干副本。副本数量由发证机关根据对建筑业企

业资质管理的需要，根据企业不同情况，按以下原则配置：  

  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企业，专业承包一级企业：一个正本，六个副本；  

  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下企业，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下企业、劳务分包企业：一个正本，二～四个副本。  

  企业有特殊原因申请增加副本数量的，经过发证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增加。  

  41、特级、一级建筑业企业的资质证书加盖建设部公章有效。二级及以下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加盖建设部建筑

管理司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下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章有效。  

  42、建筑业企业的名称、地址、经济类型、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等内容发生变化后，应当在一个月内，持

原资质证书和已变更的营业执照、企业章程、有关的变更批准文件等证明材料，向发证机关申办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中央管理的企业及其所属企业办理资质证书变更，除上款要求提供的材料外，还应当持中央管理的企业出具的

变更报告，向建设部建筑管理司申办。  

  由建设部审批的企业办理企业名称变更，除本条第一款要求提供的材料外，还应当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变更的文件，向建设部建筑管理司申办。  

  43、建筑业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可以申请补办。需到建设部补办的，需提供下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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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申请补办的报告；  

  （2）在全国性建筑行业报纸或省级综合类报纸上刊登遗失作废声明；  

  （3）持遗失情况的说明、原《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中

央管理企业同意补办的文件。  

  需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补办的，参照上述办法。  

  八、处罚程序  

  44、特级、一级建筑业企业的资质处罚，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1）企业出现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专业部门应当

在事故责任认定后 30 日内，将资质处罚的建议报告报送建设部建筑管理司。  

  （2）企业出现涂改、伪造、转让、出借《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超越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以及其他违法

违规行为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专业部门应当在查实认定后 30 日内，将资

质处罚的建议报告报送建设部建筑管理司。  

  （3）建设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企业进行资质处罚。  

  45、二级及以下建筑业企业的资质处罚程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参照上述程

序，自行确定。  

  九、部分考核指标解释  

  46、注册资本金。是指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并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标明的注册资本金。  

  47、净资产。是企业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后的余额。其中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四部

分。  

  48、工程结算收入。指本企业承包工程实现的工程价款结算收入以及其他向发包单位收取的按规定列作营业收

入的各种款项，如临时设施费、劳动保险费、施工机构调迁费、各种索赔款等。  

  49、企业报送的财务决算年报表。指企业最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50、代表性工程的合同资料。指企业承包工程所签定的能反映合同双方名称、工程概况、合同价格、承包方式、

施工工期、质量约定等内容的建设工程合同协议书或者含有上述内容的合同部分，以及中标通知书。  

  51、质量验收资料。指业主或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的工程质量鉴定书或竣工验收报告，以及其它可以反映工程质

量的证明材料。  

  52、安全评估资料。指工程所在地和企业注册所在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出具的企业所完

成工程安全评估证明，以及其它可以证明企业安全施工状况的资料。  

  53、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指与企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且合同聘用期一年以上有职称的工程技术和经济管

理人员。企业聘用退休人员应当签订聘用合同，总数不得超过企业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总数的 15％，且不得担

任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  

  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不得同时在二个及以上建筑业企业任职。资质审查时发现有同一人员同时在二个及以

上单位任职的，该人员均不计入企业的资质条件。  

  54、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是指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责任过失，造成工程倒塌或报废、机械设备毁坏和安全设

施失当造成人身伤亡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的事故。  

  重大事故分为一、二、三、四级四个等级。  

  一级事故是指死亡三十人以上；或直接经济损失三百万元以上的事故。  

  二级事故是指死亡十人以上，二十九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事故。  

  三级事故是指死亡三人以上，九人以下；或者重伤二十人以上；或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

的事故。  

  四级事故是指死亡二人以下；或者重伤三人以上，十九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十万元以上，不满三十万元的

事故。  

  国家颁布有其他专业工程事故分级标准的，按与上述分级对应的标准考核。  

  十、涉及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资质的界定  

  55、涉及铁道方面的资质包括：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铁路电务工程专业承包、铁路铺轨架梁工程专业承包、

铁路电气化工程专业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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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涉及交通方面的资质包括：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公路

交通工程专业承包；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港口与海岸工程专业承包、港口装卸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航

道工程专业承包、通航建筑工程专业承包、通航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水上交通管制工程专业承包。  

  57、涉及水利方面的资质包括：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水利专业）、水工建筑物基础处理工程专业承包、

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堤防工程专业承包、水利水电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专业承包（水利专业）、水工大坝工程专业承包、水工隧洞工程专业承包。  

  58、涉及信息产业方面的资质包括：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电信工程专业承包、电子工程专业承包。  

  59、涉及民航方面的资质包括：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机场空管工程及航站楼弱电系统工程专业承包、机场

目视助航工程专业承包。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2007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和山东省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总

后营房部工程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9 号）、《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 号）和

《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建市〔2007〕72 号），我部组织制定了《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与我部建筑市场管理司联系。  

  附件：1. 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略)  

     2. 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信息化考评表(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八日  

 

                         (稿件来源：建设部提供)  

------------------------------------------------------------------------------------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为规范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依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9 号，以下简称《规定》）及相

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资质申请  

  （一）依法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应当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  

  （二）企业申请资质应按照《规定》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申请渠道提出申请，增项资质按照主项

资质的申请渠道申请；  

  《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之外的企业申请各类资质，应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申请。  

  （三）已取得工程设计综合资质、行业甲级资质的企业，可以直接申请一级及以下建筑业企业资质，但应满足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申请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完成相应规模的工程总承包业绩可以作为工程业绩申报资

质。  

  其它工程设计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应按照《规定》的要求办理。  

  （四）对企业改制、分立或合并后设立的企业，资质许可机关按下列规定进行资质核定：  

  1、整体改制的企业，按资质变更程序办理；  

  2、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企业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资质等级。合并后不申请资质升级和增加其它专

业资质的，按资质变更程序办理；申请资质升级或增加其它专业资质的，资质许可机关应根据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条

件，按照《规定》中的审批程序核定；  

  3、企业分立成两个及以上企业的，应根据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按照《规定》的审批程序对分立后的企业

分别重新核定资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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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企业申请资质升级不受年限限制。  

  （六）企业可以申请一项或多项资质，申请多项资质的，应当选择一项作为主项资质，其余为增项资质。  

  企业的增项资质级别不得高于主项资质级别。  

  经原资质许可机关批准，企业的主项资质可以与增项资质互换。  

  （七）选择总承包序列某一类别资质作为本企业主项资质的，可申请总承包序列内各类别资质。取得施工总承

包资质的企业，不再申请总承包资质覆盖范围内的各专业承包类别资质，即可承揽专业承包工程。总承包企业投标

或承包其总承包类别资质覆盖范围以外的专业工程，须具备相应的专业承包类别资质；总承包企业不得申请劳务分

包类别资质。  

  总承包类别覆盖的相应专业承包类别的对照表，另行制定印发后执行。 

  二、申请材料  

  企业申请资质需提供《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含电子文档）及相应附件资料，并按照下列顺序进行装订：  

  （八）综合资料（第一册）：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2、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3、企业章程；  

  4、企业近三年建筑业行业统计报表；  

  5、企业经审计的近三年财务报表；  

  6、企业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身份证明；  

  7、企业经理和技术、财务负责人的身份证明、职称证书、任职文件及相关资质标准要求的技术负责人代表工

程业绩证明资料；  

  8、如有设备、厂房等要求的，应提供设备购置发票或租赁合同、厂房的房屋产权证或房屋租赁合同等相关证

明，以及相关资质标准要求提供的其它资料。  

  9、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劳务分包企业、混凝土预制构件企业、预拌商品混凝土等企业可不提供）。  

  其中，首次申请资质的企业，不需提供上述 2、4、5、9 的材料，但应提供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文件。  

  10、申请特级资质的，除提供上述材料外，还应提供：  

  （1）企业近三年银行授信凭证；  

  （2）企业近三年上缴建筑业营业税税票或境外工程的工程结算凭证；  

  （3）省、部级（或相当于省部级）以上企业技术（研发）中心，或分中心认证的证书或有效核准文件；  

  （4）国家级工法的认定文件、专利技术的认定证书；  

  （5）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证书或主编过工程建设国家、行业标准的发布通知（或发布令）、封面、目次、前言

和引言等资料复印件。  

  （九）人员资料（第二册）：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人员的身份证明、注册证书；  

  2、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身份证明、养老保险凭证；  

  3、部分资质标准要求企业必须具备的特殊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身份证明及养老保险凭证，还应提供相

应证书及反映专业的证明材料；  

  4、劳务分包企业应提供标准要求的人员岗位证书、身份证明。  

 

  （十）工程业绩资料（申请最低等级资质不提供）（第三册）：  

  1、工程合同、中标通知书；  

  2、符合国家规定的竣工验收单（备案表）或质量核验资料；  

  3、上述资料无法反映技术指标的，还应提供反映技术指标要求的工程照片、图纸、工程决算资料等。  

  （十一）对企业申请改制、分立、合并需重新核定资质的，除需提供上述资料外，还应提供下列资料（列入第

一册综合材料）：  

  1、企业改制、分立、合并方案（包括新企业与原企业资产、人员、工程业绩的分割情况）；  

  2、企业改制、分立、合并的批准文件或股东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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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企业改制、分立应提供改制、分立前企业近三年财务报表和统计报表；  

4、企业合并应提供合并前各企业近三年财务报表和统计报表及最新合并报表； 

5、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十二）资质证书延续资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延续申请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3、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4、企业注册人员的注册证书。  

  （十三）已具备工程设计资质的企业首次申请同类别或相近类别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其申报材料除应提供首次

申请所列全部材料外，申请除最低等级的施工总承包资质的，还应提供本实施意见第（十）条所要求的全部材料。  

  （十四）具有《规定》第九条资质的企业申请变更资质证书中企业名称的，由建设部负责办理。企业应向工商

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1、《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原有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4、企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关于变更事项的决议或文件。  

  上述规定以外的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具体办理程序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其中具有《规定》第九条资质的企业其资质证书编号发生变

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需报建设部核准后，方可办理。  

  （十五） 具有《规定》第九条资质的企业申请工商注册地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的，企业应向新注册所

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1、企业原工商注册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同意资质变更的书面意见；  

  2、变更前原工商营业执照注销证明及变更后新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3、首次申请资质的全部材料。  

  其中涉及到资质证书中企业名称变更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将受理的申请材料报建

设部办理。  

  具有《规定》第九条资质的企业之外的其它企业申请工商注册地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由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参照上述程序依法制定。  

  （十六）资料要求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一式四份，附件资料一套。其中涉及到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专

业部门资质的，每涉及一个专业部门，须另增加《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二份、附件资料一套。  

  2、资质受理机关负责核对企业提供的资料原件，原件由企业保存。资质许可机关正式受理后，所有资料一律

不得更换、修改、退还。  

上级相关主管部门对企业申请材料有质疑的，企业应当提供相关资料原件，必要时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实地调查。  

  3、附件资料应按“综合资料、人员资料、工程业绩资料”的顺序排列装订，规格为 A4(210×297mm)型纸，并

有标明页码的总目录及申请说明，建议采用软封面封底，逐页编写页码。  

  企业申报的资料必须使用中文，资料原文是其它文字的，须同时附中文译本并翻译准确。  

  4、申请资料必须数据齐全、填表规范、印鉴齐全、字迹清晰，复印件必须清晰、可辨。  

  三、资质受理审查程序  

  （十七）《规定》第十一条所列“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的管理办法及审查标准由国务院建设主

管部门另行规定。  

  （十八）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特殊情况，需增列《标准》中各类专业工程外

的其它工程种类，其资质标准可参照专业承包序列“特种专业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的条件提出，报国

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按法定程序批准后予以颁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实施。  

  （十九）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标准没有分级的，其申请和审批程序与专业承包一级企业相同；劳务分包企业资质

没有分级的，其申请和审批程序与劳务分包一级企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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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资质，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的，国务院建

设主管部门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核，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在 20 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返回国务院建设主管部

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审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送省有关部

门审核后审批。  

  涉及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方面的资质，除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的资质外，其余资质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审批。  

  涉及铁道方面二级总承包资质的审批，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目前没有设立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

其审批程序暂与一级资质相同。  

  （二十一）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许可实行实地核查制度。  

  （二十二）资质许可实行公告制度。  

  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实施许可的，公告在全国发行的综合性报纸或通过互联网进行发布；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及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实施许可的，公告方式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自行确定。  

  （二十三）资质许可机关对建筑业企业的所有申请、审查等书面材料应当至少保存五年。  

  上级建设主管部门有权对下级建设主管部门受理的企业申请材料、初审部门的审核材料进行监督检查。  

  （二十四）省级及以下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作出资质许可决定后 30 日内，将资质许可的决定，通过省级建设

主管部门，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同时抄送相应专业部门，由建设部将各省资质许可情况及时在网上向社会

公布，以方便异地查询和确认。逾期或未向建设部备案的，建设部将不再给予上网公布。  

  （二十五）企业申请资质升级、资质增项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核查其近一年内有无《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第二十一条所列违法违规行为、有无《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建市〔2007〕9 号）中施工单位不良

行为记录认定标准所列行为，并将核查结果作为资质许可的重要依据。  

  四、资质证书  

  （二十六）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由建设部统一制定。实行全国统一编码，具体编码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另行制定。  

  （二十七）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包括一个正本和六个副本（特级十二本）。企业因经营需要申请增加资格证

书副本数量的，应持增加申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资格证书副本到原发证机关办理，最多增加三本（特级不

超过六个副本）。  

  （二十八）各级建设主管部门依法颁发的企业资质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二十九）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可以申请补办。需提供下列资料：  

  1、申请补办的报告；  

  2、《建设工程企业证书增补审核表》；  

  3、在《中国建设报》等全国性建设行业报纸或省级综合类报纸上刊登的遗失声明。  

  （三十）企业因变更、升级、注销等原因需要换发或收回资质证书的，由原资质许可机关负责收回并销毁。 

  （三十一）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证书：  

  1、取得施工总承包序列中某一类别特级资质的企业，核发本类别建筑业企业特级资质证书；同时核发某一相

应行业的工程设计甲级资质证书。  

  2、取得房屋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等类别中任意 1 类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

同时取得其它 2 类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的。对达到特级标准的类别，核发建筑业企业特级资质证书和相应行

业的行业甲级设计证书；并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上注明：可承接上述其它类别的各类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

包和项目管理及开展设计主导专业人员齐备的施工图设计业务。同时不再授予房屋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

港口航道、水利水电等类别的一级及以下施工总承包资质。  

  3、取得房屋建筑、矿山、冶炼、石油化工、电力等类别中任意 1 类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同时取得其它 2 类

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的。对达到特级标准的类别，核发建筑业企业特级资质证书和相应行业的行业甲级设计

证书；并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上注明：可承接上述其它类别的各类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及开

展设计主导专业人员齐备的施工图设计业务。同时不再授予房屋建筑、矿山、冶炼、石油化工、电力等类别的一级

及以下施工总承包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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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  

  有效期的起始时间：以企业首次取得最高等级主项资质的日期为资质证书有效期计算起始时间。企业资质发生

变更的，有效期不变，其中涉及到主项升级，或分立、合并事项的，按新批准时间作为有效期的起始日。  

  （三十三）资质证书的续期：  

  1、企业应于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按原资质申请途径申请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和职业道德，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记录且注册资本和专业技术人员满足标准要

求的，经资质许可机关同意，在其资质证书副本上签发有效期延续五年的意见；对有违法违规行为、信用档案中有

不良记录或企业资质条件发生变化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对其资质情况进行重新核定。  

  2、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60 日内申请资质延续的，资质受理部门可受理其申请，但自有效期到期之日

至批准延续的时间内资质证书失效。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仍未提出延续的，其资质证书自动失效。如需继续开展工

程建设活动，企业必须重新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  

  五、监督管理  

  （三十四）地方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对本辖区内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建立信用档案，根据本地实际

情况制定资质许可的层级监管办法和监管标准，运用网络信息化手段对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实施监督管理。  

  （三十五）监督管理的内容是对建筑业企业在建筑市场中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以及企业资质条件的检查。  

  对于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罚结

果或处理建议及时告知该企业的资质许可机关，同时将处罚结果记入建筑业企业信用档案，资质许可机关及时核查

其资质条件。  

  （三十六）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审批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处罚，各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专业部门应当在

违法事实查实认定后 30 日内，将资质处罚的建议报送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对企业进行资质处罚。  

  由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设区的市级建设主管部门审批的建筑业企业资质，处罚程序由各省级建设主管部门依据

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确定。建立资质处罚信息公示制度，地方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及时将有关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布，

并报上一级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三十七）各级资质许可机关应该对许可的建筑业企业的资质条件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核查，每年抽查率不应低

于 5％。被检查单位应如实提供企业资质证书、企业财务报表、人员资料及业绩资料等与资质标准相关的资料，核

查中发现企业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由资质许可机关通知企业限期改正，整改期限不少于一个月，整改过程中企

业应暂停新接工程、不得新申请资质。逾期不改的，由资质许可机关撤回其资质。  

  六、有关资质标准指标说明  

  （三十八）关于工程业绩  

  1、一项工程业绩同时满足多项技术指标的，只能作为一项指标考核。例如，房屋建筑工程按层数计算过业绩，

就不能再按高度或跨度等计算业绩。1 项工程，即使层数、高度、跨度、造价等均达到考核标准，也只能算 1 项业

绩。  

  2、业绩要求的“×项中的×项”必须分别满足，不能相互替代。例如房屋建筑一级资质标准，要求企业完成

“6 项中的 4 项以上工程”，是指企业完成的工程中，层数、高度、单体面积、单跨跨度、住宅小区、单项建安合同

额等 6 项指标中至少满足 4 项，不足 4 项即为业绩不达标。某企业分别完成了层数、高度、单体建筑面积达标的多

个工程，但只能算 3 项业绩，仍达不到要求完成的 4 项以上业绩，故该企业业绩仍为不达标。  

  3、企业申请多项资质的，工程业绩应当分别满足各项资质标准中所要求的条件。  

  4、签订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合同的，主体结构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作为工程总承包业绩计算。  

  5、同一个工程项目分期发包，且中标单位均为同一家企业的，可以将各期工程累加。如果累加后能够达到标

准要求的某一项，可以作为代表工程业绩申报。不属同一个工程项目的不能累加；超过标准规定时限和承揽范围要

求的不能累加。  

  6、企业与业主签订了施工总承包合同，不论该工程是否实行分包，可计入该企业的施工总承包业绩。合法分

包该工程的专业承包企业，也可将承包的专业工程作为专业业绩申报资质。  

  7、施工总承包企业申请专业承包资质晋级的，应提供单独承包的专业工程作为工程业绩，而不能使用施工总

承包工程作为工程业绩。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077 页 共 3277 页 

  8、标准中要求的“近 5 年”或“近 10 年”，是指自申报年度起逆推 5 年或 10 年竣工验收合格的项目。如：申

报年度为 2005 年，“近 5 年”的业绩年限从 2000 年 1 月 1 日算起。  

  9、代表工程的合同资料。指企业承包工程所签订的能反映合同双方名称、工程概况、合同价格、承包方式、

施工工期、质量约定等内容的建设工程合同协议书或者含有上述内容的合同部分。  

  10、质量验收资料。指业主或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的竣工验收报告或工程质量鉴定书。国外工程按照国际惯例出

具工程竣工证明文件。  

  11、房屋建筑业绩标准中涉及的“单位”、“单体”、“单项”工程，均指单体建筑或连体建筑（连体建筑应提供

该建筑物为同一基础的证明）。  

  12、轻钢结构、网架结构的跨度业绩不能作为房屋建筑跨度业绩。  

  13、房屋建筑工程的高度应为从标高正负零算起至檐口的高度。  

  14、网架工程边长按短边进行考核。  

  15、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范围的代表工程业绩无效。  

  （三十九）关于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  

  1、企业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超过 60 周岁的人数比例不得超过 15％，技术负责人年龄限制在 60 周岁及以

下。  

  2、企业人员在两家及以上企业注册或受聘的不予认可，其证书上的单位必须与申报单位名称一致。涉及铁道、

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消防等方面资质的，企业的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职称证书或岗位资格证书复印

件应同时上报。  

  3、申请特级资质的，企业应具有与特级资质承包范围内各类别工程相对应的，各专业注册建造师不少于 5 人。  

  4、对企业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的专业考核，按企业申请的主项资质要求进行。  

  5、企业申请多项资质的，其注册建造师（或项目经理）人数按照企业申报的各类资质标准中的最高值进行考

核。  

  （四十）其它指标  

  1、注册资本金：是指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标明的注册资本金，以实收资本为考核指标。申请多项资质的，

企业的注册资本金按照企业申请各类别资质标准的最高值进行考核。  

  2、净资产：企业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后的余额。申请多项资质的，按照企业申请的各类别资质标准中的最高值

进行考核。  

  3、工程结算收入：是指本企业承包工程实现的工程价款结算收入。按企业财务报表份年度填写。新设立企业

不填此项。  

  核定企业的工程结算收入时，应按企业完成的各类工程结算收入计算，不包括工程以外的其它业务收入（如房

地产开发收入）；申请多项资质的，按照企业申请的各类别资质标准中的最高值进行考核。  

  4、企业财务报表：指企业经审计的最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5、企业的注册执业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工程业绩（包括境外工程业绩）等条件，均是以独立法

人企业为审核单位。企业（集团）的母、子公司在申请资质时，上述各项指标不得重复计算。  

  6、根据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将事故划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事

故 4 个等级；具体标准参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家颁布有其它专业工程事故分级标准的，按与上述分级对应的标准考核。  

  （四十一）涉及特级资质标准的指标解释  

  1、建筑业营业税:指企业在承包范围内开展的施工总承包、施工图设计、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所交纳的

营业税；企业申请多项特级资质，每增加一项，营业税增加 5000 万元；境外工程结算收入可按当期汇率与国内建

筑营业税税率折算建筑营业税。  

  2、银行授信额度：指银行授予企业的年度信贷额度。多家银行的授信额度不能累加计算，以其中的最高额度

为准。  

  3、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过的代表工程：指其担任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总工程师或主持完成技术标（并签

字）、总设计师等职务时所完成的工程项目；企业应提供工程合同及工程竣工证明或设计合同及工程图纸，上述材

料均需提供技术负责人本人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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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财务负责人：指企业主管财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5、企业设计专业技术人员的考核，参照行业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标准人员配备表的规定。  

  6、企业技术中心：指符合《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科学技术部、财政部、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3 号）规定的认定标准（或相当于该水平的标准），并经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含分中心）。企

业应提供有关批准文件或认定证书复印件。  

  7、企业科技活动经费：主要包括科技开发经费支出、信息化建设支出、科技培训费支出和科技开发奖励经费

支出。科技开发经费一般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各类试验费、技术资料购置费、研究

机构人员工资以及科技研究有关的其它经费或委托其它单位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  

  按照企业财务或统计报表中“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栏目进行考核。  

  8、科技进步奖：指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务院第 396 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的

规定，由国家科技行政部门负责组织评审，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企业应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  

  9、主持编制过国家或行业标准：指企业主持编制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规定属于国家或行业

级别的工程建设标准，并且已经正式出版。企业应提供标准的发布通知（或发布令）、封面、目次、前言和引言等

资料复印件。  

  10、申请多项特级资质的，其企业“资信能力”、“科技进步水平”中的各项指标及企业具有注册建造师数量不

需叠加计算，但设计专业技术人员和代表工程业绩应分别满足标准要求。  

  （四十二）涉及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资质的界定  

  1、涉及铁道方面的资质包括：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铁路电务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铁路铺轨架

梁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铁路电气化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  

  2、涉及交通方面的资质包括：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公路路基工

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港口与海岸工程专

业承包企业资质、港口装卸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航道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通航建筑工程专业承包

企业资质、通航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水上交通管制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  

  3、涉及水利方面的资质包括：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水利专业）企业资质、水工建筑物基础处理工程专

业承包企业资质、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堤防工程专

业承包企业资质、水利水电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水利专业）企业资质、水工大坝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

水工隧洞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  

  4、涉及信息产业方面的资质包括：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电信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电子工程专

业承包企业资质。  

  5、涉及民航方面的资质包括：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机场空管工程及航站楼弱电系统工程专业承

包企业资质、机场目视助航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  

  6、涉及多个专业部门的资质包括：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隧道工程专

业承包企业资质、核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海洋石油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  

  7、按照《规定》第九条规定，上述各总承包特级、一级资质；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铁路、民航方面专业

承包二级资质的许可，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 

  七、过渡期的有关规定  

  （四十三）《规定》实施前已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在《规定》实施后其资质证书暂不统一换发，建设

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对特级资质以外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进行修订，在新的标准颁布实施前，原资质证书

继续有效。  

  在过渡期内，暂按以下规定执行：施工总承包企业申请的专业工程类别资质不超过 5 项，但不得申请劳务分包

类别资质；  

  选择专业承包序列某一类别资质作为本企业主项资质的，可申请不超过 5 项的专业承包序列内各类别资质，但

不得申请劳务分包序列的各类别资质，不得增项总承包资质；达到资质标准的，可以申请不超过现有主项资质等级

的总承包资质，但须将总承包资质变更为主项资质，且主增项资质符合前款要求；  

  劳务分包序列企业可以申请本序列内各类别资质。  

  企业如申请资质升级或其它原因发生主项资质变化的，证书有效期按本实施意见第三十二条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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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特级资质企业的过渡期  

  在《特级标准》颁布前已取得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企业，自《特级标准》发布之日起设三年过渡期。原资质

证书有效期延续到 2010 年 3 月 13 日。过渡期内企业按原资质证书的承包范围承揽业务；过渡期届满三个月前，企

业应按照《特级标准》重新申请资质；有效期届满，企业原资质证书自行失效。  

  过渡期内，持原特级资质证书的企业提出资质分立、改制申请的，在原企业的企业名称、资质基本条件未发生

变化的前提下，对分立、改制后的企业除特级以外的其它资质全部进行重新核定，但原企业特级资质的注册资本、

人员等条件必须满足原特级标准要求。  

  （四十五）项目经理的过渡期  

  在项目经理过渡期内，项目经理资质证书与建造师注册证书暂同等使用，其中一、二级建造师暂与同等级项目

经理相对应，三级项目经理暂由企业自聘。  

  （四十六）《规定》实施后，申请特级资质的，按照《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建市〔2007〕72 号）进

行审批，申请其它资质的，仍沿用《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 号）进行审查。  

  （四十七）本实施意见自颁发起施行。凡过去文件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8.3.170）《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 号 2015 年 01 月 31 日） 

http://zjt.hainan.gov.cn/info/1430/36854.htm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局），总后基建

营房部工程管理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 号），

我部组织制定了《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

请与我部建筑市场监管司联系。 

  

         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5 年 1 月 31 日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     

  为规范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依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以下简称《规定》）

和《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 号，以下简称《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资质申请和许可程序   （一）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应依法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公司法人

《营业执照》。 

  （二）企业申请住房城乡建设部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应按照《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申请程序提出申请。军

队所属企业可由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管理局向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申请。 

  （三）企业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按照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程序提出申请。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在其

门户网站公布有关审批程序。 

  （四）企业申请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按照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程序提出申请。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在其门户网站公布有关审批程

序。 

  （五）企业首次申请或增项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其资质按照最低等级资质核定。 

  企业可以申请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施工劳务资质三个序列的各类别资质，申请资质数量不受限制。 

  （六）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含一级升特级）、资质增项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核查其申请之日起前一年至资质

许可决定作出前有无《规定》第二十三条所列违法违规行为，并将核查结果作为资质许可的依据。 

  （七）企业申请资质升级不受年限限制。 

  （八）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在其门户网站公布企业资质许可结果。 

  （九）资质许可机关对建筑业企业的所有申请、审查等书面材料应当至少保存 5 年。 

  （十）《标准》中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包含的建筑物纠偏和平移、结构补强、特殊设备起重吊装、特种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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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程内容，可由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企业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负责人个人业绩情况，批准相应

的资质内容。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特殊情况，需要增加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的，可参照“特种工程

专业承包资质标准”的条件提出申请，报住房城乡建设部批准后，由提出申请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予以颁

布，并限在本省级行政区域内实施。 

  已取得工程设计综合资质、行业甲级资质，但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可以直接申请相应类别施工总承

包一级资质，企业完成的相应规模工程总承包业绩可以作为其工程业绩申报。工程设计资质与施工总承包资质类别

对照表见附件 4-1。 

  其它工程设计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按照首次申请的要求办理。 

  （十一）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涉及公路、水运、水利、通信、

铁路、民航等方面资质除外）、现场管理人员、技术工人、企业资产的审核，由企业工商注册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负责，其中通过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建筑企业（以下简称“中央建筑企业”）直接申报的，

由中央建筑企业审核；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中央建筑企业将审核结果与企业申报材料一并上报，住房城

乡建设部将审核结果与企业基本信息一并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公示，并组织抽查。 

  （十二）企业发生合并、分立、改制、重组以及跨省变更等事项，企业性质由内资变为外商投资或由外商投资

变为内资的，承继原资质的企业应当同时申请重新核定，并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设工程企业发生重组、合

并、分立等情况资质核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2014]79 号）有关规定办理。 

  二、申报材料有关要求 

  （十三）企业首次申请资质，申请资质升级、增项、延续、简单变更、遗失补办证书，以及发生合并、分立、

改制、重组、跨省变更等事项后申请资质的，分别按照以下有关要求和《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清单》（附件 2）

要求，提交相应材料： 

  1.不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按照首次申请要求提交材料。 

  2.已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同类别高一等级资质的，以及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行业甲级资质的

企业直接申请一级施工总承包资质的，按照升级要求提交材料。 

  3.已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增加其他类别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按照增项要求提交材料。 

  4.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的企业，申请延续证书有效期的，按照延续要求提交材料。 

  5.企业发生合并、分立、改制、重组、跨省变更等事项，企业性质由内资变为外商投资或由外商投资变为内资

的，按《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设工程企业发生重组、合并、分立等情况资质核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2014]79

号）中所列情形提交材料。 

  6.企业因企业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本省级区域内）等发生变化需变更资质证书内容的，

按简单变更要求提交材料。 

  7.企业遗失资质证书，需补办资质证书，按照遗失补办要求提交材料。 

  （十四）企业应提交《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附件 1-1）一式一份，附件材料一套。其中涉及公路、水运、

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等方面专业资质的，每涉及一个方面专业，须另增加《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一份、附

件材料一套。 

  （十五）资质受理机关负责核对企业提供的材料原件，核对后退还企业。资质受理机关受理后，申报材料不得

修改更换。 

  （十六）资质许可机关对企业申报材料存疑的，企业应当提供相关材料原件和证明材料，必要时须配合相关部

门进行实地核查。 

  （十七）附件材料应按“综合资料、人员资料、工程业绩资料”的顺序装订，规格为 A4(210mm×297mm)型纸，

并有标明页码的总目录及申报说明，采用软封面封底，逐页编写页码。 

  （十八）企业的申报材料必须使用中文，材料原文是其它文字的，须同时附翻译准确的中文译本。申报材料必

须数据齐全、填表规范、印鉴齐全、字迹清晰，附件材料必须清晰、可辨。 

  （十九）实行电子化申报资质的具体要求另行制定。 

  三、资质证书 

  （二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统一印制。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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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为 297mm×420mm（A3）；副本规格为 210mm×297mm(A4)。资质证书增加二维码标识，公众可通过二维码查询

企业资质情况。资质证书实行全国统一编码，由资质证书管理系统自动生成，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码规则见

附件 5。 

  （二十一）每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包括 1 个正本和 1 个副本。同一资质许可机关许可的资质打印在一套资质

证书上；不同资质许可机关做出许可决定后，分别打印资质证书。各级资质许可机关不得增加证书副本数量。 

  （二十二）企业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本省级区域内）等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向资质许可

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二十三）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应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补办。 

  （二十四）企业因变更、升级、注销等原因需要换发或交回资质证书的，企业应将资质证书交原资质许可机关

收回并销毁。 

  （二十五）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证书有效期是指自企业取得本套证书的首个建筑业企业资质时

起算，期间企业除延续、重新核定外，证书有效期不变；重新核定资质的，有效期自核定之日起重新计算（按简化

审批手续办理的除外）。 

  （二十六）资质证书的延续 

  1.企业应于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3 个月前，按原资质申报途径申请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企业净资产和主要人

员满足现有资质标准要求的，经资质许可机关核准，更换有效期 5 年的资质证书，有效期自批准延续之日起计算。 

  2.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3 个月内申请资质延续的，资质受理部门应受理其申请；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之日至批准延续之日内，企业不得承接相应资质范围内的工程。 

  3.企业不再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资质许可机关不批准其相应资质延续，企业可在资质许可结果公布后 3 个月

内申请重新核定低于原资质等级的同类别资质。超过 3 个月仍未提出申请，从最低等级资质申请。 

  4.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企业仍未提出延续申请的，其资质证书自动失效。如需继续开展建筑施工活动，企业

应从最低等级资质重新申请。 

  四、监督管理   （二十七）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对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

业建立信用档案，制定动态监管办法，按照企业诚信情况实行差别化管理，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建筑业企业实施

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对企业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后，资产和主要人员

是否满足资质标准条件和市场行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核查。 

  （二十八）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含一级升特级）、资质增项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对其既有全部建筑业企业资质

要求的资产和主要人员是否满足标准要求进行检查。 

  （二十九）企业应当接受资质许可机关，以及企业注册所在地、承接工程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

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三十）对于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将违

法事实、处罚结果或处理建议告知资质许可机关，并逐级上报至住房城乡建设部，同时将处罚结果记入建筑业企业

信用档案，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平台公布。企业工商注册地不在本省区域的，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通过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告知该企业的资质许可机关。 

  （三十一）对住房城乡建设部许可资质的建筑业企业，需处以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等行政

处罚的，省级及以下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在违法事实查实认定后 30 个工作日

内，应通过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将违法事实、处理建议报送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依法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三十二）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及时将有关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布，并报上一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备案。 

  五、有关说明和指标解释 

  （三十三）对于原《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 号，以下简称原标准）中被取消的土石方、混凝

土预制构件、电梯安装、金属门窗、预应力、无损检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等 7 个专业承包资质，在相应专业工程

承发包过程中，不再作资质要求。施工总承包企业进行专业工程分包时，应将上述专业工程分包给具有一定技术实

力和管理能力且取得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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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除作业按工程性质由具有相应资质类别的企业承担。 

  专业承包资质修订情况对照表见附件 4-3。 

  （三十四）对于原标准中并入了相应施工总承包资质的高耸构筑物、电信、水工建筑物基础处理、堤防、水工

大坝、水工隧洞、火电设备安装、炉窑、冶炼机电设备安装、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管道、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等

12 个专业承包资质，在相应工程承发包过程中，可按工程性质和规模由具有相应类别和等级的施工总承包资质的

企业承担。其中，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由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资质的企业承担；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中车站建筑由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资质的企业承担。 

  （三十五）涉及公路、水运、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等方面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资质情况如下： 

  1.涉及公路方面的资质：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2.涉及水运方面的资质：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港口与海岸工程专业承包资质、航道工程专业承包

资质、通航建筑物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港航设备安装及水上交管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3.涉及水利方面的资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河湖整

治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4.涉及通信方面的资质：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 

  5.涉及铁路方面的资质：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铁路电务工程专业承包资质、铁路铺轨架梁工程专业承包

资质、铁路电气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6.涉及民航方面的资质：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民航空管工程及机场弱电系统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机场

目视助航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7.涉及多个专业资质：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资质、隧道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核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海洋石油工程

专业承包资质、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资质、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三十六）中央建筑企业是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主业为建筑业或下属一层级企业中建筑业

企业数量较多的企业，具体名单见附件 4-2。 

  中央建筑企业下属一层级企业是指中央建筑企业全资或绝对控股的建筑业企业。 

  （三十七）企业资产 

  1.企业净资产以企业申请资质前一年度或当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中净资产指标为准考核。首次申请资质的，以

企业《营业执照》所载注册资本为准考核；申请多项资质的，企业净资产不累加计算考核，按企业所申请资质和已

拥有资质标准要求的净资产指标最高值考核。 

  2.厂房包括企业自有或租赁的厂房。 

  （三十八）企业主要人员 

  1.企业主要人员包括：注册执业人员、技术职称人员（包括技术负责人）、现场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等 4 类人

员。 

  2.《标准》中所称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是指设区的市级及以上人事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评审的工程系列

专业技术职称。 

  3.现场管理人员是指与企业依法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由企业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并按规定取得省级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颁发的相应岗位证书的人员，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或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可的行业协

会颁发的相应岗位证书的人员。 

  相应岗位证书包括：岗位培训考核合格证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 

  4.技术工人是指与企业依法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由企业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并取得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认可的机构或建筑业企业颁发的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 

  企业以其全资或控股的劳务企业技术工人作为企业主要人员申请施工总承包资质的，技术工人社会保险应由其

全资或绝对控股的劳务企业缴纳。 

  5.企业主要人员应满足 60 周岁及以下且由企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要求。 

  6.企业主要人员在两家及以上企业受聘或注册的，不作为资质标准要求的有效人员考核。 

  7.技术负责人的资历、专业职称、业绩等方面按企业所申请资质的相应标准要求进行考核。企业应按所申请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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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类别明确对应的 1 名专业技术负责人。 

  8.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的“相关专业”按职称证书的岗位专业或毕业证书中所学专业进行考核。 

  其中，结构专业包括：土木工程、工民建、结构、建筑施工、建筑工程等专业。 

  9.企业申请某一类别资质，企业主要人员中每类人员数量、专业、工种均应满足《标准》要求。一个人同时具

有注册证书、技术职称、岗位证书、技术工人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两个及以上的，只能作为一人考

核；但一个人同时拥有注册证书和技术职称的，可同时作为注册人员和技术职称人员考核。 

  10.企业申请多个类别资质，企业主要人员中每类人员数量、专业、工种等应分别满足《标准》要求，每类人员

数量不累加考核。如：企业同时申请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企业只要拥有 150 名中级工以

上技术工人即可分别满足两个类别的技术工人指标要求。 

  一个人具有两个及以上技术职称（注册资格）或专业工种的，可分别考核。如：一个人同时具有建筑工程职称

证书和道路工程毕业证书，可分别作为企业申请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要求的职称人员考核。 

  11.社会保险证明是指社会统筹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出具的基本养老保险对账单或加盖社会统筹保险基金管理部

门公章的单位缴费明细，以及企业缴费凭证（社会保险缴费发票或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明）；社会保险证明应至少体

现以下内容：缴纳保险单位名称、人员姓名、社会保障号（或身份证号）、险种、缴费期限等。社会保险证明中缴

费单位应与申报单位一致，上级公司、子公司、事业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其他单位缴纳或个人缴纳社会保险

均不予认定，分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可以予以认定。 

  12.《标准》中要求×××专业、×××专业注册建造师合计不少于××人，不要求所列专业必须齐全。 

  13.《标准》中对职称人员专业作了限定，且要求专业齐全的，是指申报人员应由具有相应专业的技术职称人员

组成，且每个专业至少有 1 人。如：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标准中要求“建筑工程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人

员不少于 30 人，且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等专业齐全”，是指 30 人应当由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等 4 个

专业中级以上有职称人员组成，且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各专业至少有 1 人，其他专业人员不予认可。 

  14.《标准》未对技术职称人员专业作限定，但要求部分专业齐全的，是指要求齐全的专业至少有 1 人，其余申

报人员专业不作限定。如：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标准中要求“工程序列中级以上职称和注册建造师

合计不少于 15 人，且结构、材料或化工等专业齐全”，是指具有工程序列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或注册建造师数量

或两者之和的数量为 15 人，但其中至少应有 1 名结构专业、1 名材料或化工专业人员，其他人员专业不作要求。 

  15.《标准》中对技术职称人员专业作了限定，且未要求专业齐全的，是指相应专业的申报人员数量达到标准要

求即可，每一类专业人员数量不作要求。如：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标准中要求“水利水电工程相关专

业中级以上职称不少于 60 人”，指具有水利水电工程相关专业人员总数满足 60 人即可，每个专业人数不限，也不

要求所有专业齐全。 

  16.《标准》中现场管理人员岗位证书齐全是指企业申报人员中所要求岗位证书人员至少有 1 人，其他岗位证

书人员数量不作要求。如：机场场道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标准中要求“持有岗位证书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不少于 30

人，且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资料员等人员齐全”，是指持有岗位证书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 30 人中至

少有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资料员各 1 人，其余人员可以是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资料

员、劳务员、造价员、测量员、试验员、标准员、机械员等任意一种人员。 

  17.《标准》中未对技术工人的工种作出要求的，不对技术工人的工种进行考核。 

  18.《标准》中技术负责人（或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的业绩是指作为施工项目经理或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

的工程项目。其中，《标准》中考核指标为累计指标的，技术负责人（或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的业绩不做累计考

核。如：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标准中要求“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3 类工程施工，工程质量合格。（1）累计

修建三级以上公路路基 200 公里以上……”，企业申请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时，技术负责人（或注册建造

师）提供的主持完成的个人业绩应当是三级以上公路的路基工程项目即可，长度不作考核。  

  （三十九）技术装备 

  《标准》中明确要求的设备应为企业自有设备，以企业设备购置发票为准进行考核；其中，申请港口与航道施

工总承包资质的，应提供设备主要性能指标证明、所属权证明和检验合格证明。 

  （四十）企业工程业绩和承包范围 

  1.一项单位工程业绩同时满足多项技术指标的，只作为一项指标考核。《标准》中分别考核累计和单项技术指标

的，同一工程业绩可同时考核，但铁路方面资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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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业绩中要求的“×类中的×类”必须分别满足，不能相互替代。如：建筑工程一级资质标准，要求企业完成

“4 类中的 2 类以上工程”，是指企业完成的工程中，高度、层数、单体面积、跨度等 4 类考核指标中至少应满足 2

类，否则即为业绩不达标。 

  3.企业申请多个类别资质的，工程业绩应当分别满足各类别资质标准条件。 

  4.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作为施工总承包业绩考核。 

  5.企业以施工总承包方式承接的工程，不论该工程是否实行分包，均可作为其施工总承包业绩考核。 

  6.申请专业承包资质的，以企业依法单独承接的专业工程业绩考核。 

  7.施工总承包工程范围包括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配套工程不得单独作为企业申报施工总承包资质工程业绩考

核。 

  8.《标准》中要求的“近 5 年”或“近 10 年”，是指自申请资质年度起逆推 5 年或 10 年期间竣工的工程业绩。

如：申报年度为 2015 年，“近 5 年”的业绩是指 2010 年 1 月 1 日之后竣工（交工）验收合格的项目。超过时限的

代表工程业绩不予认可。 

  9.超越本企业资质承包工程范围的代表工程业绩不予认可。企业以境外承包工程作为代表工程业绩申报的，不

考核其是否超越资质承包工程范围。 

  10.企业申报的工程业绩中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时存在非本企业注册建造师、不具备注册建造师资格、超越

注册建造师执业范围执业、或违反有关规定同时在两个及以上项目担任项目负责人的，企业该项工程业绩不予认可。 

  11.保密工程不得作为企业代表工程业绩申报。 

  12.单项合同额是指一个承包合同所载合同价。 

  13.建筑工程高度应为从标高正负零算起至檐口的高度。 

  14.建筑工程层数是指正负零到檐口之间的楼层数，其中，设备层不计算在内，跃层按单层计算。 

  15.群体建筑（无论基础是否相连）不作为单体建筑面积业绩考核。 

  16.轻钢、网架结构跨度业绩不作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跨度业绩考核。 

  17.企业因负有工程质量、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被降级、吊销资质，或因工程业绩弄虚作假申报资质被通报批评或

撤销资质的，其相应工程业绩不得作为代表工程业绩申报。 

  六、过渡期 

  （四十一）自《规定》施行之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过渡期。 

  （四十二）按原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应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按照《规定》和《标准》及本实

施意见的要求换发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以下简称换证）。对企业资产、主要人员、技术装备符合《标准》要

求的，资质许可机关颁发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旧版建筑业

企业资质证书自行失效。 

  对企业资产、主要人员、技术装备不满足《标准》要求的，资质许可机关不批准其相应资质换证，企业可在换

证结果公布后 3 个月内提出低于原资质等级的同类别资质换证。超过 3 个月仍未提出申请，从最低等级资质申请。 

  企业应按照《规定》的许可程序一次性提出全部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申请，并按照《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

清单》中换证要求提交相应材料。 

  企业最多只能选择 5 个类别的专业承包资质换证，超过 5 个类别的其他专业承包资质按资质增项要求提出申

请。 

  （四十三）按原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含一级升特级）、资质增项的，既有全部建

筑业企业资质应当按第四十二条规定同时申请资质换证。 

  （四十四）按原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原则上可申请《标准》中同类别同等级资质换证，其中： 

  1.按原标准取得预拌商品混凝土、园林古建筑、机电设备安装、机场空管工程及航站楼弱电系统、附着升降脚

手架、送变电工程等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标准》中名称变更后的相应专业承包资质换证。 

  2.按原标准取得建筑防水、防腐保温、建筑智能化、电子、港口装卸设备安装、通航设备安装、水上交通管制

工程等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标准》中合并后的专业承包资质换证。        3.按原标准取得高耸构筑物、

电信工程、水工建筑物基础处理、堤防、水工大坝、水工隧洞、火电设备安装、炉窑、冶炼机电设备安装、化工石

油设备管道安装、管道工程等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标准》中 1 项低于原资质等级并入的相应类别施工总

承包资质换证；其中，按原标准取得堤防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也可申请不高于原资质等级的河湖整治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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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资质换证。     4.按原标准取得轨道交通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申请一级及以下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资质换证。        5.按原标准取得建筑防水、防腐保温、建筑智能化、电子、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等三级

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标准》中相应二级专业承包资质换证；按原标准取得建筑防水工程二级专业承包资

质的企业，可申请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一级专业承包资质换证。 

  6.按原标准取得公路交通工程、水上交通管制工程等不分等级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标准》中相应一

级专业承包资质换证。 

  7.按原标准取得模板作业分包、脚手架作业分包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标准》中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换证。 

  （四十五）过渡期内，按原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原则上按照《标准》对应的资质类别及等级的承包

工程范围承接工程，其中： 

  1.按原标准取得被合并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按照《标准》中合并后的专业承包资质承包范围承接工程。 

  2.按原标准取得被并入相应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专业承包资质企业，仍可在其专业承包资质许可范围内承接工程。 

  3.按原标准取得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仍可在其专业承包资质许可范围内承接相应工程。      

4.按原标准取得建筑防水工程二级、三级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分别按《标准》中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一级、二级专

业承包资质承包范围承接工程。     5.按原标准取得劳务分包资质的企业，按《标准》中施工劳务资质承包范围

承接劳务作业，不再划分类别和等级。按原标准取得模板作业分包、脚手架作业分包资质的企业，在承接业务时只

能签订劳务分包合同。     （四十六）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实施建筑业企业资质动态监

管时，对按原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按《规定》和原标准进行动态监管；对按《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

资质的企业，按《规定》和《标准》进行动态监管。     七、其他     （四十七）企业申请施工总承包特级

资质，仍按《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建市[2007]72 号）和《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实施办法》（建

市[2010]210 号）有关规定执行，其中，《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承包范围第 4 条改为“取得特级资质的企

业，限承担施工单项合同额 6000 万元以上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中“房屋建筑”改为“建

筑”，“冶炼”改为“冶金”。     （四十八）企业申请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仍按《关于燃气燃烧

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城[2007]250 号）有关规定执行。     （四十九）本实施意见

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007 年 10 月 18 日原建设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建市[2007]241

号）同时废止。     

 附件：1-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     

1-2.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变更、遗失补办申请审核表     

2.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清单     

3.技术负责人（或注册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4-1.工程设计资质与施工总承包资质类别对照表     

4-2.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建筑企业名单     

4-3.专业承包资质修订情况对照表     

5.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码规则       

 

8.3.171）《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实施办法》(建市[2010]210号 2010 年 11 月 30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705/t20170502_231688.html  

关于印发《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实施办法》的通知建市[2010]210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建设交通委），北京市规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

关部门建设司（局），总后营房部工程局，有关中央企业：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9 号）、《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建市[2007]72 号）

和《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建市[2007]241 号），我部组织制定了《施工总承包企

业特级资质标准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如有问题请与我部建筑市场监管司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0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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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实施办法 

  一、资质申请及审核 

  （一）《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建市[2007]72 号，以下简称新《特级标准》）实施前取得特级资质的企

业（以下简称原特级企业），以及符合新《特级标准》条件的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企业可按新《特级标准》申请特

级资质。 

  （二）原特级企业应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提出特级资质申请；经审核未达到新《特级标准》要求的，2012

年 3 月 13 日前保留其原特级资质。 

  原特级企业 2012 年 3 月 13 日之前未提出特级资质申请的，2012 年 3 月 13 日后其特级资质自动失效，我部将

注销其特级资质并予以公布。 

  （三）申请多类特级资质的，其企业“注册资本金”、“净资产”、“银行授信额度”、“科技进步水平”中的各项

指标及企业应具有的一级注册建造师总数不需叠加计算；每增加一类特级资质申请，企业建筑业营业税增加 5000

万元；企业代表工程业绩应分别满足各类资质标准要求；相关的行业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标准要求的设计专业技术人

员和个人代表工程业绩应分别满足相应设计资质标准要求。 

  （四）自《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实施之日起，原特级企业因企业

分立而申请资质的，应按照当时有效的资质标准对原特级企业的全部资质进行重新核定。 

  （五）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的许可实行实地核查制度。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实地核查，其中涉及铁路、

交通和水利的，由其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实地核查。 

  二、指标说明 

  （一）资信能力 

  1、企业注册资本金指企业工商注册的实收资本，以企业工商营业执照为准。 

  2、企业净资产以企业申请资质前一年度或当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3、企业近 3 年上缴建筑业营业税以企业提供的建筑业营业税票为准；以境外工程项目申报的，可按结算当期

（日）汇率，将境外工程项目的结算收入折算成国内工程结算收入，再按国内税率计算建筑业营业税。企业应同时

提供境外工程结算资料、工程所在地国家（地区）的当期（日）汇率及工程所在地使领馆经商处的相关证明或合同

及业主证明。资料为外文的，应附中文译稿。 

  4、企业银行授信额度以企业与银行签订的年度授信协议书为准。多家银行的年度授信额度不能累加计算，以

其中的最高额度为准。 

  （二）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1、企业经理工作经历以企业提供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中企业经理简历为准。 

  2、技术负责人从事工程技术管理经历以企业填报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中企业技术负责人简历为准。 

  职务、职称及注册资格以企业提供的任职文件、职称证书、身份证、养老保险证明和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执业

资格证书为准。 

  个人业绩证明以任命文件、施工或设计工程项目合同、图纸及竣工证明资料为准。 

  3、财务负责人指主管财务工作的负责人，可为企业总会计师、副总会计师或财务主管。以企业提供的任职文

件、职称证书、身份证、养老保险证明和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考试合格证书为准。 

  4、企业具有与申报类别相对应专业的注册建造师数量不得少于该类别总承包一级资质标准对注册建造师数量

的要求，且企业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 50 人以上。 

  以企业提供的一级注册建造师身份证、养老保险证明和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执业资格证书为准。 

  5、工程设计人员 

  （1）新《特级标准》中的“本类别相关的行业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标准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应满足《施工总

承包企业特级资质类别对应工程设计资质所需设计类型对照表》（见附件 1）中的“设计行业”甲级资质或“设计专

业”各专业甲级资质标准所要求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要求。 

  （2）企业申请特级资质及工程设计资质，需要办理注册执业人员变更的，应提供原注册企业和申请资质企业

以及原省级执业注册管理部门出具已申请变更的证明材料；已取得执业资格尚未注册的人员，应提供执业资格证书

复印件及省级执业注册管理部门出具的已申请初始注册的证明材料；调入本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及注册执业人员均

需提供原聘用单位解聘证明，离退休人员应提供离退休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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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程设计人员按照《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0 号）、《工程设计资质标准》

（建市[2007]86 号）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建市[2007]202 号）等文件中的相关要求考核。 

  （三）科技进步水平 

  1、企业技术中心是指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含分中心）或省部级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含分中心）为符合《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3 号）规定的认定标准，并经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含分中心）。 

  省部级企业技术中心为省级相关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制定相应政策和程序认定的

企业技术中心。 

  以企业提供的批准文件或认定证书为准。 

  2、科技活动经费包括科技开发经费（一般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各类试验费、

技术资料购置费、研究机构人员工资以及科技研究有关的其他经费或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信息化

建设经费、科技培训经费和科技开发奖励经费。企业近 3 年科技活动经费每年不低于 800 万元，以企业财务报表中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栏目或科技经费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3、国家级工法指根据《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建质[2005]145 号），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定和公布的与工

程建设相关的工法，工法不受企业资质申报专业的限制。工法的第一或第二完成者为资质申报企业。以企业提供的

国家级工法批准文件或证书为准。 

  4、专利指与工程建设相关的专利。专利的所有权人应与申报企业名称一致。共有的专利权人予以认可。经受

让获得的专利，受让满 2 年后予以认可。以企业提供的专利批准文件或证书为准；受让专利的，以企业提供的受让

专利转让确认书、专利证书、专利转让备案等为准。 

  5、科技进步奖以企业提供的国家级科技进步奖项批准文件或获奖证书为准。 

  6、主持编制过国家或行业标准以企业提供的主持编制工程建设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发布通知（或发布令）、封面、

目次、前言和引言等资料为准。 

  7、信息化考评按《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信息化考评表》（见附件 2）执行。企业的信息化以应用为主、

功能为辅进行考评，不限定任何软件和实现形式。偏远地区、境外工程和 3000 万元以下的工程，可不纳入信息化

考评范围。 

  三、资质证书及承包范围 

  （一）对工程设计人员符合本《实施办法》要求，且其他条件符合新《特级标准》的企业，经核定后颁发新版

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证书，并注明施工总承包业务范围，同时颁发相应的工程设计甲级资质证书。 

  符合前款的企业取得房屋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等类别中任意 1 类施工总承包

特级资质和其中 2 类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即可承接房屋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各

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取得房屋建筑、矿山、冶炼、石油化工、电力等类别中任意

1 类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和其中 2 类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即可承接房屋建筑、矿山、冶炼、石油化工、电力各类

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 

  （二）工程设计人员暂不满足本《实施办法》要求，但其他条件符合新《特级标准》要求的原特级企业，经核

定后颁发新版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证书，并注明施工总承包业务范围。 

  符合前款的企业满足本类别对应设计行业中相关设计专业甲级资质标准中要求的设计技术人员，颁发相应的工

程设计专业甲级资质证书。 

  （三）申请特级资质企业经审核后达到标准要求的，其设计注册执业人员尚未办结注册手续的，应在公告后 3

个月内办结相关手续，企业在提交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执业证书后，方可领取新版特级资质证书和相应的工程设计

甲级资质证书；3 个月内未完成上述注册执业人员注册手续的，不颁发相应的工程设计甲级资质证书，并重新公告。 

  四、材料清单及填报要求 

  （一）综合资料卷 

  1、目录；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含年检记录）； 

  3、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4、企业章程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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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企业近 3 年建筑业行业统计报表复印件； 

  6、企业近 3 年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含报表附注）； 

  7、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8、近 3 年企业与银行签订的年度授信协议书复印件； 

  9、近 3 年上缴的建筑业营业税税票复印件，以境外工程项目申报的，应提供工程所在地使领馆经商处的相关

证明或合同及业主证明的复印件； 

  10、省部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含分中心）认证的证书或有效核准文件复印件； 

  11、国家级工法的批准文件或证书复印件； 

  12、专利的批准文件或证书复印件。受让专利的，应提供受让专利转让确认书、专利证书、专利转让备案等受

让文件复印件； 

  13、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批准文件或获奖证书复印件； 

  14、主持编制的工程建设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发布通知（或发布令）、封面、目次、前言或引言等资料复印件。 

  （二）人员资料卷 

  1、目录； 

  2、一级注册建造师的身份证、养老保险证明复印件和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3、企业技术负责人的任职文件、职称证书、身份证、养老保险证明和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执业资格证书复印

件。能够证明本人主持完成的代表工程业绩证明资料复印件，包括：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或总设计师等任命

文件，施工或设计工程项目合同、图纸及竣工证明资料； 

  4、财务负责人的任职文件、职称证书、身份证、养老保险证明和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考试合格证书

复印件； 

  5、工程设计专业技术人员中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养老保险证明复印件，以及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执业资

格证书复印件或未完成注册变更手续的原注册企业、申请资质企业及原省级执业注册管理部门出具的已申请变更的

证明材料，或已取得执业资格尚未注册人员的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及省级执业注册管理部门出具的已申请初始注册

的证明材料； 

  非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学历证、职称证书和养老保险证明复印件；主导专业人员的《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

况及业绩表》； 

  调入本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及注册执业人员的原聘用单位解聘证明； 

  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证明。 

  （三）工程业绩卷 

  1、目录； 

  2、工程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3、工程合同复印件； 

  4、工程竣工报告或有关部门出具的工程质量鉴定书复印件（需包含参与验收的单位及人员、验收的内容、验

收的结论、验收的时间等内容）；境外工程需出具符合国际惯例的工程竣工文件复印件； 

  5、涉及到单体（单项、单位）、跨度、长度、高度、结构类型等指标，应提供能反映该项技术指标的图纸； 

  6、涉及到单项合同额、造价等指标的，应提供工程结算单。 

  （四）企业信息化资料卷 

  企业信息化基本情况介绍材料。 

  凡过去文件规定与本《实施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实施办法》为准。 

 

 

8.3.172）《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74 号 2000 年 3月 1 日） 

http://www.shaanxijs.gov.cn/zhengce/2011/10/47181.s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74 号）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shaanxijs.gov.cn/zhengce/2011/10/47181.shtml
http://www.shaanxijs.gov.cn/zhengce/2011/10/47181.shtml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089 页 共 3277 页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已于 1999 年 12 月 3 日经第 18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俞正声 

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管理，保障工程造价咨询工作健康发展，维护建设市场秩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实施对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是指接受委托，对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提供专业服务，出

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中介组织或咨询服务机构。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应当取得《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并在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

务。 

  第四条 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原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分割、封锁、垄断工程造价咨询市场。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管理工作。 

特殊行业的主管部门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负责本行业内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质等级与标准  

第六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等级分为甲级、乙级。 

  第七条 甲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标准： 

  （一）专职技术负责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十年以上，并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 

  （二）具有专业技术职称、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专职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

员不少于 6 人，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8 人； 

  （三）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 万元； 

  （四）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健全的组织机构，完善的技术经济档案管理制度和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 

  （五）近三年已完成 5 个大型或者 8 个中型以上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的咨询工作； 

  （六）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第八条 乙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标准： 

  （一）专职技术负责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八年以上，并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 

  （二）具有专业技术职称、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专职人员不少于 12 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

员不少于 3 人，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6 人，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专业人员不少于 4 人； 

  （三）注册资金不少于 50 万元； 

  （四）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健全的组织机构，完善的技术经济档案管理制度和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 

  （五）近三年已完成 5 个以上中小型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的咨询工作； 

（六）有较好的社会信誉。  

第三章      资质申请与审批  

第九条 申请甲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的，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特殊行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资质初审，初审合格后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申请乙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商同级有关专业部门审

批。 

  第十条 申请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等级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等级申请书； 

  （二）技术负责人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 

  （三）专业人员技术职称证书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 

  （四）主要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和委托方证明材料； 

  （五）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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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单位章程。 

  第十一条 新开办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只能申请乙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等级。 

  第十二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等级的申请，经资质管理部门审批后，颁发相应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

证书》。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与副本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第十三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涂改、出租、转让、出卖《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 

  第十四条 遗失《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的，应当在有关新闻媒体上声明作废后，向原资质管理部门申

请补发。 

第十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取得乙级资质证书三年后，达到甲级资质标准的，可以申请晋级。  

第四章      资质管理  

第十六条 资质管理部门对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实行资质年检。 

  资质年检的内容包括：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条件、工作业绩、服务质量、社会资信等。 

  第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资质年检或者资质年检不合格的，资质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其限期

办理或者限期整改，逾期不办理或者逾期整改不合格的，资质管理部门可以注销其资质证书。 

  第十八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年检结果，由资质管理部门公布。 

  第十九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自情况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到资质管理部门办理有关

手续；： 

  （一）分立或者合并，应当交回原《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重新申请资质等级； 

  （二）停业半年以上，应当办理备案手续； 

  （三）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办理变更手续； 

（四）宣布破产或者其他原因终止业务，应当办理注销手续。  

第五章      业务承接  

第二十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应当在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内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禁止超越资质等级和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第二十一条 甲、乙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承接业务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甲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在全国范围内承接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二）乙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承接中、小型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第二十二条 甲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时，应当到工程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第二十三条 政府投资、国有单位投资以及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投资控股的建设工程，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

质的国内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进行工程造价咨询。 

  第二十四条 中外合资以及利用国外金融机构贷款的建设工程，原则上由国内甲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承接工程

造价咨询业务；确需国外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参加时，应当以中方为主，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 

  第二十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时，应当与委托单位签订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工程造价

咨询合同一般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当事人的名称、地址； 

  （二）咨询项目的名称、委托内容、要求、标准； 

  （三）履行期限； 

  （四）咨询费、支付方式和时间； 

  （五）违约责任和纠纷解决方式； 

  （六）当事人约定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六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应当在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上注明资质证书的等级和编号，加盖单位公章及造价

工程师执业专用章。 

第二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收费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中约定。当事人不得违反国家有

关最低收费标准的规定，任意压低工程造价咨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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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未取得《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的单位，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由资质管理部门责令其停

止活动，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二十九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申请资质等级的，由资质管

理部门注销《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伪造、涂改、出租、转让、出卖《工程造价咨询单位

资质证书》的，由资质管理部门注销《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不办理备案、注销或者变更手续的，由资质管理部

门责令其限期办理；对于逾期不办理的，资质管理部门可以注销《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 

  第三十二条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超载资质等级和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

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由资质管理部门注销《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 

第三十三条 因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过失，给委托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应当依法赔偿。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申请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工程造价咨询单位，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投资者与内地企业合资、

合作设立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原《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试行）及《<工程造

价咨询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8.3.173）《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9 号 2006 年 7 月 1 日，2016 年 9 月 13 日建设部令第

32 号,2020 年 2 月 19 日建设部令第 50 号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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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2003/t20200303_244236.html 2020 

https://www.waizi.org.cn/doc/79291.html 2020 

https://jjc.ecjtu.edu.cn/_t1286/2020/0608/c7463a82953/page.htm  2020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2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49 号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已于 2006 年 2 月 22 日经建设部第 85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管理，提高工程造价咨询工作质量，维护建设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实施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办

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是指接受委托，对建设项目投资、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提供专业咨

询服务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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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当依法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工程造价

咨询活动。 

    第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应当遵循独立、客观、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依法进行的工程造价咨询活动。 

    第六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有关专业部门负责对本专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 

    鼓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加入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组织。 

第二章 资质等级与标准 

  第八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等级分为甲级、乙级。 

   第九条 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标准如下： 

  （一）已取得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满 3 年； 

  （二）企业出资人中，注册造价工程师人数不低于出资人总人数的 60%，且其出资额不低于企业注册资本总额

的 60%； 

  （三）技术负责人已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并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工程造价

专业工作 15 年以上； 

  （四）专职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人员（以下简称专职专业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工程或者工程

经济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6 人；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他人员具有从

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经历； 

  （五）企业与专职专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且专职专业人员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年龄（出资人除外）； 

  （六）专职专业人员人事档案关系由国家认可的人事代理机构代为管理； 

  （七）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100 万元； 

  （八）企业近 3 年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500 万元； 

  （九）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人均办公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十）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齐全； 

  （十一）企业为本单位专职专业人员办理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手续齐全； 

  （十二）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禁止的行为。 

  第十条 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标准如下： 

  （一）企业出资人中，注册造价工程师人数不低于出资人总人数的 60%，且其出资额不低于注册资本总额的 60%； 

  （二）技术负责人已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并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工程造价

专业工作 10 年以上； 

  （三）专职专业人员不少于 12 人，其中，具有工程或者工程经济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8 人；

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他人员具有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经历； 

  （四）企业与专职专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且专职专业人员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年龄（出资人除外）； 

  （五）专职专业人员人事档案关系由国家认可的人事代理机构代为管理； 

  （六）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50 万元； 

  （七）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人均办公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八）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齐全； 

  （九）企业为本单位专职专业人员办理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手续齐全； 

  （十）暂定期内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 

  （十一）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无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禁止的行为。 

第三章 资质许可 

  第十一条 申请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应当向申请人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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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20 日内审查完

毕，并将初审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

定。 

  第十二条 申请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审查决定。其中，

申请有关专业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商同级有关专业部门审

查决定。 

  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定报国务院

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并同时在网上申报： 

  （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等级申请书》； 

  （二）专职专业人员（含技术负责人）的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造价员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和身份证； 

  （三）专职专业人员（含技术负责人）的人事代理合同和企业为其交纳的本年度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凭证； 

  （四）企业章程、股东出资协议并附工商部门出具的股东出资情况证明； 

  （五）企业缴纳营业收入的营业税发票或税务部门出具的缴纳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的营业税完税证明；企业

营业收入含其他业务收入的，还需出具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的财务审计报告； 

  （六）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 

  （七）企业营业执照； 

  （八）固定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 

  （九）有关企业技术档案管理、质量控制、财务管理等制度的文件；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新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不需要提交前款第（五）项、第（六）项所列材料。 

  第十四条 新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其资质等级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第（一）项至第（九）项所列资质

标准核定为乙级，设暂定期一年。 

  暂定期届满需继续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的，应当在暂定期届满 30 日前，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换发资质证书。

符合乙级资质条件的，由资质许可机关换发资质证书。 

  第十五条 准予资质许可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分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遗失资质证书的，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声明作废后，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补办。 

  第十六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有效期为 3 年。 

  资质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的，应当在资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资

质延续申请。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根据申请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准予延续的，资质有效期延续 3 年。 

  第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名称、住所、组织形式、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注册资本等事项发生变更

的，应当自变更确立之日起 30 日内，到资质许可机关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第十八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

的资质等级，但应当符合相应的资质等级条件。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分立的，只能由分立后的一方承继原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但应当符合原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资质等级条件。 

第四章 工程造价咨询管理 

  第十九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依法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不受行政区域限制。 

  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从事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从事工程造价 5000 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第二十条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包括： 

  （一）建设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项目经济评价报告的编制和审核； 

  （二）建设项目概预算的编制与审核，并配合设计方案比选、优化设计、限额设计等工作进行工程造价分析与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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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设项目合同价款的确定（包括招标工程工程量清单和标底、投标报价的编制和审核）；合同价款的签

订与调整（包括工程变更、工程洽商和索赔费用的计算）及工程款支付，工程结算及竣工结（决）算报告的编制与

审核等； 

  （四）工程造价经济纠纷的鉴定和仲裁的咨询； 

  （五）提供工程造价信息服务等。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对建设项目的组织实施进行全过程或者若干阶段的管理和服务。 

  第二十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在承接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时，应当与委托人订立书面工程造价

咨询合同。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与委托人可以参照《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第二十二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加盖有企业名称、资质等级及证书编号的执业印章，并由执行咨询

业务的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加盖执业印章。 

  第二十三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自领取分支机构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持下列材料

到分支机构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一）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三）拟在分支机构执业的不少于 3 名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证书复印件； 

  （四）分支机构固定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受备案之日起 20 日内，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分支机构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应当由设立该分支机构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负责承接工程造价

咨询业务、订立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分支机构不得以自己名义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订立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第二十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应当自承接业务之日起 30

日内到建设工程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工程造价咨询收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由当事人在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中约定。 

  第二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二）超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三）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或两个以上投标人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四）以给予回扣、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五）转包承接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八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得对外提供工程造价咨询

服务过程中获知的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业务资料。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有关专业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

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监督检查机关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有关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文档，

有关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以及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等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及执业规程规定的行为。 

  监督检查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一条 监督检查机关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并出示执法证件，不得妨碍

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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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具备行政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其他情形。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三十三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资质许可机关根据

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撤回其资质。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依法注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有效期满，未申请延续的； 

  （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被撤销、撤回的； 

  （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依法终止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信用档案信息。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档案应当包括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基本情况、业绩、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内容。违法

行为、被投诉举报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不良记录记入其信用档案。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查阅信用档案。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资质许

可，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第三十七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或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资质。 

  第三十八条 未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的，出具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

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新设立分支机构不备案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接业务不备案的。 

  第四十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有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

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资质许可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或者超越职权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资质许可决定的； 

  （二）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资质许可决定的； 

  （三）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四） 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2000 年 1 月 25 日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096 页 共 3277 页 

法》（建设部令第 74 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施行前建设部发布的规章与本办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第九条第（二）项、第（六）项和第十条第（一）项、第（五）项的规定，暂不适用于本

办法施行前已取得工程造价咨询资质且尚未进行改制的单位。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9 号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已于 2006 年 2 月 22 日经建设部第 85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2006 年 09 月 28 日建设部令第 141 号发布，2015 年 5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订，依据 2016 年 9 月 13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32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等 11 个部门规章的决

定》第二次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管理，提高工程造价咨询工作质量，维护建设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实施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是指接受委托，对建设项目投资、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提供专业咨询服

务的企业。 

第四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当依法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

活动。 

第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应当遵循独立、客观、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依法进行的工程造价咨询活动。 

第六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有关专业部门负责对本专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 

鼓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加入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组织。 

第二章 资质等级与标准 

第八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等级分为甲级、乙级。 

第九条 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标准如下： 

（一）已取得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满 3 年； 

（二）企业出资人中，注册造价工程师人数不低于出资人总人数的 60%，且其出资额不低于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

60%； 

（三）技术负责人已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并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工程造价专业

工作 15 年以上； 

（四）专职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人员（以下简称专职专业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工程或者工程经济

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6 人；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他人员具有从事工

程造价专业工作的经历； 

（五）企业与专职专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且专职专业人员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年龄（出资人除外）； 

（六）专职专业人员人事档案关系由国家认可的人事代理机构代为管理； 

（七）企业近 3 年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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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人均办公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九）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齐全； 

（十）企业为本单位专职专业人员办理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手续齐全； 

（十一）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禁止的行为。 

第十条 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标准如下： 

（一）企业出资人中，注册造价工程师人数不低于出资人总人数的 60%，且其出资额不低于认缴出资总额的 60%； 

（二）技术负责人已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并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工程造价专业

工作 10 年以上； 

（三）专职专业人员不少于 12 人，其中，具有工程或者工程经济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8 人；取

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他人员具有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经历； 

（四）企业与专职专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且专职专业人员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年龄（出资人除外）； 

（五）专职专业人员人事档案关系由国家认可的人事代理机构代为管理； 

（六）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人均办公建筑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 

（七）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齐全； 

（八）企业为本单位专职专业人员办理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手续齐全； 

（九）暂定期内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 

（十）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无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禁止的行为。 

第三章 资质许可 

第十一条 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批。 

申请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可以向申请人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全

部申请材料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 

组织专家评审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时限内，但应当明确告知申请人。 

第十二条 申请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决定。

其中，申请有关专业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商同级

有关专业部门审查决定。 

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定报国

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并同时在网上申报： 

（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等级申请书》； 

（二）专职专业人员（含技术负责人）的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造价员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和身份证； 

（三）专职专业人员（含技术负责人）的人事代理合同和企业为其交纳的本年度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凭证； 

（四）企业章程、股东出资协议； 

（五）企业缴纳营业收入的营业税发票或税务部门出具的缴纳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的营业税完税证明；企业营业

收入含其他业务收入的，还需出具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的财务审计报告； 

（六）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 

（七）企业营业执照； 

（八）固定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 

（九）有关企业技术档案管理、质量控制、财务管理等制度的文件；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新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不需要提交前款第（五）项、第（六）项所列材料。 

第十四条 新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其资质等级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第（一）项至第（九）项所列资质标准

核定为乙级，设暂定期一年。 

暂定期届满需继续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的，应当在暂定期届满 30 日前，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换发资质证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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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乙级资质条件的，由资质许可机关换发资质证书。 

第十五条 准予资质许可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分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遗失资质证书的，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声明作废后，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补办。 

第十六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有效期为 3 年。 

资质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的，应当在资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资质延

续申请。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根据申请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准予延续的，资质有效期延续 3 年。 

第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名称、住所、组织形式、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注册资本等事项发生变更的，

应当自变更确立之日起 30 日内，到资质许可机关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第十八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的资

质等级，但应当符合相应的资质等级条件。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分立的，只能由分立后的一方承继原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但应当符合原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

质等级条件。 

第四章 工程造价咨询管理 

第十九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依法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不受行政区域限制。 

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从事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从事工程造价 5000 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第二十条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包括： 

（一）建设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项目经济评价报告的编制和审核； 

（二）建设项目概预算的编制与审核，并配合设计方案比选、优化设计、限额设计等工作进行工程造价分析与控制； 

（三）建设项目合同价款的确定（包括招标工程工程量清单和标底、投标报价的编制和审核）；合同价款的签订与

调整（包括工程变更、工程洽商和索赔费用的计算）及工程款支付，工程结算及竣工结（决）算报告的编制与审核

等； 

（四）工程造价经济纠纷的鉴定和仲裁的咨询； 

（五）提供工程造价信息服务等。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对建设项目的组织实施进行全过程或者若干阶段的管理和服务。 

第二十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在承接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时，应当与委托人订立书面工程造价咨询

合同。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与委托人可以参照《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第二十二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加盖有企业名称、资质等级及证书编号的执业印章，并由执行咨询业务

的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加盖执业印章。 

第二十三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自领取分支机构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持下列材料到分

支机构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一）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三）拟在分支机构执业的不少于 3 名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证书复印件； 

（四）分支机构固定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受备案之日起 20 日内，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分支机构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应当由设立该分支机构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负责承接工程造价咨询

业务、订立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分支机构不得以自己名义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订立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第二十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应当自承接业务之日起 30 日内

到建设工程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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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工程造价咨询收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由当事人在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中约定。 

第二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二）超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三）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或两个以上投标人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四）以给予回扣、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五）转包承接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八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得对外提供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过程中获知的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业务资料。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有关专业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

定，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监督检查机关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有关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文档，有

关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以及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等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及执业规程规定的行为。 

监督检查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一条 监督检查机关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并出示执法证件，不得妨碍被检

查单位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具备行政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其他情形。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三十三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资质许可机关根据利害

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撤回其资质。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依法注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有效期满，未申请延续的； 

（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被撤销、撤回的； 

（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依法终止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

用档案信息。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档案应当包括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基本情况、业绩、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内容。违法行为、

被投诉举报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不良记录记入其信用档案。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查阅信用档案。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资质许可，

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第三十七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或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造价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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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企业资质。 

第三十八条 未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出

具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责令

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新设立分支机构不备案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接业务不备案的。 

第四十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有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或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资质许可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或者超越职权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

可决定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

质许可决定的； 

（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四）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2000 年 1 月 25 日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 74 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施行前建设部发布的规章与本办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第九条第（二）项、第（六）项和第十条第（一）项、第（五）项的规定，暂不适用于本办法

施行前已取得工程造价咨询资质且尚未进行改制的单位。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2020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2006 年 3 月 22 日建设部令第 149 号发布，根据 2015 年 5 月 4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2016 年 9 月 13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32 号,2020 年 2 月 19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0 号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管理，提高工程造价咨询工作质量，维护建设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实施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是指接受委托，对建设项目投资、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提供专业咨询服

务的企业。 

第四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当依法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

活动。 

第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应当遵循独立、客观、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依法进行的工程造价咨询活动。 

第六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有关专业部门负责对本专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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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加入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组织。 

第二章 资质等级与标准 

第八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等级分为甲级、乙级。 

第九条 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标准如下： 

（一）已取得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满 3 年； 

（二）技术负责人已取得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并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工程造价

专业工作 15 年以上； 

（三）专职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人员（以下简称专职专业人员）不少于 12 人，其中，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

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取得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合计不少于 10 人；取得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

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他人员具有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经历； 

（四）企业与专职专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且专职专业人员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年龄（出资人除外）；  

（五）企业近 3 年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500 万元； 

（六）企业为本单位专职专业人员办理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手续齐全； 

（七）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禁止的行为。 

第十条 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标准如下： 

（一）技术负责人已取得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并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工程造价

专业工作 10 年以上； 

（二）专职专业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中，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取得二级造价工程

师注册证书的人员合计不少于 4 人；取得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3 人，其他人员具有从事工程造价

专业工作的经历； 

（三）企业与专职专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且专职专业人员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年龄（出资人除外）； 

（四）企业为本单位专职专业人员办理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手续齐全； 

（五）暂定期内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 

（六）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无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禁止的行为。 

第三章 资质许可 

第十一条 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批。 

申请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可以向申请人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全

部申请材料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 

组织专家评审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时限内，但应当明确告知申请人。 

第十二条 申请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决定。

其中，申请有关专业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商同级

有关专业部门审查决定。 

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定报国

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企业在申请工程造价咨询甲级（或乙级）资质，以及在资质延续、变更时，应当提交下列申报材料： 

（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申请书（含企业法定代表人承诺书）； 

（二）专职专业人员（含技术负责人）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和身份证； 

（三）企业开具的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发票和对应的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如发票能体现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可

不提供对应的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新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不需提供）； 

（四）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新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不需提供）； 

（五）企业营业执照。 

企业在申请工程造价咨询甲级（或乙级）资质，以及在资质延续、变更时，企业法定代表人应当对下列事项进行承

诺，并由资质许可机关调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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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与专职专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二）企业缴纳营业收入的增值税； 

（三）企业为专职专业人员（含技术负责人）缴纳本年度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用。 

第十四条 新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其资质等级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所列资质标准

核定为乙级，设暂定期一年。  

暂定期届满需继续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的，应当在暂定期届满 30 日前，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换发资质证书。符

合乙级资质条件的，由资质许可机关换发资质证书。 

第十五条 准予资质许可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分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遗失资质证书的，应当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补办，由资质许可机关在官网发布信息。 

第十六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有效期为 3 年。 

资质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的，应当在资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资质延

续申请。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根据申请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准予延续的，资质有效期延续 3 年。 

第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名称、住所、组织形式、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注册资本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

当自变更确立之日起 30 日内，到资质许可机关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第十八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的资

质等级，但应当符合相应的资质等级条件。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分立的，只能由分立后的一方承继原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但应当符合原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

质等级条件。 

第四章 工程造价咨询管理 

第十九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依法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不受行政区域限制。 

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从事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从事工程造价 2 亿元人民币以下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第二十条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包括： 

（一）建设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项目经济评价报告的编制和审核； 

（二）建设项目概预算的编制与审核，并配合设计方案比选、优化设计、限额设计等工作进行工程造价分析与控制； 

（三）建设项目合同价款的确定（包括招标工程工程量清单和标底、投标报价的编制和审核）；合同价款的签订与

调整（包括工程变更、工程洽商和索赔费用的计算）及工程款支付，工程结算及竣工结（决）算报告的编制与审核

等； 

（四）工程造价经济纠纷的鉴定和仲裁的咨询； 

（五）提供工程造价信息服务等。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对建设项目的组织实施进行全过程或者若干阶段的管理和服务。 

第二十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在承接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时，应当与委托人订立书面工程造价咨询

合同。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与委托人可以参照《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第二十二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加盖有企业名称、资质等级及证书编号的执业印章，并由执行咨询业务

的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加盖执业印章。 

第二十三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应当自承接业务之日起 30 日内

到建设工程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工程造价咨询收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由当事人在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中约定。 

第二十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二）超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三）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或两个以上投标人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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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给予回扣、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五）转包承接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六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得对外提供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过程中获知的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业务资料。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有关专业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

定，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监督检查机关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有关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文档，有

关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以及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等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及执业规程规定的行为。 

监督检查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九条 监督检查机关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并出示执法证件，不得妨碍被检

查单位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工

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具备行政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其他情形。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三十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资质许可机关根据利害

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撤回其资质。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依法注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有效期满，未申请延续的； 

（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被撤销、撤回的； 

（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依法终止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三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

用档案信息。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档案应当包括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基本情况、业绩、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内容。违法行为、

被投诉举报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不良记录记入其信用档案。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查阅信用档案。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资质许可，

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第三十五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或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造价咨

询企业资质。 

第三十六条 未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出

具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责令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104 页 共 3277 页 

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接业务不备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有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或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资质许可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或者超越职权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

可决定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

质许可决定的； 

（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四）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2000 年 1 月 25 日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 74 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施行前建设部发布的规章与本办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8.3.174）《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150 号 2006 年 2 月 4 日，2016 年 9 月 13 日 建设部令第 32 号，

2020 年 2 月 19 日建设部令第 50 号修正） 

http://www.gov.cn/flfg/2007-01/25/content_507141.htm  2006 

http://hnzaojia.org.cn/bmgz/content-13023860005752832.html 2006 

http://jst.zj.gov.cn/art/2016/9/13/art_1229129292_860848.html 2016 

https://waizi.org.cn/law/13953.html 2016 

http://zfcj.gz.gov.cn/zwgk/zsdwxxgkzl/jsgczjglz/xygl/content/post_5736415.html 2020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09720.htm 2020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2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50 号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已于 2006 年 12 月 11 日经建设部第 112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注册造价工程师的管理，规范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继续教育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注册造价工程师，是指通过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统一考试或者资格认定、资格互认，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以下简称执业资格），并按照本办法注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造价工

程师注册执业证书（以下简称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专业人员。 

  未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人员，不得以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工程造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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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

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有关专业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

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工程造价行业组织应当加强造价工程师自律管理。 

  鼓励注册造价工程师加入工程造价行业组织。 

第二章 注  册 

  第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实行注册执业管理制度。 

  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经过注册方能以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名义执业。 

  第七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条件为： 

  （一）取得执业资格； 

  （二）受聘于一个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或者工程建设领域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招标代理、工程监理、工程

造价管理等单位； 

  （三）无本办法第十二条不予注册的情形。 

  第八条 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申请注册的，应当向聘用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注册初审机关）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以下简称部门注册初审机关）提出注册申请。 

  对申请初始注册的，注册初审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审查完毕，并将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报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注册机关）。注册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 

  对申请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的，注册初审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5 日内审查完毕，并将申请材料和初审意

见报注册机关。注册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决定。 

  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初始、变更、延续注册，逐步实行网上申报、受理和审批。 

  第九条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可自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 1 年内申请初始注册。逾期未申请者，须符合继续教

育的要求后方可申请初始注册。初始注册的有效期为 4 年。 

  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初始注册申请表； 

  （二）执业资格证件和身份证件复印件； 

  （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四）工程造价岗位工作证明； 

  （五）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自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 1 年后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供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六）受聘于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中介机构的，应当提供聘用单位为其交纳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凭证、人

事代理合同复印件，或者劳动、人事部门颁发的离退休证复印件； 

  （七）外国人、台港澳人员应当提供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台港澳人员就业证书复印件。 

  第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注册有效期满 30 日前，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

的程序申请延续注册。延续注册的有效期为 4 年。 

  申请延续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延续注册申请表； 

  （二）注册证书； 

  （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四）前一个注册期内的工作业绩证明； 

  （五）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第十一条 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造价工程师变更执业单位的，应当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并按照本办

法第八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变更注册后延续原注册有效期。 

  申请变更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变更注册申请表； 

  （二）注册证书； 

  （三）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106 页 共 3277 页 

  （四）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文件； 

  （五）受聘于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中介机构的，应当提供聘用单位为其交纳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凭证、人

事代理合同复印件，或者劳动、人事部门颁发的离退休证复印件； 

  （六）外国人、台港澳人员应当提供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台港澳人员就业证书复印件。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申请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注册的； 

  （三）未达到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合格标准的； 

  （四）前一个注册期内工作业绩达不到规定标准或未办理暂停执业手续而脱离工程造价业务岗位的； 

  （五）受刑事处罚，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六）因工程造价业务活动受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5 年的； 

  （七）因前项规定以外原因受刑事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八）被吊销注册证书，自被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九）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准注册被撤销，自被撤销注册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十）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被注销注册或者不予注册者，在具备注册条件后重新申请注册的，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

款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四条 准予注册的，由注册机关核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是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执业凭证，应当由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保管、使用。 

  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由注册机关统一印制。 

  注册造价工程师遗失注册证书、执业印章，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声明作废后，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三款

规定的程序申请补发。 

第三章 执  业 

  第十五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范围包括： 

  （一）建设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的编制和审核，项目经济评价，工程概、预、结算、竣工结（决）

算的编制和审核； 

  （二）工程量清单、标底（或者控制价）、投标报价的编制和审核，工程合同价款的签订及变更、调整、工程款

支付与工程索赔费用的计算； 

  （三）建设项目管理过程中设计方案的优化、限额设计等工程造价分析与控制，工程保险理赔的核查； 

  （四）工程经济纠纷的鉴定。 

  第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享有下列权利： 

  （一）使用注册造价工程师名称； 

  （二）依法独立执行工程造价业务； 

  （三）在本人执业活动中形成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上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 

  （四）发起设立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五）保管和使用本人的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六）参加继续教育。 

  第十七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有关管理规定，恪守职业道德； 

  （二）保证执业活动成果的质量； 

  （三）接受继续教育，提高执业水平； 

  （四） 执行工程造价计价标准和计价方法； 

  （五）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回避； 

  （六）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技术秘密。 

  第十八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应当在本人承担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上签字并盖章。 

  第十九条 修改经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盖章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签字盖章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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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因特殊情况不能进行修改的，应当由其他注册造价工程师修改，并签字盖章；修改工程造价成

果文件的注册造价工程师对修改部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履行注册造价工程师义务； 

  （二）在执业过程中，索贿、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费用外的其他利益； 

  （三）在执业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 

  （四）签署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五）以个人名义承接工程造价业务； 

  （六）允许他人以自己名义从事工程造价业务； 

  （七）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执业； 

  （八）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 

  （九）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造价工程师因特殊原因需要暂停执业的，应当到注册初审机关办理暂停执

业手续，并交回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第二十二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在每一注册期内应当达到注册机关规定的继续教育要求。 

  注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每一注册有效期各为 60 学时。经继续教育达到合格标准的，

颁发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注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由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负责组织。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注

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和继续教育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注册机关应当将造价工程师注册信息告知注册初审机关。 

  省级注册初审机关应当将造价工程师注册信息告知本行政区域内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人员提供注册证书； 

  （二）要求被检查人员所在聘用单位提供有关人员签署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及相关业务文档； 

  （三）就有关问题询问签署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人员； 

  （四）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及工程造价计价标准和计价办法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违法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告知注册机关；依法应当撤销注册的，违法行为发生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将违法事实、处理建议及有关材料告知注册机关。 

  第二十七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注册证书失效： 

  （一）已与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且未被其他单位聘用的； 

  （二）注册有效期满且未延续注册的； 

  （三）死亡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四）其他导致注册失效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册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依据职权或者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以撤

销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四）对不具备注册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准注册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注册机关办理注销注册手续，收回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或者公告其注册证

书和执业印章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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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本办法第二十七条所列情形发生的； 

  （二）依法被撤销注册的； 

  （三）依法被吊销注册证书的； 

  （四）受到刑事处罚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注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和聘用单位应当及时向注册机关提出注销注册申

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注册机关举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告知注

册机关。 

  第三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及其聘用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注册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注册造价工

程师信用档案信息。 

  注册造价工程师信用档案应当包括造价工程师的基本情况、业绩、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内容。违法违规行为、

被投诉举报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造价工程师的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注册造价工程师信用档案信息按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造价工程师注册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注册，并给予警告，

申请人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造价工程师注册。 

  第三十二条 聘用单位为申请人提供虚假注册材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给予警告，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的，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注册，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其中，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注册而以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所签署的工程造价

成果文件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

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注册造价工程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造价工程师信用档案信息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工作中，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注册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注册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注册许可决定的； 

  （二）对符合注册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注册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注册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四） 利用职务之便，收取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 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按照国务院人事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000 年 1 月 21 日发布的《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建设部

令第 75 号）同时废止。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2016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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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2 月 25 日建设部令第 150 号公布，根据 2016 年 9 月 13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32 号修改，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注册造价工程师的管理，规范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继续教育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注册造价工程师，是指通过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统一考试或者资格认定、资格互认，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以下简称执业资格），并按照本办法注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造价工

程师注册执业证书（以下简称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专业人员。 

未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人员，不得以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工程造价活动。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

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有关专业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

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监

督管理。 

第五条 工程造价行业组织应当加强造价工程师自律管理。 

鼓励注册造价工程师加入工程造价行业组织。 

第二章 注 册 

第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实行注册执业管理制度。 

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经过注册方能以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名义执业。 

第七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条件为： 

（一）取得执业资格； 

（二）受聘于一个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或者工程建设领域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招标代理、工程监理、工程

造价管理等单位； 

（三）无本办法第十二条不予注册的情形。 

第八条 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申请注册的，可以向聘用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出具凭证；申请材料不齐

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申请初始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收到申请材

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全部申请材料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注册机关），注册机关应当自受理

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 

对申请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

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全部申请材料报注册机关，注册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决定。 

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初始、变更、延续注册，逐步实行网上申报、受理和审批。 

第九条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可自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 1 年内申请初始注册。逾期未申请者，须符合继续教

育的要求后方可申请初始注册。初始注册的有效期为 4 年。 

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初始注册申请表； 

（二）执业资格证件和身份证件复印件； 

（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四）工程造价岗位工作证明； 

（五）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自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 1 年后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供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六）受聘于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中介机构的，应当提供聘用单位为其交纳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凭证、人

事代理合同复印件，或者劳动、人事部门颁发的离退休证复印件； 

（七）外国人、台港澳人员应当提供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台港澳人员就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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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注册有效期满 30 日前，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

的程序申请延续注册。延续注册的有效期为 4 年。 

申请延续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延续注册申请表； 

（二）注册证书； 

（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四）前一个注册期内的工作业绩证明； 

（五）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第十一条 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造价工程师变更执业单位的，应当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并按照本办

法第八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变更注册后延续原注册有效期。 

申请变更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变更注册申请表； 

（二）注册证书； 

（三）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四）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文件； 

（五）受聘于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中介机构的，应当提供聘用单位为其交纳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凭证、人

事代理合同复印件，或者劳动、人事部门颁发的离退休证复印件； 

（六）外国人、台港澳人员应当提供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台港澳人员就业证书复印件。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申请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注册的； 

（三）未达到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合格标准的； 

（四）前一个注册期内工作业绩达不到规定标准或未办理暂停执业手续而脱离工程造价业务岗位的； 

（五）受刑事处罚，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六）因工程造价业务活动受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5 年的； 

（七）因前项规定以外原因受刑事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八）被吊销注册证书，自被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九）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准注册被撤销，自被撤销注册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十）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被注销注册或者不予注册者，在具备注册条件后重新申请注册的，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

款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四条 准予注册的，由注册机关核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是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执业凭证，应当由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保管、使用。 

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由注册机关统一印制。 

注册造价工程师遗失注册证书、执业印章，应当在公众媒体上声明作废后，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三款

规定的程序申请补发。 

第三章 执 业 

第十五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范围包括： 

（一）建设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的编制和审核，项目经济评价，工程概、预、结算、竣工结（决）

算的编制和审核； 

（二）工程量清单、标底（或者控制价）、投标报价的编制和审核，工程合同价款的签订及变更、调整、工程款

支付与工程索赔费用的计算； 

（三）建设项目管理过程中设计方案的优化、限额设计等工程造价分析与控制，工程保险理赔的核查； 

（四）工程经济纠纷的鉴定。 

第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享有下列权利： 

（一）使用注册造价工程师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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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法独立执行工程造价业务； 

（三）在本人执业活动中形成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上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 

（四）发起设立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五）保管和使用本人的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六）参加继续教育。 

第十七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有关管理规定，恪守职业道德； 

（二）保证执业活动成果的质量； 

（三）接受继续教育，提高执业水平； 

（四）执行工程造价计价标准和计价方法； 

（五）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回避； 

（六）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技术秘密。 

第十八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应当在本人承担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上签字并盖章。 

第十九条 修改经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盖章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签字盖章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进行；

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因特殊情况不能进行修改的，应当由其他注册造价工程师修改，并签字盖章；修改工程造价成

果文件的注册造价工程师对修改部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履行注册造价工程师义务； 

（二）在执业过程中，索贿、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费用外的其他利益； 

（三）在执业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 

（四）签署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五）以个人名义承接工程造价业务； 

（六）允许他人以自己名义从事工程造价业务； 

（七）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执业； 

（八）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 

（九）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造价工程师因特殊原因需要暂停执业的，应当到注册机关办理暂停执业手

续，并交回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第二十二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在每一注册期内应当达到注册机关规定的继续教育要求。 

注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每一注册有效期各为 60 学时。经继续教育达到合格标准的，

颁发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注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由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负责组织。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

定，对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和继续教育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注册机关应当将造价工程师注册信息告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

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造价工程师注册信息告知本行政区域内市、县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

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人员提供注册证书； 

（二）要求被检查人员所在聘用单位提供有关人员签署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及相关业务文档； 

（三）就有关问题询问签署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人员； 

（四）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及工程造价计价标准和计价办法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违法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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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告知注册机关；依法应当撤销注册的，应当将

违法事实、处理建议及有关材料报注册机关。 

第二十七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注册证书失效： 

（一）已与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且未被其他单位聘用的； 

（二）注册有效期满且未延续注册的； 

（三）死亡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四）其他导致注册失效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册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依据职权或者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以撤

销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四）对不具备注册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准注册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注册机关办理注销注册手续，收回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或者公告其注册证

书和执业印章作废： 

（一）有本办法第二十七条所列情形发生的； 

（二）依法被撤销注册的； 

（三）依法被吊销注册证书的； 

（四）受到刑事处罚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注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和聘用单位应当及时向注册机关提出注销注册申

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注册机关举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及

时告知注册机关。 

第三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及其聘用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注册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注册造价工

程师信用档案信息。 

注册造价工程师信用档案应当包括造价工程师的基本情况、业绩、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内容。违法违规行为、

被投诉举报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造价工程师的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注册造价工程师信用档案信息按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造价工程师注册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注册，并给予警告，

申请人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造价工程师注册。 

第三十二条 聘用单位为申请人提供虚假注册材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的，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注册，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其中，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注册而以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所签署的工程造价

成果文件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

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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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注册造价工程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造价工程师信用档案信息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工作

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注册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注册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注册许可决定的； 

（二）对符合注册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注册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注册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四）利用职务之便，收取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按照国务院人事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000 年 1 月 21 日发布的《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75 号）同时废止。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2020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2006 年 12 月 25 日建设部令第 150 号发布，根据 2016 年 9 月 13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32 号，2020 年 2

月 19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0 号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注册造价工程师的管理，规范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继续教育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注册造价工程师，是指通过土木建筑工程或者安装工程专业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取得

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或者通过资格认定、资格互认，并按照本办法注册后，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专业人员。注

册造价工程师分为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和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负责实施

全国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并负责建立全国统一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信息管理平台；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本行业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并实施本行政区域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 

第五条 工程造价行业组织应当加强造价工程师自律管理。 

鼓励注册造价工程师加入工程造价行业组织。 

第二章 注册 

第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实行注册执业管理制度。 

取得职业资格的人员，经过注册方能以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名义执业。 

第七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条件为： 

（一）取得职业资格； 

（二）受聘于一个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或者工程建设领域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招标代理、工程监理、工程

造价管理等单位； 

（三）无本办法第十三条不予注册的情形。 

第八条 符合注册条件的人员申请注册的，可以向聘用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专业

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申请材料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

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依法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出具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国务院住房城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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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 

申请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

当依法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出具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 

申请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

院有关专业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日内将申请材料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决定。 

申请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申请

材料后，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决定。 

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初始、变更、延续注册，通过全国统一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信息管理平台实行网上申报、

受理和审批。 

第九条 准予注册的，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以下简称注册机关）核发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注册造价工程师按照规定自行制作执业印章。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是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执业凭证，由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保管、使用。注册证书、执业印章

的样式以及编码规则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制定。 

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印制；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分别印制。 

注册造价工程师遗失注册证书，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延续注册程序申请补发，并由注册机关在官网发

布信息。 

第十条 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可自职业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 1 年内申请初始注册。逾期未申请者，须符

合继续教育的要求后方可申请初始注册。初始注册的有效期为 4 年。 

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初始注册申请表； 

（二）职业资格证书和身份证件； 

（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四）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自职业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 1 年后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供当年的继续教

育合格证明； 

（五）外国人应当提供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 

申请初始注册时，造价工程师本人和单位应当对下列事项进行承诺，并由注册机关调查核实： 

（一）受聘于工程造价岗位； 

（二）聘用单位为其交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已办理退休。 

第十一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注册有效期满 30 日前，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

定的程序申请延续注册。延续注册的有效期为 4 年。 

申请延续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延续注册申请表； 

（二）注册证书； 

（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四）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申请延续注册时，造价工程师本人和单位应对其前一个注册的工作业绩进行承诺，并由注册机关调查核实。 

第十二条 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造价工程师变更执业单位的，应当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并按照本办

法第八条规定的程序，到新聘用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

务院有关专业部门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变更注册后延续原注册有效期。 

申请变更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变更注册申请表； 

（二）注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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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申请变更注册时，造价工程师本人和单位应当对下列事项进行承诺，并由注册机关调查核实： 

（一）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二）聘用单位为其交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已办理退休。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申请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注册的； 

（三）未达到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合格标准的； 

（四）前一个注册期内工作业绩达不到规定标准或未办理暂停执业手续而脱离工程造价业务岗位的； 

（五）受刑事处罚，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六）因工程造价业务活动受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5 年的； 

（七）因前项规定以外原因受刑事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八）被吊销注册证书，自被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九）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准注册被撤销，自被撤销注册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十）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 被注销注册或者不予注册者，在具备注册条件后重新申请注册的，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程序办

理。 

第三章 执业 

第十五条 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范围包括建设项目全过程的工程造价管理与工程造价咨询等，具体工作内

容： 

（一）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与审核，项目评价造价分析； 

（二）建设工程设计概算、施工预算编制和审核； 

（三）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文件工程量和造价的编制与审核； 

（四）建设工程合同价款、结算价款、竣工决算价款的编制与管理； 

（五）建设工程审计、仲裁、诉讼、保险中的造价鉴定，工程造价纠纷调解； 

（六）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造价指标的编制与管理； 

（七）与工程造价管理有关的其他事项。 

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协助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开展相关工作，并可以独立开展以下工作： 

（一）建设工程工料分析、计划、组织与成本管理，施工图预算、设计概算编制； 

（二）建设工程量清单、最高投标限价、投标报价编制； 

（三）建设工程合同价款、结算价款和竣工决算价款的编制。 

第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享有下列权利： 

（一）使用注册造价工程师名称； 

（二）依法从事工程造价业务； 

（三）在本人执业活动中形成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上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 

（四）发起设立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五）保管和使用本人的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六）参加继续教育。 

第十七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有关管理规定，恪守职业道德； 

（二）保证执业活动成果的质量； 

（三）接受继续教育，提高执业水平； 

（四） 执行工程造价计价标准和计价方法； 

（五）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回避； 

（六）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技术秘密。 

第十八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应当根据执业范围，在本人形成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上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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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出具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审核并签字盖章。 

第十九条 修改经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盖章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签字盖章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进行；

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因特殊情况不能进行修改的，应当由其他注册造价工程师修改，并签字盖章；修改工程造价成

果文件的注册造价工程师对修改部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履行注册造价工程师义务； 

（二）在执业过程中，索贿、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费用外的其他利益； 

（三）在执业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 

（四）签署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五）以个人名义承接工程造价业务； 

（六）允许他人以自己名义从事工程造价业务； 

（七）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执业； 

（八）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 

（九）超出执业范围、注册专业范围执业； 

（十）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造价工程师因特殊原因需要暂停执业的，应当到注册机关办理暂停执业手

续，并交回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第二十二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应当适应岗位需要和职业发展的要求，按照国家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有关规

定接受继续教育，更新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水平。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

定，对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和继续教育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造价工程师注册信息告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造价工程师注册信息告知本行政区域内市、县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

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人员提供注册证书； 

（二）要求被检查人员所在聘用单位提供有关人员签署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及相关业务文档； 

（三）就有关问题询问签署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人员； 

（四）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及工程造价计价标准和计价办法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违法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告知注册机关；依法应当撤销注册的，应当将

违法事实、处理建议及有关材料报注册机关。 

第二十七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注册证书失效： 

（一）已与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且未被其他单位聘用的； 

（二）注册有效期满且未延续注册的； 

（三）死亡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四）其他导致注册失效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册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依据职权或者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以撤

销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四）对不具备注册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注册许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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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法可以撤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准注册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注册机关办理注销注册手续，收回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或者公告其注册证

书和执业印章作废： 

（一）有本办法第二十七条所列情形发生的； 

（二）依法被撤销注册的； 

（三）依法被吊销注册证书的； 

（四）受到刑事处罚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注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和聘用单位应当及时向注册机关提出注销注册申

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注册机关举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及

时告知注册机关。 

第三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及其聘用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注册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注册造价工

程师信用档案信息。 

注册造价工程师信用档案应当包括造价工程师的基本情况、业绩、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内容。违法违规行为、

被投诉举报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造价工程师的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注册造价工程师信用档案信息按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造价工程师注册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注册，并给予警告，

申请人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造价工程师注册。 

第三十二条 聘用单位为申请人提供虚假注册材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的，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注册，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其中，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注册而以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所签署的工程造价

成果文件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

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注册造价工程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造价工程师信用档案信息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工作

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注册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注册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注册许可决定的； 

（二）对符合注册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注册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注册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四）利用职务之便，收取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工作按照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000 年 1 月 21 日发布的《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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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号）同时废止。 

 

 

8.3.175）《＜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建标〔2002〕187 号 2002 年 07 月 15 日) 

http://www.gxzj.com.cn/news.aspx?id=5597  

关于印发《＜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建标〔2002〕187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国务院有关部门： 

为了贯彻《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75 号），加强对造价工程师注册工作的管理，推进造价工程师

注册制度的健康发展，我部制订了《＜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75 号），加强对造价工程师注册工作的管理，推进造价工程师注

册制度的健康发展。结合造价工程师注册工作的具体情况，提出实施意见，如下： 

一、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 

（一）初始注册的条件 

1、经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统一考试合格，且无《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第六条中所列情形的人员； 

2、在下述单位从事工程造价工作的人员： 

（1）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咨询单位； 

（2）工程建设领域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工程造价（定额）管理、招标代理、工程监理等单位； 

（3）教育岗位直接从事工程造价理论研究或教学工作。 

（二）初始注册程序及要求 

1、每年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统一考试成绩公布后第 3 个月，由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发布注册通知。申

请人应到相应的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申办注册手续； 

2、申请人应在发布注册通知后 15 日内，将《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申请表》、本人考试合格证书及应提交的申报材

料一并报所在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 

3、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应在 40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并签署意见后，报中国建设

工程造价管理协会进行复审； 

4、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在 40 个工作日内，对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报送的申请材料进行复审，复审合格后报

建设部审核； 

5、建设部审核合格后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无异议者，由各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到中国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协会领取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 

6、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在领取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后，应按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关于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执业

专用章制作等有关问题通知的函》（建标造函[2001]50 号）的有关要求，将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和造价工程师执业

专用章及时发给注册人员。 

（三）初始注册申报材料的要求 

1、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申请表（一式两份）； 

2、造价工程师考试合格证书或考试合格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原件由注册机构审核加盖“已申请注册”专用章后

退还本人）； 

3、学历证明和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在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注册的人员，应提交其所在单位工程造价咨询资质证书复印件，其中在专营工程造价咨询、

会计师及评估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注册的人员，尚应提交本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才交流中心的人事代

理合同、单位聘用合同及交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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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事工程造价工作年限证明； 

6、申请人应根据所在工程造价业务岗位提供以下相应的工作业绩证明： 

（1）近两年已完成编制或审核的单项或单位工程的估算、概算、预算、标底、结算等成果文件及相应的委托书或

合同书一份； 

（2）近两年参加编制或审核的全国统一定额或地区统一定额等计价依据的工作报告两份； 

（3）近两年发表的工程造价理论研究的报告两份。 

（四）未按规定进行初始注册，其全国造价工程师考试合格成绩可保留，但每年必须参加造价工程师的继续教育并

达到要求，以便再次申请初始注册。 

二、造价工程师续期注册 

（一）续期注册的条件 

1、注册有效期满要求继续执业、且无《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中规定情形的人员； 

2、在注册期内参加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年检合格的人员。 

（二）续期注册的办理程序： 

1、申请人向聘用单位提出续期注册申请； 

2、聘用单位审核同意后，将续期注册申请表、注册证书、执业期间工作业绩证明、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证书及聘

用合同一并报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 

3、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初审合格的人员，准予续期注册；并在注册证书中续期注册栏内

签署意见； 

4、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应当在准予续期注册后三十日内，按规定格式填写《造价工程师续期注册情况统计表》、《造

价工程师未通过续期注册人员统计表》和相应的软盘，并报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备案。 

（三）未按规定进行续期注册或经续期注册不合格的人员，由建设部注销其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并予以公告。 

三、造价工程师变更注册 

（一）变更注册的办理程序： 

1、申请人在变更工作单位后两个月内，需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2、若变更工作单位属于原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所辖范围的，应到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办理变更注册，省级、部门

注册机构对予以注册变更的，应在其注册证书的变更注册栏内签署意见；申请人的注册证书、执业证章编号不变； 

3、若变更工作单位跨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进行变更时，申请人应按以下规定办理变更： 

（1）申请人需持变更申请表、原聘用单位解聘证明或到期合同、现聘用单位聘用合同向原注册机构提出申请； 

（2）原注册机构审核后，收回其原执业专用章，并出具同意注册变更的意见；申请人的注册证书、执业证章编号

需重新更换。 

（3）新注册机构对申请人变更资料审核后，出具同意变更意见并连同原注册机构的有关材料及原注册证书，一并

报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审核； 

（4）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审核同意后，为准予跨注册机构的变更注册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并在其注册证书

的变更注册栏内签署意见； 

（二）各省级、部门注册机构在每个季度的第一周将申请变更注册人员资料汇总，并报建设部备案。 

四、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 

（一）造价工程师应当按规定自觉接受继续教育，不断提高专业理论和执业水平。造价工程师每年参加继续教育的

时间累计不得少于 40 学时； 

（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另行制定。 

五、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年检 

（一）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实行年检制度。凡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的造价工程师应接受年检。 

（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年检应报送下列材料： 

1、《造价工程师上年度从事工程造价业务情况汇总表》； 

2、造价工程师上年度完成的三个典型业务报告封面复印件（反映本人执业单位和执业专用章使用情况）或两份工

程造价业务报告； 

3、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证书复印件（反映本人上年度继续教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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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造价工程师，不予通过年检： 

1、无工作业绩证明的； 

2、调离工程造价业务岗位的； 

3、同时在两个以上单位执业的； 

4、未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或继续教育不合格的； 

5、在工程造价业务活动中有过失，造成重大损失，并受到行政处罚的。 

（四）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年检由省级、部门注册机构根据本实施意见，在每年第一季度进行； 

（五）年检合格的，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应在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上加盖“年检合格专用章”； 

（六）造价工程师未通过年检的，限期整改，整改期间必须参加 40 小时的培训，并不得执行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七）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应在每年四月三十日前，按规定格式填写《造价工程师年检情况统计表》、《造价工程师

未通过年检人员统计表》和输入相应的软盘，并报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备案。 

（八）年检不合格的，由建设部注销其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并予以公告。 

六、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执业专用章的管理 

（一）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由建设部统一印制，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由各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按照建设部标准定

额司的有关要求制作； 

（二）注册证书及执业专用章有效期为四年，在发新注册证书及执业专用章的同时，由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将注册

证书及专用章收回； 

（三）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执业专用章如有丢失，本人应登报声明，并到有关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备案，及时办

理补办手续； 

（四）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是造价工程师从事业务活动的有效证明；省级或部门注册机构

在领取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后，应及时发至本人保管。 

（五）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不得伪造、涂改、转借、抵押和损毁。 

（六）未通过续期注册或连续两年年检不合格的造价工程师的注册证书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由省级或部门注册

机构收回。 

七、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的使用 

（一）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分 A 或 B 两类。A 类为在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单位的注册人员使用；B 类为除 A 类

以外，其他符合注册条件的人员使用； 

（二）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工程投资估算、概预算、招标标底，投标报价、工程结算和工程造价鉴定文件）应加盖

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 

八、本实施意见自二○○二年九月一日起执行，此前制定的各项规定，如有与实施意见有抵触者，以本实施意见为

准。 

九、本实施意见由建设部标准定额司负责解释。 

 

8.3.176）《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建设部令 75 号 2000 年 1 月 21 日 已作废） 

http://www.xinning.gov.cn/Item/36368.aspx   

 《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已于 1999 年 12 月 3 日经第 18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0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 

部 长：俞正声 

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造价工程师的注册管理，规范造价工程师执业行为，提高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水平，维护国家和

社会公共利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造价工程师，是指经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统一考试合格，并注册取得《造价工程师注

册证》，从事建设工程造价活动的人员。 

  未经注册的人员，不得以造价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造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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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造价工程师的注册管理工作，造价工程师注册的具体工作可以委托

有关协会办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注册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造价工程师的注

册管理工作。 

  特殊行业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部门注册机构）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负责本行业内造价工程师的

注册管理工作。 

第二章 初始注册 

  第四条 经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统一考试合格的人员，应当在取得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证书后三

个月内，到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申请初始注册。 

  第五条 申请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造价工程师注册申请表； 

  （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三）工作业绩证明。 

  超过规定期限申请初始注册的，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应当提交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造价工程师继

续教育证明。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过刑事处罚，且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不满五年的； 

  （三）在工程造价业务中有重大过失，受过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行政处分，且处罚、处分决定之日至申请注

册之日不满两年的； 

  （四）在申请注册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第七条 申请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向聘用单位提出申请； 

  （二）聘用单位审核同意后，连同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材料一并报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 

  （三）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对申请注册的有关材料进行初审，签署初审意见，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 

  （四）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初审意见进行审核，对无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准予注册，并颁发《造

价工程师注册证》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 

  第八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将核准注册的造价工程师名单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的有效期限为两年，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计算。 

第三章 续期注册 

  第十条 注册有效期满要求继续执业的，造价工程师应当在注册有效期满前两个月向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

册机构申请续期注册。 

  第十一条 造价工程师申请续期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业绩证明和工作总结； 

  （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工程造价继续教育证明。 

  第十二条 造价工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续期注册： 

  （一）无业绩证明和工作总结的； 

  （二）同时在两个以上单位执业的； 

  （三）未按照规定参加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或者继续教育未达到标准的； 

  （四）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的； 

  （五）在工程造价活动中弄虚作假行为的； 

  （六）在工程造价活动中有过失，造成重大损失的。 

  第十三条 申请续期注册，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向聘用单位提出申请； 

  （二）聘用单位审核同意后，连同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材料一并上报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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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对无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准予续期注册； 

  （四）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应当在准予续期注册后三十日内，将准予续期注册的人员名单，报国务

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续期注册的有效期限为两年。自准予续期注册之日起计算。 

  第十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将准予续期注册的人员名单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变更注册 

  第十六条 造价工程师变更工作单位，应当在变更工作单位后两个月内到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办理

变更注册。 

  第十七条 申请变更注册，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向聘用单位提出申请； 

  （二）聘用单位审核同意后，连同申请人与原聘用单位的解聘证明，一并上报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 

  （三）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对有关情况进行审核，情况属实的，准予变更注册； 

  （四）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应当在准予变更注册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变更注册人员情况报国务院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的，其变更注册无效。 

  第十九条 造价工程师办理变更注册后一年内再次申请变更的，不予办理。 

第五章 执 业 

  第二十条 造价工程师只能在一个单位执业。 

  第二十一条 造价工程师执业范围包括： 

  （一）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的编制、审核及项目经济评价； 

  （二）工程概算、工程预算、工程结算、竣工决算、工程招标标底价、投标报价的编制、审核； 

  （三）工程变更及合同价款的调整和索赔费用的计算； 

  （四）建设项目各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 

  （五）工程经济纠纷的鉴定； 

  （六）工程造价计价依据的编制、审核； 

  （七）与工程造价业务有关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 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造价工程师签字，加盖执业专用章和单位公章。经造价工程师签字的

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作为办理审批、报建、拨付工程价款和工程结算的依据。 

第六章 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三条 造价工程师享有下列权利： 

  （一）使用造价工程师名称； 

  （二）依法独立执行业务； 

  （三）签署工程造价文件、加盖执业专用章； 

  （四）申请设立工程造价咨询单位； 

  （五）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不正当计价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 

  第二十四条 造价工程师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 

  （二）接受继续教育，提高业务技术水平； 

  （三）在执业中保守技术和经济秘密； 

  （四）不得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 

  （五）按照有关规定提供工程造价资料。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申请造价工程师注册的人员，在申请初始注册、续期注册、变更注册过程中，隐瞒真实情况、弄

虚作假的，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注销《造价工程师注册证》并收回执业专用章。 

  第二十六条 未经注册以造价工程师名义从事工程造价活动时，由省级注册机构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并可处

以 5 千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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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 造价工程师同时在两个以上单位执业的，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注销《造价工程师注册证》

并收回执业专用章。 

  第二十八条 造价工程师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的，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注销《造价工程师注册证》

并收回执业专用章。 

  第二十九条 注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有关机关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8.3.177）《关于加强建筑装饰设计市场管理的意见》和《建筑装饰设计资质分级标准》的通知（建设[2001]9 号） 

http://www.mohurd.gov.cn/jzsc/jzsczcfb/200611/t20061101_153344.html  

 

印发《关于加强建筑装饰设计市场管理的意见》和《建筑装饰设计资质分级标准》的通知建设[2001]9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计划单列市建委（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集团公司，总后营房部，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   为了加强建筑装饰设计管理，维护市场秩序，提高建筑装饰设计质量和水平，我部制定了《关

于加强建筑装饰设计市场管理的意见》和《建筑装饰设计资质分级标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

何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告我部勘察设计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一年一月九日 

关于加强建筑装饰设计市场管理的意见 

  为了切实加强我国建筑装饰设计市场的管理，维护建筑装饰设计市场的正常秩序和各方的合法权益，提高建筑

装饰设计的质量和水平，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利益，提出以下意见： 

  一、依法加强建筑装饰设计市场管理 

  建筑装饰设计是建筑工程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利益，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要按照《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加强建

筑装饰设计市场的管理，将其纳入勘察设计市场管理的轨道。 

  二、实行市场准入或清出制度 

  严格实行建筑装饰设计单位资质的设计市场准入或清出制度。从事建筑装饰设计的单位，必须持有建筑工程设

计证书或按规定程序取得建筑装饰《专项工程设计证书》。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建筑装饰协会要认真贯彻

执行建设部颁发的《建筑装饰设计资质分级标准》，并加强对建筑装饰设计市场的监督管理。对取得建筑装饰设计

资质的单位要按《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年检管理办法》进行资质年检，在年检过程中，对违反《建筑装饰设计资质分

级标准》和有关设计市场管理规定、超越设计资质从事设计的、出卖或转让设计资质证书的、发生严重设计质量事

故的单位，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严肃处理，并依法作出限期整顿、暂扣资质证书、降级、吊销资质证书等处罚。

对资质条件发生较大变化，且不符合相应资质等级要求的单位，要重新核定资质等级。 

  三、建立并完善招投标管理制度 

  要建立并完善建筑装饰设计项目的招投标管理制度。按照国家规定应当进行招投标的建筑工程项目的装饰设计

都要实行设计招标，招标的原则可参照《建筑工程设计招投标管理办法》执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参加

投标的单位进行资质预审，重点审查其是否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等级的建筑装饰设计资质证书，以及

单位的信誉、业绩等。要组成评标小组对装饰设计投标方案进行评审，评标小组的组成人员应当以建筑装饰设计专

家为主。评审工作重点是方案设计、效果图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包括理念、创意、技术实施方案等综合评价。 

  四、严格执行国家取费规定和标准 

  建设单位和建筑装饰设计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取费标准，建设单位不得低价委托，建筑装饰设计单位不

得压价竞标。对应邀参加方案设计投标的单位，应根据方案设计工作量合理支付其方案设计费。 

  五、强化设计合同的监督管理 

  要强化设计合同的监督管理。建设单位和建筑装饰设计单位都要严格执行建设部和国家工商局颁发的《建设工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mohurd.gov.cn/jzsc/jzsczcfb/200611/t20061101_153344.html
http://www.mohurd.gov.cn/jzsc/jzsczcfb/200611/t20061101_153344.html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124 页 共 3277 页 

程勘察设计合同管理办法》，委托设计必须签订书面合同，使用或参照使用全国统一印制的《建筑工程设计合同》

文本。 

  六、树立设计文件的权威性确保装饰设计的质量 

  建筑装饰设计文件是施工的依据，建筑装饰设计单位要严格按国家标准、规范设计，特别要严格执行防火规范、

消防设施设计规范以及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和建筑装饰工程施工企业未经建筑装饰设计单位签字同意，不得任意修

改建筑装饰设计图，包括结构和水、暖、电、气、消防等设施。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建筑装饰工程，建筑装饰单位应当在建筑装饰施工前委托原建筑设计单位或者

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 

  房屋建筑使用者在建筑装饰过程中，不得擅自改变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以及防火设施。 

  建筑装饰设计单位要扩大装饰业务服务，不仅可以从事建筑装饰方案设计、效果图设计和施工图设计，还可以

提供装饰项目咨询、评估、采购、工程监理等方面服务，以提高建筑装饰设计单位市场竞争能力。 

建筑装饰设计资质分级标准  

一、总  则  

  （一）根据建设部《建设工程勘察和设计单位资质管理规定》的原则，结合建筑装饰设计技术要求的实际，制

定本标准。  

  （二）建筑装饰设计资质分级标准是核定建筑装饰设计单位设计资质等级的依据。  

  （三）建筑装饰设计资质设甲、乙、丙三个级别。  

二、分级标准  

  （一）甲级标准  

  1．从事建筑装饰设计业务 6 年以上，独立承担过不少于 5 项单位工程造价在 1000 万元以上的高档建筑装饰设

计并已建成，无设计质量事故。  

  2．单位有较好的社会信誉并有相适应的经济实力，工商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 万元。  

  3．单位专职技术骨干人员不少于 15 人，其中，从事建筑装饰设计（建筑学、设计、环境艺术、工艺美术、艺

术设计专业）的人员不少于 8 人，从事结构、电气、给水排水、暖通、空调专业设计的人员各不少于 1 人。建筑装

饰设计主持人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相当于高级技术职称的任职资历。  

  4．参加过国家或地方建筑装饰设计标准、规范及标准设计图集的编制工作或行业的业务建设工作。  

  5．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健全。  

  6．达到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考核标准。  

  7．有固定工作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专职技术骨干每人 15 平方米。  

  （二）乙级标准   

  1．从事建筑装饰设计业务 4 年以上，独立承担过不少于 3 项单位工程造价在 500 万元以上的建筑装饰设计并

已建成，无设计质量事故。  

  2．单位有较好的社会信誉并有相适应的经济实力，工商注册资本不少于 50 万元。  

  3．单位专职技术骨干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从事建筑装饰设计（建筑学、设计、环境艺术、工艺美术、艺

术设计专业）的人员不少于 5 人。从事结构、电气、给水排水专业设计的人员各不少于 1 人，其他专业人员配置合

理。建筑装饰设计主持人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相当于高级技术职称的任职资历。  

  4．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健全。  

  5．达到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的考核标准。  

  6．有固定工作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专职技术骨干每人 15 平方米。  

  （三）丙级标准  

  1．从事建筑装饰设计业务 2 年以上，独立承担过不少于 3 项单位工程造价在 250 万元以上的建筑装饰设计并

已建成，无设计质量事故。  

  2．单位有较好的社会信誉并有相适应的经济实力，工商注册资本不少于 20 万元。  

  3．单位专职技术骨干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中，从事建筑装饰设计（建筑学、室内设计、环境艺术、工艺美术、

艺术设计专业）的人员不少于 3 人，从事结构、电气专业设计的人员各不少于 1 人，其他专业人员配置合理。单位

中的建筑装饰设计主持人应具有中级技术职称或相当于中级技术职称的任职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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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推行质量管理，有必要的质量保证体系及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5．计算机数量达到专职技术骨干人均一台，计算机施工图出图率不低于 75％。  

  6．有固定工作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专职技术骨干每人 15 平方米。  

三、承担业务范围  

  （一）甲级建筑装饰设计单位：承担建筑装饰设计项目的范围不受限制。  

  （二）乙级建筑装饰设计单位：承担民用建筑工程设计等级二级及二级以下的民用建筑工程装饰设计项目。  

  （三）丙级建筑装饰设计单位：承担民用建筑工程设计等级三级及三级以下的民用建筑工程装饰设计项目。  

  本标准颁发后，建设[1992]786 号文《建筑设计装饰单位资格分级标准》同时废止。  

  注：1．高档建筑装饰工程，指单位建筑装饰工程造价为每平方米 3000 元以上的项目。  

    2．专职技术骨干指下列人员：  

     （1）国家注册建筑师、结构工程师；  

     （2）取得高级或中级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  

     （3）大学本科毕业，从事本专业 3 年以上的人员；  

     （4）大学专科毕业，从事本专业 5 年以上的人员；  

     （5）中专毕业，从事本专业 7 年以上的人员。  

   3．达到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的考核标准与《建筑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中

的指标相对应。  

   4．相关行业社团，指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及其地方建筑装饰协会、中国建筑学会及其设计分会。  

附： 

 

民用建筑工程设计等级分类表  

       工程等级  

  类型      特征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公共建筑 

单体建筑面积 8 万 m2 以上 
2 万 m2 以上至

8 万 m2 

5000m2 以上至

2 万 m2 
5000m2 以下 

立项投资 2 亿元以上 
4 万元以上至 2

亿元 

1000 万元以上

至 4000 万元 

1000 万元及以

下 

建筑高度 100m 以上 
50m 以 上 至

100m 

24m 以 上 至

50m 

24m 及以下（其

中砌体建筑不

得超过抗震规

范高度限值要

求） 

住宅、宿舍 层数    20 层以上 
12 层以上至 20

层 

12 层 及 以 下

（其中砌体建

筑不得超过抗

震规范层数限

值要求） 

住宅小区、 

 

工厂生活区 

总建筑面积    10 万 m2 以上 10万m2及以下 

     

地下工程 

地下空间 

 

（ 总 建 筑 面

积） 

5 万 m2 以上 
1 万 m2 以上至

5 万 m2 
1 万 m2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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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建式人防 

 

（防护等级） 

   四级及以上 五级及以下 

  
 

 

 

 

 

 

 

 

 

8.3.178）《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城市安全发展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2018年 11 月 23 日建办质〔2018〕58 号)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11/t20181127_238540.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18-00476 主题信息：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生

成日期：2018 年 11 月 23 日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城市安全发展意见实施方案的通

知有 效 期：文  号：建办质〔2018〕58 号 主 题 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城市安全发展

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城市管理委、园林绿化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水

务局，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城市管理委、水务局，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水务局，重庆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城市管理局，海南省水务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城乡建设局： 

  现将《贯彻落实推进城市安全发展意见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2018 年 11 月 23 日 

 

贯彻落实推进城市安全发展意见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的通知》，做好住房城乡建

设系统推进城市安全发展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

第一的思想，切实把安全发展作为城市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扎实做好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推进城市安全发展各项工

作，全面提高城市安全保障水平，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生产生活环境。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城市安全源头治理。 

  1.加强市政公用设施运行安全管理。贯彻落实《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严格执行燃气经营许可制度，压实燃气经

营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城镇供水、供热、道路桥梁、垃圾处理、排水与污水处理等设施的风险排查和隐患治理，

加强设施设备安全巡查与维护管理，确保正常运转。 

  2.制定完善安全标准。完善城市高层建筑、大型综合体、综合交通枢纽、隧道桥梁、管线管廊、轨道交通、燃

气工程、排水防涝、垃圾填埋场、渣土受纳场等城市基础设施技术标准，提高安全和应急设施标准要求，增强抵御

事故风险、保障安全运行能力。 

  （二）健全城市安全防控机制。 

  3.强化城市管理日常巡查。针对城市管理工作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强化日常巡查，加大对人员密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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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多发场所、区域的巡查频率。加强户外广告、门店牌匾设置管理，对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发挥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作用，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保障城市运行安全有序。 

  4.加强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加强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督促房屋产权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房屋产权人和管

理单位加强对房屋共用部位与共用设施设备的维护管理，提高应对突发气象灾害能力。加强城市棚户区、城中村和

危房改造安全监管。 

  5.加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监管。贯彻落实《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督促企业建立健全

安全管理体系，持续开展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管控重大安全风险，严防安全事故发生。推进

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高标准化考评覆盖率和考评质量。 

  6.提升应急管理能力。提高地震等灾害发生后的应急响应能力，充实震后建筑安全应急评估专家队伍，落实应

急评估管理办法和技术指南。防范市政设施、地下管线毁坏导致的次生灾害，提高供水、供气、救援道路桥梁等设

施快速修复能力。 

  （三）提升城市安全监管效能。 

  7.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安全生产失信约束机制，依法依规对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积极参

与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严肃追究相关企业和人员的责任。落实发生事故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复核制度，依法依规

实施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书等行政处罚。 

  8.加强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按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继续推进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严格执行

《城市管理执法行为规范》，进一步理顺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推进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推动城市治理方式创新，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城市治理新格局。 

  9.加强安全监管能力建设。创新监管执法模式，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制度，提升监管执法机构规范化水平。

加强监管执法机构建设，保障监管执法力量。强化监管人员教育培训，推动监管部门和人员履职尽责。建设全国建

筑施工安全监管信息系统，逐步实现监管信息互联互通，增强监管执法效能。 

  （四）强化城市安全保障能力。 

  10.强化安全科技创新和应用。加强城市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建立完善部门之间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机制。

加强建筑市场监管信息化建设，推动实现安全生产监管与市场监管、信用管理数据信息互联、资源共享。推动装配

式建筑、绿色建筑、建筑节能、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大数据在建设工程中的应用，推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11.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通过建筑工地农民工业余学校等平台，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素质、技能。

编制修订职业技能标准，将安全知识作为必备知识单列。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及相关教材、课件的开发，应突出安

全技能培训、考核内容。加强对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考核，

提高安全生产能力。 

  12.提升公众安全素质。持续开展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和国家防灾减灾日活动，加大宣传、教育、

警示工作力度，提升行业和公众安全生产、抗震防灾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鼓励建设具有特色的安全文化教育体验

基地、场馆，积极推进把安全文化元素融入公园、街道、社区，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充分认识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认真部署，明确责任单

位和工作要求，层层督促落实。 

  （二）强化督促检查。强化对推进城市安全发展各项工作的督促检查，形成专门台账，突出问题整改，实行闭

环管理，对工作情况及时总结分析。 

  （三）加大舆论宣传。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全方位、多渠道宣传报道推进城市安全发展工作开

展情况，创造有利于工作的舆论支持氛围。 

 

 

 

8.3.17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国办发〔1999〕16 号）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0909/t20090915_9536.html  

http://bgt.ndrc.gov.cn/zcfb/200506/t20050614_498308.html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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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１９９９〕１６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工程质量状况，不仅关系到国家 建设资金的有效使用，而且关系

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工程质量总体上是比较好的，但由

于一些地区、部 门和单位忽视工程质量，违反建设程序，执法监督不力，建筑市场混乱，腐败现 象严重，造成恶

性工程质量事故频发，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对 这些问题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经国务院同意，现将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建立和落实工程质量领导责任制 

  （一）建立工程质量行政领导人责任制。对基础设施项目工程质量，实行行 业主管部门、主管地区行政领导

责任人制度。中央项目的工程质量，由国务院有 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地方项目的工程质量，按照

项目所属关系， 分别由各级地方政府行政领导人负责。如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除追究当事单 位和当事人的直

接责任外， 还要追究相关行政领导人在项目审批、执行建设程 序、干部任用和工程建设监督管理等方面失察的

领导责任。 

  （二）建立项目法人责任制。基础设施项目，除军事工程等特殊情况外，都 要按政企分开的原则组成项目法

人，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由项目法定代表 人对工程质量负总责。凡没有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的在建项目，

要限期进行整改。 项目法定代表人必须具备相应的政治、业务素质和组织能力，具备项目管理工作 的实际经验。

项目法人单位的人员素质、内部组织机构，必须满足工程管理和技 术上的要求。 

  （三）建立参建单位工程质量领导人责任制。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 的法定代表人，要按各自职责对

所承建项目的工程质量负领导责任。因参建单位 工作失误导致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

还要追究参建 单位法定代表人的领导责任。 

  （四）建立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项目工程质量的行政领导责任人，项目法 定代表人，勘察设计、施工、监

理等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要按各自的职责对其经 手的工程质量负终身责任。如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不管调到

哪里工作，担任 什么职务，都要追究相应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二、严格执行建设程序，确保建设前期工作质量 

  （五）严格执行建设程序，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报批手续。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程序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

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开工报告和竣工验收等工 作环节。严禁任何部门、地区和项目法人擅自简化建设程序和超

越权限、化整为 零进行项目审批。对违反建设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要追究有关单位及其领导人的 责任。 

  （六）严格把好建设前期工作质量关。建设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 报告和初步设计文件，必须按照

国家规定的内容，达到规定的工作深度。各级项 目审批机关对前期工作达不到规定要求和工作深度的项目不得审

批。项目审批机 关违反规定审批的，由上级机关追究其直接责任人和领导人的责任。 

  （七）严格实行项目决策咨询评估制度。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未经有资 质的咨询机构和专家的评估论证，

有关审批部门不予审批。重大项目的项目建议 书也要经过评估论证。咨询机构要对出具的评估论证意见承担责任。

对评估论证 意见严重失实的，要依法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三、健全工程管理制度，整顿建设市场 

  （八）必须实行招标投标制。基础设施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和主要设备、 材料采购都要实行公开招标，确

需采取邀请招标和议标形式的，要经过项目主管 部门或主管地区政府批准。招标投标活动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进行，体现公 开、公平、公正和择优、诚信的原则。对未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标、未经批准擅自 采取邀请招标和

议标形式的，有关地方和部门不得批准开工。工程监理单位也应 通过竞争择优确定。 

  招标单位要合理划分标段、合理确定工期、合理标价定标。中标单位签订承 包合同后，严禁进行转包。总承

包单位如进行分包，除总承包合同中有约定的外， 必须经发包单位认可，但主体结构不得分包。禁止分包单位将

其承包的工程再分 包。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干预正当的招标投标活动，严禁 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严禁在

同一经营实体或同一行政单位直接管辖范围内搞 设计、施工、监理“一条龙”作业。对违反规定干预招标投标活

动的单位和个人， 不论有无谋取私利，都要根据情节轻重作出处理；对转包和违法分包的单位，要 依法降低资质

等级，情节严重的要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并追究法律责任。 

  （九）必须实行工程监理制。基础设施项目的施工，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条 件的监理单位进行监理。监理单

位必须配备足够的、合格的监理人员。未经监理 人员签字认可，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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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不得进入下 一道工序的施工，不得拨付工程进度款，不得进行竣工验收。监理人员要按规定 采取旁站、巡视

和平行检验等形式，按作业程序即时跟班到位进行监督检查，对 达不到质量要求的工程不得签字，并有权责令返

工，有权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对未能履行职责的监理单位，要依法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营业执照；对未能 

履行职责的监理人员，要取消其执业资格；对因失职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监 理单位和监理人员，要追究法律

责任。 

  （十）必须实行合同管理制。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材料采购和 工程监理都要依法订立合同。各

类合同都要有明确的质量要求、履约担保和违约 处罚条款。违约方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十一）必须实行竣工验收制度。项目建成后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严格 的竣工验收，由验收人员签字负

责。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对未 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就交付使用的，要追究项目法定代表人的责

任，造成重大损 失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十二）必须把好市场准入关。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有关行业主 管部门，要通过制定规章制度、

颁布资质等级标准和执法检查，依法加强对建设 市场的监管。各有关部门对参加建设各单位的资质认定和市场准

入，要严格把关。 对咨询、设计、施工和工程监理执业人员的素质要从严要求。因把关不严造成损 失的，要追究

有关部门及领导人的责任。 

  参加建设的单位必须具备与工程建设要求相应的资质等级和业绩，具备足够 的技术管理能力和装备水平，严

禁无证、越级承揽工程。对违反规定承揽工程的， 要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并追究法律责任。 

  （十三）必须实行政企分开。勘察设计、施工单位和工程咨询、工程监理、 招标代理等中介服务机构，都要

实行政企分开，与行政管理部门脱钩，成为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法人实体。 

  四、精心勘察设计，强化施工管理 

  （十四）工程建设要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严禁搞边勘察、 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 

  （十五）工程勘察单位要全面加强对现场踏勘、勘察纲要编制、原始资料收 集和成果资料审核等环节的管理， 

必须对所提供的地质、地震、水文、气象等勘察资料的质量负责。设计单位要严 格依据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按照国家规定的设计规范、规程和技术标准进行 工程设计。对违反规定的勘察、设计单位，根据情节轻重，给予

依法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等处罚，直至吊销资质证书，并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造成 重大损失的，要

追究法律责任。 

  （十六）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施工标准、规范进行施工，在施工 组织设计中要有保证工程质量的

措施，努力推广使用有利于提高工程质量的先进 技术和施工手段，建立健全现场质量自检体系。对工程的重要结

构部位和隐蔽工 程要有质量预检和复检制度。实行施工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必须对全部工程质 量负责。对违反

规定的施工企业，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依法停业整顿，降低资质 等级等处罚，直至吊销资质证书，并对有关责任

人给予行政处分，造成重大损失 的，要追究法律责任。 

  （十七）材料设备要严格进行质量检验。项目法人和施工单位要对采购的材 料和设备质量负责，监理单位要

严格检验进场的材料和设备，严禁使用不合格的 产品。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严肃惩处。 

  （十八）建设资金要严加管理。各有关部门和银行要健全项目建设资金监管 制度，对出现质量事故、存在质

量隐患以及缺乏质量安全保障的项目，要停止拨 款和贷款。对连续出现严重工程质量事故的地区和部门，有关部

门要核减下年度 投资并暂停审批新项目。 

  五、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把好工程质量关 

  （十九）加强执法力度。要把工程质量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建立健全工程 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各地区、

各部门要严格执法，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各级监察部门要加大对建设领域腐败行为的惩处

力度，对玩忽职 守、弄虚作假、贪污受贿和截留、挤占、挪用、克扣工程建设资金的单位和个人， 给予严厉处罚，

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加强政府监督。要继续发挥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质量监督机 构的作用，对基础设施和住宅建

设实行强制性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对在质量监督 中发现的问题，各有关单位要及时处理。对使用国家拨款的建设

项目和国家重大 项目，要派出重大项目稽察特派员进行稽察，并把工程质量作为稽察的重点。对 稽察中发现有重

大工程质量问题的项目，行业主管部门要及时发出整改通知，限 期进行整顿，整改期间暂停拨付建设资金。 

  （二十一）加强审计监督。审计部门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对国 家拨款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强

审计。对重大项目要进行专项审计和跟踪审计。 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要依法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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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加强社会监督。 建设项目的施工现场，要将项目法人、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名称和

责任人姓名挂牌公示。项目主管部门和主管地区 政府要公布质量举报电话，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所有单位、个人

和新闻媒体都有 权举报和揭发工程质量问题。 

  （二十三）加强报告制度。各地区、各部门要建立工程质量报告制度，加强 施工现场检查。各项目法人的质

量报告必须如实反映工程质量情况，工程质量负 责人和监理负责人要对填报的内容签字负责。对重大项目的工程

质量问题，有关 部门和地区要及时报告国务院。对弄虚作假和隐瞒不报的，要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人和项目法定代

表人的责任。 

  （二十四）加强项目档案工作。所有建设项目都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项

目档案。从项目筹划到工程竣工验收各环节的文 件资料，都要严格按照规定收集、整理、归档，项目档案管理单

位和档案管理人 员要严格履行职责。对失职的单位和人员，要依法严肃处理。 

  各地区、各部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百年大计，质量第一” 

的思想，以对国家、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处理好发展速度、 

经济效益与工程质量的关系，把工程质量管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领导，强 化管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工

程质量。 要加强队伍建设，搞好培训和教育工 作，增强职工的质量意识，努力提高工程建设队伍的整体素质。

各地区、各部门 要按照本通知的要求，对本地区、本部门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使用财政债券资金 项目的工程质量

进行一次全面检查，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整改措施，并将检查结 果于１９９９年３月３１日前报国家发展计划委

员会。 

  本通知适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国家投资的建设项目、其他建设项目也要 参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三日  

 

8.3.18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33 号)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5/18/content_5291843.htm  

索 引 号：000014349/2018-00069 主题分类：综合政务\其他发文机关：国务院办公厅成文日期：2018 年 05 月 14

日标  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发文字号：国办发〔2018〕33 号发布日

期：2018 年 05 月 18 日主 题 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 

国办发〔2018〕3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推动政府职能转向减审批、强监

管、优服务，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国务院决定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经国务院同意，现就试点工作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以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为目标，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进行全流程、全覆盖改革，努力构建科学、便捷、高效的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和管理体系。 

（二）试点地区。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沈阳市、大连市、南京市、厦门市、武汉市、广州市、深圳

市、成都市、贵阳市、渭南市、延安市和浙江省。 

（三）改革内容。改革覆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过程（包括从立项到竣工验收和公共设施接入服务）；主要是房屋

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不包括特殊工程和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覆盖行政许可等审批事项和

技术审查、中介服务、市政公用服务以及备案等其他类型事项，推动流程优化和标准化。 

（四）工作目标。2018 年，试点地区建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框架和管理系统，按照规定的流程，审批时间压减

一半以上，由目前平均 200 多个工作日压减至 120 个工作日。2019 年，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在全国范围开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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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上半年将审批时间压减至 120 个工作日，试点地区审批事项和时间进一步减少；地级及以

上城市建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框架和管理系统。2020 年，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和管理体系。 

二、统一审批流程 

（五）优化审批阶段。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主要划分为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

收等四个阶段。其中，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主要包括项目审批核准备案、选址意见书核发、用地预审、用地规划

许可等。工程建设许可阶段主要包括设计方案审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等。施工许可阶段主要包括消防、人

防等设计审核确认和施工许可证核发等。竣工验收阶段主要包括规划、国土、消防、人防等验收及竣工验收备案等。

其他行政许可、涉及安全的强制性评估、中介服务、市政公用服务以及备案等事项纳入相关阶段办理或与相关阶段

并行推进。 

（六）分类细化流程。根据工程建设项目类型、投资类别、规模大小等，分类细化审批流程，确定审批阶段和审批

事项。简化社会投资的中小型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对于带方案出让土地的项目，不再对设计方案进行审核，将工程

建设许可和施工许可合并为一个阶段。对于出让土地的工程建设项目，将建设用地审批纳入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七）大力推广并联审批。每个审批阶段确定一家牵头部门，实行“一家牵头、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由牵头部

门组织协调相关部门严格按照限定时间完成审批。 

三、精简审批环节 

（八）精减审批事项和条件。取消不符合上位法和不合规的审批事项。取消不合理、不必要的审批事项。对于保留

的审批事项，要减少审批前置条件，公布审批事项清单。取消施工合同备案、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等事项。社会

投资的房屋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可以自主决定发包方式。 

（九）下放审批权限。按照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原则，对下级机关有能力承接的审批事项，下放或委托下级机关

审批。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制定配套措施，完善监管制度，开展指导培训，提高审批效能。 

（十）合并审批事项。由同一部门实施的管理内容相近或者属于同一办理阶段的多个审批事项，应整合为一个审批

事项。推行联合勘验、联合测绘、联合审图、联合验收等。将消防设计审核、人防设计审查等技术审查并入施工图

设计文件审查，相关部门不再进行技术审查。推行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将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手续与施工许可证合并办理。规划、国土、消防、人防、档案、市政公用等部门和单位实行限时联合验收，统

一竣工验收图纸和验收标准，统一出具验收意见。对于验收涉及的测量工作，实行“一次委托、统一测绘、成果共

享”。 

（十一）转变管理方式。对于能够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方式替代的审批事项，调整为政府内部协作事项。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核发时一并进行设计方案审查，由发证部门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意见，其他部门不再对设计方案进行单

独审查。推行由政府统一组织对地震安全性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价等事项实行区域

评估。 

（十二）调整审批时序。落实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有关要求，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价、地震安全性评价等评价

事项不作为项目审批或核准条件，地震安全性评价在工程设计前完成即可，其他评价事项在施工许可前完成即可。

可以将用地预审意见作为使用土地证明文件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用地批准手续在施工许可前完成即可。

将供水、供电、燃气、热力、排水、通信等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报装提前到施工许可证核发后办理，在工程施工阶段

完成相关设施建设，竣工验收后直接办理接入事宜。 

（十三）推行告知承诺制。对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审批事项，

实行告知承诺制。公布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审批事项清单及具体要求，申请人按照要求作出书面承诺的，审批部门可

以直接作出审批决定。对已经实施区域评估的工程建设项目，相应的审批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在部分工程建设项

目中推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告知承诺制。 

四、完善审批体系 

（十四）“一张蓝图”统筹项目实施。加快建立“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统筹各类规划。以“多规合一”的“一

张蓝图”为基础，统筹协调各部门提出项目建设条件，建设单位落实建设条件要求，相关部门加强监督管理和考核

评估。 

（十五）“一个系统”实施统一管理。在国家和地方现有信息平台基础上，整合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覆盖各部门和市、县、区、乡镇（街道）各层级，实现统一受理、并联审批、实时流转、

跟踪督办、信息共享。其中，涉密工程按照有关保密要求执行。审批管理系统要与“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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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审批管理系统等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做到审批过程、审批结果实时传送。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加

强对地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十六）“一个窗口”提供综合服务。整合各部门和各市政公用单位分散设立的服务窗口，设立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综合服务窗口。建立完善“前台受理、后台审核”机制，综合服务窗口统一收件、出件，实现“一个窗口”服务和

管理。 

（十七）“一张表单”整合申报材料。各审批阶段均实行“一份办事指南，一张申请表单，一套申报材料，完成多

项审批”的运作模式，牵头部门制定统一的办事指南和申报表格，每一个审批阶段申请人只需提交一套申报材料。

不同审批阶段的审批部门应当共享申报材料，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交。 

（十八）“一套机制”规范审批运行。建立健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配套制度，明确部门职责，明晰工作规程，规范

审批行为，确保审批各阶段、各环节无缝衔接。建立审批协调机制，协调解决部门意见分歧。建立督办督查制度，

实时跟踪审批办理情况，对全过程实施督查。 

五、强化监督管理 

（十九）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对于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审批事项，审批部门应当在规定时间内

对申请人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检查，对申请人未履行承诺的，撤销行政审批决定并追究申请人的相应责任。 

（二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信用信息平台，建立黑名单制度，将企业和从业人员违法违规、

不履行承诺的不良行为向社会公开，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 

（二十一）规范中介和市政公用服务。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实行服务承诺制，明确服务标准和办事流程，规范服务

收费。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建立中介服务网上交易平台，对中介服务行为实施全过程监管。 

六、统筹组织实施 

（二十二）强化组织领导。住房城乡建设部要切实担负起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责

任，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试点地区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成立以主

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完善工作机制，层层压实责任。试点地区要根据本通知编制实施方案，细化分解任

务，明确责任部门，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并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前将实施方案报送住房

城乡建设部。鼓励改革创新，改革中涉及突破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按照程序报有权机关授权。支持试点地

区在立法权限范围内先行先试，依法依规推进改革工作。研究推动在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开展相关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 

（二十三）建立考评机制。住房城乡建设部要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考核评价机制，重点考

核评价试点地区全流程、全覆盖实施改革情况，考核评价试点地区统一审批流程、精简审批环节、完善审批体系等

情况，及时总结试点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并将有关情况报国务院。试点地区人民政府要加大对有关

部门改革工作的督查力度，跟踪督查改革任务落实情况。试点地区要定期向住房城乡建设部报送工作进展情况。对

于工作推进不力、影响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进程的，特别是未按时完成阶段性工作目标的，要依法依规严肃

问责。 

（二十四）做好宣传引导。试点地区要通过多种形式及时宣传报道相关工作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加强舆论引导，增

进社会公众对试点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为顺利推进试点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国务院办公厅            

2018 年 5 月 14 日   

 

 

8.3.181）《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体质量监督工作指南》（建质质函[2005]136号 2005年 11 月 03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807/t20080722_176092.html  

http://www.bjjs.gov.cn/bjjs/xxgk/gfxwj/zfcxjswwj/316492/index.shtml  

关于印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体质量监督工作指南》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市政管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全面贯彻我部《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建质[2003]162 号），加强对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体质量监督，现

将《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体质量监督工作指南》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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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是为全社会服务的公共设施，类型多、投资大，是各级政府投资建设的重要方面。工程实体

质量的优劣，与城市的正常运转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近年来，各地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规模巨大，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加大监督力度，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确保工程的结

构安全，完善使用功能，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附件：《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体质量监督工作指南》 

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 

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体质量监督工作指南 

1 总则 

  1.1 根据建设部《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建质[2003]162 号），为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体质量监督工作，

规范质量监督行为，制定本指南。 

  1.2 本指南是对《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有关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体质量监督内容的具体规定。 

  1.3 本指南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道路、桥梁、隧道、给水、排水、污水处理、燃气、供热、垃圾处理、城

市照明等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体质量监督工作。 

  1.4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体质量监督执行《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5.0.1 条规定时，还要遵守下列规定： 

  1.4.1 监督关键工序验收并抽查其验收资料； 

  1.4.2 抽查监理平行检验资料。 

2 道路工程 

  2.1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进行重点抽查： 

  2.1.1 路基、基层、面层的施工质量、试验检测、隐蔽验收； 

  2.1.2 结构层厚度、压实度、弯沉、混凝土强度、水泥及石灰类混合料强度、承载板试验、沥青混合料等涉及道

路结构稳定的重要指标； 

  2.1.3 路面的高程、平整度、抗滑性能、宽度等涉及使用功能的指标值。 

  2.2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抽查： 

  人行道、侧平石、收水井、地下管线检查井盖等。 

  2.3 监督检测的项目宜包括： 

  2.3.1 道路压实度与弯沉值； 

  2.3.2 结构层厚度与强度； 

  2.3.3 道路几何尺寸； 

  2.3.4 混凝土预制构件强度； 

  2.3.5 其他需要检测的项目。 

3 桥梁工程（含高架道路） 

  3.1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进行重点抽查： 

  3.1.1 基础工程与主体结构工程的施工质量、试验检测和隐蔽验收； 

  3.1.2 混凝土、钢筋和钢绞线、预应力、钢结构制作与安装及其他涉及结构安全的关键工序验收； 

  3.1.3 支座、伸缩装置、桥面铺装及其他涉及使用功能的工序质量验收； 

  3.1.4 大中型桥梁的成桥鉴定，包括动静载试验、评估报告等。 

  3.2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抽查： 

  桥面系、安装工程、外观质量、桥梁总体等。 

  3.3 监督检测的项目宜包括： 

  3.3.1 基础与主体结构混凝土强度； 

  3.3.2 主要受力钢筋数量、位置、连接与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3.3.3 整体与部位的几何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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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钢结构防腐涂层厚度； 

  3.5 其他需要检测的项目。 

4 隧道工程（盾构法与明挖、盖挖法） 

  4.1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进行重点抽查： 

  4.1.1 地基处理与桩基、基坑支护结构、主体结构的施工质量、试验检测、隐蔽验收； 

  4.1.2 基坑开挖与支护、混凝土、钢筋、钢结构制作与安装、盾构管片安装、横向联络通道、结构防水、隧道抗

渗堵漏及其他涉及结构安全与耐久性的关键工序验收； 

  4.1.3 预制管片的单片检漏检测报告和水平拼装验收记录； 

  4.1.4 基坑位移、地面沉降、隧道轴线、结构限界等与结构安全、使用功能和环境影响相关的重要指标。 

  4.2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抽查： 

  设备安装、内部装饰、外观质量、几何尺寸等。 

  4.3 监督检测的项目宜包括： 

  4.3.1 结构混凝土强度； 

  4.3.2 主要受力钢筋数量、位置与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4.3.3 管片拼装质量； 

  4.3.4 其他需要检测的项目。 

5 给水排水和污水处理工程 

  5.1 给水和污水处理工程 

  5.1.1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进行重点抽查： 

  1.基础与主要构筑物的施工质量、试验检测、隐蔽验收； 

  2.管线敷设和机电设备安装的施工质量、检测调试； 

  3.混凝土、钢筋、预应力、钢结构制作和安装及其他涉及结构安全的关键工序验收； 

  4.水池满水试验和消化池、沼气罐的气密性试验。 

  5.1.2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抽查： 

  钢结构的连接与防腐、建筑物和构筑物外观质量等。 

  5.1.3 监督检测的项目宜包括： 

  1.基础与主体结构的混凝土强度； 

  2.主要受力钢筋的数量、连接、位置与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3.消化池预埋件安装、密封性能、保温及防腐性能； 

  4.机电设备技术性能； 

  5.其他需要检测的项目。 

  5.2 排水工程 

  5.2.1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进行重点抽查： 

  1.地基处理与管道敷设工程的施工质量、试验检测、隐蔽验收； 

  2.混凝土、钢筋及其他涉及结构安全的关键工序验收； 

  3.管道轴线、管底标高、闭水试验、回填土压实度及其他涉及使用功能的指标值。 

  5.2.2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抽查： 

  垫层、检查井内外粉刷、管道接口等。 

  5.2.3 监督检测的项目宜包括： 

  1.基础与主体结构混凝土及砂浆强度； 

  2.主要受力钢筋数量、位置与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3.其他需要检测的项目。 

6 管道工程（含给水、燃气、热力） 

  6.1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进行重点抽查： 

  6.1.1 地基基础处理、管道敷设（铺设、现浇、非开挖）、桥管下部结构、支（吊）架、管道保护、设备安装的

施工质量、试验检测、隐蔽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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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管道连接、管道防腐层、埋地钢管阴极保护、混凝土、钢筋及其他涉及结构安全与耐久性的关键工序验

收。 

  6.2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抽查： 

  管网系统试验（压力、强度、严密性）、管网吹扫清洗、设备绝缘接地、沟槽回填压实度、设备试运行等。 

  6.3 监督检测的项目宜包括： 

  6.3.1 管道连接； 

  6.3.2 管道防腐层厚度与粘结力； 

  6.3.3 管道外防腐层检漏； 

  6.3.4 混凝土强度； 

  6.3.5 主要受力钢筋数量、位置与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6.3.6 其他需要检测的项目。 

7 垃圾处理工程（填埋与焚烧） 

  7.1 垃圾填埋工程 

  7.1.1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进行重点抽查： 

  1.垃圾填埋区基础压实度及外观的试验检测、隐蔽验收； 

  2.防渗膜铺设平整度及热融焊接质量的隐蔽验收； 

  3.膨润土配合比及渗透系数的试验、压实度及厚度的检测与验收。 

  7.1.2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抽查： 

  1.土工布铺设搭接尺寸与平整度的隐蔽验收； 

  2.地下水导排层铺设厚度及平整度的隐蔽验收。 

  7.1.3 监督检测的项目宜包括： 

  渗滤液防渗膜厚度、搭接宽度； 

  7.2 垃圾焚烧工程 

  7.2.1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进行重点抽查： 

  1.基础与主要构筑物的施工质量、试验检测、隐蔽验收； 

  2.管线敷设、支（吊）架、管道保护、设备安装、防雷及接地装置的施工质量、检测调试； 

  3.混凝土、钢筋、预应力、钢结构制作和安装、管道连接、管道防腐及其他涉及结构安全与耐久性的关键工序

验收； 

  4.除尘、尾气处理装置严密性试验和水池满水试验； 

  7.2.2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抽查： 

  管网系统试验（强度、严密性）、管网清通吹扫、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外观质量。 

  7.2.3 监督检测的项目应包括： 

  1.基础与主体结构的混凝土强度； 

  2.主要受力钢筋的数量、连接、位置与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3.钢结构防腐涂层厚度； 

  4.管道连接； 

  5.管道防腐层厚度与粘结力； 

  6.管道外防腐层检漏； 

  7.接地电阻； 

  8.机电设备技术性能； 

  9.其他需检测的项目。 

8 城市照明工程 

  8.1 监督机构应对下列内容进行重点抽查： 

  照明灯具基础、电缆埋设、灯杆、固定灯架、漏电保护、眩光控制等设施安装的施工质量、验收记录。 

  8.2 监督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对下列部分内容进行抽查： 

  电缆、灯杆、灯座、灯具、变压器、配电与控制装置等的出厂合格证、试验检测资料和安装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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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82）《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的意见》（建科[2004]87号 2004年 05月 21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8477.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04-00052 主题信息：节能减排发文单位：建设部生成日期：2004 年 05 月 21 日文件名称：

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的意见 有 效 期：文  号：建科[2004]87 号主 题 词：

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的意见   

               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的意见 

                  建科[2004]87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各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国办发[2004]30 号，以下简称“通知”）的精神，

实现“通知”中制定的 2004 年到 2006 年的资源节约活动的目标，进一步做好建设系统资源节约工作，现就有关问

题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建设系统资源节约活动 

  建设系统涉及城市规划、村镇规划、工程建设、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建筑业、住宅与房地产业、勘察设计咨

询业、市政公用事业等，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与能源、水、土地、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的节

约利用关系密切。  

  近年来建设系统在积极推动节水、节地和建筑节能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一些地区和单

位对资源节约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建设行业的资源浪费现象仍然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违反城乡规划使用土地的问题时有发生。如一些地方不顾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盲目扩大城市建

设规模；在城市建设中互相攀比，急功近利，贪大求洋，搞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对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名胜区重开发、轻保护；在建设管理方面违反城乡规划管理有关规定，擅自批准开发建设、

侵占公园绿地等。二是有些地方盲目发展高耗水、高耗能的项目如大草坪、水景观等。同时，能源浪费、城市供水

管网漏水等现象严重。三是建筑能耗高，是相同气候条件发达国家的 2－3 倍，但舒适性却很差。四是建筑材料浪

费现象严重，新型墙体材料使用率低，每年生产实心粘土砖毁田达 20 多万亩。  

  建设系统资源节约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各级领导必须认识到建设系统开展资源节约工作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建设系统推进资源节约活动。  

  二、建设系统资源节约活动的三年目标和基本要求 

  （一）目标 

  1.城乡规划建设方面：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存在的各种严重浪费资源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切实提高土地资源、

水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  

  2．城市节约用水方面：强化节水管理，完善节水法规；开展创建节水型城市和节水型企业活动；力争新增工

业用水的一半靠节约用水解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取水量降低率大于 3％；城市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72％；城市污

水再生利用率明显提高；城市供水管网漏失率平均减少到 12％。  

  3．建筑节能和城镇供热体制改革方面：改革单位统包的用热制度，停止福利供热，实行用热商品化、货币化，

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城镇供热新体制。继续发展和完善以集中供热为主导、

多种方式相结合的经济、安全、清洁、高效的城镇供热采暖系统。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达到 60％；其中三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城市、省会城市达到 80％以上；城市

新建公共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达到 80％，其中东部沿海城市、省会城市达到 90％以上；启动三北地区大中城市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政府机构建筑节能改造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基本要求 

  1.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与城市的规划、建设相结合。 

  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以建设生态城镇为目标，以科技手段为支撑，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宗旨，从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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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管理和服务的各个环节进行引导和推进。在编制城乡总体规划时，应合理规划，突出节水、节地、节能的指

导思想和强化相关的规划内容；在旧城建设中，要坚持合理置换土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要制定生态城镇

的标准，指导新区开发和小区建设；在城市建设管理中，要重点做好节约用水与污水回用、垃圾资源化、建筑能效

提高的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在建设资金的安排中予以倾斜，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2．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与改造和提升传统建筑业相结合。 

  当前主要抓好 170 个城市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和推广使用新型墙材的工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从建筑标准制

订、规划许可、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施工许可、质量监督、竣工验收备案等环节加强督查；同时，组织有关专家

和技术人员及时为各类新型墙体材料制定配套的设计、施工技术规程和节点构造图集，积极促进新型墙材的应用。  

  3．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与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广应用先进技术相结合。 

  各地在制定本地区“十一五”建设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时，要把节水、节地和建筑节能技术纳入重

点领域，在项目立项、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鼓励自主创新，通过国际合作引进技

术等，推动建设领域资源节约的技术进步，尽快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大力研究开发新型墙体材料、建筑节能

技术与设备（包括洁净能源、可再生能源在建筑领域的应用）、先进的供热制冷和节水技术与设备，并积极推广应

用。组织污水回用、垃圾资源化和建筑节能工程的重大技术示范，并对示范的成果进行有效的扩散。通过制定推广

限制淘汰技术目录、发布技术公告等方式，加快推广先进高效的资源节约技术与产品，限制、淘汰高资源消耗的落

后技术与产品，提高建设系统资源节约的整体技术水平。  

  4．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与环境综合整治及创建节水型城市、园林城市等相结合。 

  要将资源有效利用作为进行人居范例奖评比和创建节水型城市、园林城市等的基本条件。建设部将对此作出具

体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考核评比中也要将相关内容作为基本条件。  

  三、强化城乡规划监督检查，从源头上把好资源有效利用关 

  （一）加强城乡规划的编制审查工作，提高规划的科学性 

  1.各地要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国发[2002]13 号）和建设部等部门的有关文

件，端正城乡规划工作的指导思想。  

  2．要根据本地区的环境、资源条件科学确定城市的发展目标、方式以及合理容量。为了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规划中应当明确必须严格保护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城市的发展应当统筹考虑资

源环境的最终极限和边际效益。  

  3．规划的编制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重视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规划编制要突出各类资源

保护利用和空间管制。要引导和鼓励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实现区域共建共享。  

  4．要完善城乡规划科学民主决策制度。规划编制、审批和调整的过程要从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依法治理、社会

监督、全民参与。通过法定程序来减少规划审批和调整的随意性。  

  （二）依法加强对城乡建设用地的规划管理，加大对各类建设用地的监督检查力度，促进节约和合理用地  

  1．各地要坚持节约使用土地，防止城市盲目扩张。严格执行国家公布的建设标准和批准规划确定的建设规模。

坚决禁止、严肃查处随意改变批准的规划，严重超越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盲目投资建设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形

象工程”、“政绩工程”。  

  2．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开发区规划管理工作。继续贯彻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与规范各类开发区规划建设管

理的通知》（建规[2003]178 号）精神，坚决制止违反城乡规划擅自设立开发区、盲目扩大开发区规模等问题，促进

开发区的健康有序发展。  

  3．各地要加强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规划管理。严格执行建设部颁布的《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

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22 号）和《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建规[2002]270 号）。没

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受让人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必须按

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定的规划设计条件进行开发建设，一般不得改变规划设计

条件；受让人需要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必须符合国家关于已出让土地转让的规定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的约定。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时，不得改变规定的规划设计条件。  

  四、运用经济杠杆，推进水资源的开源节流 

  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知》（国办发[2004]36 号）

精神，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对用水需求的调节作用，推进污水再生利用，促进节水工程建设和节水技术推广，实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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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合理配置，提高用水效率，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一）要逐步提高自备水源取用地下水的水资源费标准，使城市供水公共管网覆盖范围内取用地下水的自备水

费高于自来水价格。地下水严重超采的地区，应加大水资源费的调控力度，严格限制地下水的开发使用。自备水用

户水资源费要按其实际取水量计数，无计量设施的，可按取水设施的最大实际取水能力计数。要切实规范水资源费

的征收和使用，为城市节水技术、设施的建设和推广运用提供资金保障。  

  （二）要合理调整城市供水价格。各地要综合考虑上游水价，水资源费的情况，以及供水企业正常运行和合理

盈利、水质改善、管网和计量系统改造等因素，在对供水企业运营成本约束的基础上，合理调整城市供水价格，强

化节水、生活用水消费意识，促进城市供水事业的持续协调发展。  

  （三）加大污水处理费征收力度，优先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各地要尽快限期开征污水处理费。已开

征污水处理费的城市，在城市供水价格的调整中，要优先考虑将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到保本微利水平。暂时达不

到保本微利水平的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结合本地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成本状况，制定城市污水

处理费最低收费标准，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污水处理费收缴率，切实加强对自备水用户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力度；严

禁用水单位在城市排水管网覆盖范围内，擅自将污水直接排入水体，规避交纳污水处理费的行为，确保污水处理设

施的正常运行和达标排放，为促进污水资源化奠定基础。  

  （四）合理确定再生水价格。缺水地区要积极创造条件使用再生水。再生水价格要以补偿成本和合理收益为原

则核定，积极引导工业、洗车、市政设施及城市绿化等行业使用再生水。对再生水生产用电实行优惠电价，免征水

资源费和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要研究制定鼓励生产和使用再生水的税收政策，降低再生水生产和使用成本。各地可

根据本地区水资源状况，结合城市污水处理和再生水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情况，适时对部分行业制定强制使用再生水

的规定，扩大再生水使用范围。  

  （五）要加快推进对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制度。要在确保基本生活用水的同时，适当拉大各级水

量间的差价，促进节约用水。各地要切实加强对抄表到户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抓紧组织制定计量系统改造和实施方

案，供水企业因此而增加的改造、运营和维护费用，可计入供水价格。实行用水包费制的地区，要限期实现计量计

价制度。  

  （六）要科学制定各类用水定额和非居民用水计划。要严格用水定额管理，实施超计划、超定额加价收费。缺

水城市要实行高额累进加价制度。同时，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适当拉大高耗水行业与其他行业用水的差价。对城

市绿化、市政设施等公共设施用水要尽快实行计量计价制度。  

  （七）研究制定财政、税收、价格等激励政策。不断完善节水设备（产品）目录；研究采取优惠政策，鼓励生

产、销售和使用节水设备（产品）；鼓励开发利用可再生水资源；各级财政要支持节水器具的推广，将节水设备（产

品）纳入政府采购目录。  

  五、全面贯彻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大力推动供热体制改革，提高建筑能效 

  （一）切实抓好新建建筑全面贯彻节能设计标准的工作 

  1．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及省会城市最迟应于 2005 年初、地级城市最迟应于 2005 年底、其他城市最迟应于 2006

年实现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执行率达到 80％以上；有条件的大城市要率先实施节能率达 65％的地方节能标准。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立法权的城市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建筑节能地方性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形成地方法规为主、行政规章为辅的较为完善的法规体系，使建筑节能工作有法可依。同时加

紧制定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实施细则；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编制本地标准图集，争取用三年的时间建立和完善本

地的建筑节能标准体系。  

  3．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规划、设计、施工、监理、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依据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加强对建筑节能的监管，及时对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规划、建设、房地产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建

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长期有效的建筑节能工作机制。  

  4．建设单位（业主）要严格按照节能设计标准委托工程项目的设计，不得擅自修改设计文件；设计单位要严

格按照节能设计标准进行设计；施工单位要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进行施工，保证工程施工质量；监理单位要加强对

施工过程中节能措施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加强对新建项目的监督，对达不到节能设计标

准要求的项目，应在质量监督文件中予以注明；对于没有达到节能设计标准的项目，已经完工的不予验收备案、不

予办理销售许可，并责令整改。  

  5．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建筑节能产品认证工作，研究制定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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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用三年的时间建立节能建筑强制性能效标识制度。  

  （二）因地制宜推进既有建筑和集中供热设施节能改造 

  1.各地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研究节能改造的政策措施、融资机制和节能服务体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机制。  

  2．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积极开展节能改造试点工作。节能改造应和当地旧城改造、“平改坡”等结合起来；供

热计量改造要与围护结构等的节能改造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协调实施。  

  3．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开展节能改造工作，在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

评估、施工图设计审查、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认真把好关。  

  （三）大力推进供热体制改革 

  1．停止福利供热，实行用热商品化、货币化。停止由房屋产权单位或职工所在单位统包的职工用热制度，改

为由居民家庭（用热户）直接向供热企业缴费采暖。各级财政、单位用于职工供热采暖的费用作为供热采暖补贴由

单位直接向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发放，变“暗补”为“明补”。  

  2．逐步实行按用热量计量收费制度。改革现行热费计算方式，逐步取消按面积计收热费，积极推行按用热量

分户计量收费办法。城镇新建公共建筑和居民住宅，凡使用集中供热设施的，都必须设计、安装具有分户计量及室

温调控功能的采暖系统，并执行按用热量分户计量收费的新办法。  

  3．继续发展和完善以集中供热为主导、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城镇供热采暖系统。城镇公共建筑和住宅小区的供

热采暖系统，凡有条件实施集中供热的，应积极采用集中供热方式；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的地区，不得新建燃煤供

热锅炉。  

  4．深化供热企业改革，积极培育和规范供热市场。实行城镇供热特许经营制度，引导和鼓励国有、私有和合

作经营企业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与城市政府签定合同，参与城镇热源厂、供热管网的建设、改造和经营，取得规

定范围和时限的特许经营权。  

  六、组织开展宣传和培训工作，加强监督检查，切实抓好节约资源工作 

  建设系统要大力组织开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宣传和培训工作，进一步提高资源节约的认识，同时加强监督

检查，切实抓好节约资源工作。  

  1．加强组织领导。建设部将在原节能工作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以仇保兴副部长为组长的建设部资源节约

工作领导小组，以指导、组织、协调建设系统资源节约工作。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要成立相应机构，明确责任，

组织好本地区的资源节约工作。  

  2．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源节约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履行职责，把资源节约作为

一项长期任务和重要工作，常抓不懈。要切实完成我部制定的建设系统资源节约活动的三年目标，并完善资源节约

的计量、记录、报告、奖惩等管理制度，制订相应资源节约实施方案，把资源节约的责任纳入各单位日常管理和工

作考核中，加强对城市节水、节地和建筑节能工作的指导、监督和管理。我部将在节水、节地和建筑节能的执法和

监测过程中，对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  

  3．广泛进行宣传。节水、节地和建筑节能是缓解城市资源短缺，保证城市稳步发展的有效措施。各级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要综合运用宣传、教育、经济、法律和技术等措施，提高全社会对节水、节地和建筑节能工作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的认识。  

  4．抓好能力建设。要对建设系统的干部职工开展管理知识和技术培训，加强节约资源工作的能力建设。建设

系统的干部职工也要认真学习，不断提有自身的知识和文化素养，自觉在工作中紧紧围绕节水、节地、建筑节能和

资源综合利用这几个重点，加大工作力度，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对资源节约工作的要求。  

  5．强化监督检查。根据国务院的统一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将会同建设部、水利部、国家质检总局于近

期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资源节约专项检查。摸清高耗能、高耗水地区和行业节能、节水情况及有关规定和标准执

行情况。各地应提前作好准备工作，认真确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点检查范围、对象，按照统一部署安排组

织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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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8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4-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4〕23 号 2014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5/26/content_8824.htm  

索 引 号：000014349/2014-00054 主题分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发文机关：国务院办公厅

成文日期：2014 年 05 月 15 日标  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4-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

发文字号：国办发〔2014〕23 号发布日期：2014 年 05 月 26 日主 题 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4-2015 年 

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14〕2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2014-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 

                              2014 年 5 月 15 日 

  （本文有删减） 

  

2014-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 

  加强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必由之路。“十二五”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的约束性目

标，但 2011-2013 年部分指标完成情况落后于时间进度要求，形势十分严峻。为确保全面完成“十二五”节能减排

降碳目标，制定本行动方案。 

  工作目标：2014-2015 年，单位 GDP 能耗、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逐年下降 3.9%、

2%、2%、2%、5%以上，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两年分别下降 4%、3.5%以上。 

  一、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一）积极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

41 号），严格项目管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核准或备案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

目，依法依规全面清理违规在建和建成项目。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在提前一年完成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

玻璃等重点行业“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基础上，2015 年底前再淘汰落后炼铁产能 1500 万吨、炼钢 1500 万

吨、水泥(熟料及粉磨能力)1 亿吨、平板玻璃 2000 万重量箱。 

  （二）加快发展低能耗低排放产业。加强对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力争

到 2015 年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达到 47%和 8%左右。加快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国发〔2013〕30 号），组织实施一批节能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重大技术装备产业化工程，

完善节能服务公司扶持政策准入条件，实行节能服务产业负面清单管理，积极培育“节能医生”、节能量审核、节

能低碳认证、碳排放核查等第三方机构，在污染减排重点领域加快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到 2015 年，节能环

保产业总产值达到 4.5 万亿元。 

  （三）调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实行煤炭消费目标责任管理，严控煤炭消费总量，降低煤炭消费比重。京津冀

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及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上耗煤项目，要严格实行煤炭消耗等量或减量替代政策，京

津冀地区 2015 年煤炭消费总量力争实现比 2012 年负增长。加快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地级以上城市大力推广使用型煤、清洁优质煤及清洁能源，限制销售灰分高于 16%、硫分高于 1%的散煤。增加天

然气供应，优化天然气使用方式，新增天然气优先用于居民生活或替代燃煤。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到 2015 年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比重提高到 11.4%。 

  （四）强化能评环评约束作用。严格实施项目能评和环评制度，新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能效水平和排污强度

必须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对钢铁、有色、建材、石油石化、

化工等高耗能行业新增产能实行能耗等量或减量置换。对未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地区，暂停该地区新建高耗能项目

的能评审查和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项目的环评审批。完善能评管理制度，规范评估机构，优化审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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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快建设节能减排降碳工程 

  （五）推进实施重点工程。大力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工程，运用余热余压利用、能量系统优化、电机系统节能等

成熟技术改造工程设备，形成节能能力 3200 万吨标准煤。加快实施节能技术装备产业化示范工程，推广应用低品

位余热利用、半导体照明、稀土永磁电机等先进技术装备，形成节能能力 1100 万吨标准煤。实施能效领跑者计划

和合同能源管理工程，形成节能能力 2200 万吨标准煤。推进脱硫脱硝工程建设（具体任务附后），完成 3 亿千瓦燃

煤机组脱硝改造，2.5 亿千瓦燃煤机组拆除烟气旁路，4 万平方米钢铁烧结机安装脱硫设施，6 亿吨熟料产能的新型

干法水泥生产线安装脱硝设施，到 2015 年底分别新增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减排能力 230 万吨、260 万吨以上。新

建日处理能力 1600 万吨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配套建设废弃物处理设施，到 2015 年

底分别新增化学需氧量、氨氮减排能力 200 万吨、30 万吨。加强对氢氟碳化物（HFCs）排放的管理，加快氢氟碳化

物销毁和替代，“十二五”期间累计减排 2.8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六）加快更新改造燃煤锅炉。开展锅炉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调查。实施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工程，2014

年淘汰 5 万台小锅炉，到 2015 年底淘汰落后锅炉 20 万蒸吨（具体任务附后），推广高效节能环保锅炉 25 万蒸吨，

全面推进燃煤锅炉除尘升级改造，对容量 20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炉全面实施脱硫改造，形成 2300 万吨标准煤

节能能力、40 万吨二氧化硫减排能力和 10 万吨氮氧化物减排能力。 

  （七）加大机动车减排力度。2014 年底前，在全国供应国四标准车用柴油，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600 万辆（具

体任务附后）。到 2015 年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内重点城市全面供应国五标准车用汽油和柴油；全国

淘汰 2005 年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基本淘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内的 500 万辆黄标车。加强机动车环

保管理，强化新生产车辆环保监管。加快柴油车车用尿素供应体系建设。 

  （八）强化水污染防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编制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保护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较好湖泊，重点治理劣五类等污染严重水体。继续推进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严格水功能区管理。加强地下水

污染防治，加大农村、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严格控制污水灌溉。强化造纸、印染等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控制。

到 2015 年，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量下降 30%以上。 

  三、狠抓重点领域节能降碳 

  （九）加强工业节能降碳。实施工业能效提升计划，在重点耗能行业全面推行能效对标，推动工业企业能源管

控中心建设；开展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行动，实施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到 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

耗比 2010 年降低 21%以上。持续开展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推动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制定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推动建立企事业单位碳排放报告制度；强化节能降碳目标责任评价考核，落实奖惩制度。

到 2015 年底，万家企业实现节能量 2.5 亿吨标准煤以上。 

  （十）推进建筑节能降碳。深入开展绿色建筑行动，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筑、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各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到2015年，城镇新建建筑绿色建筑标准执行率达到20%，

新增绿色建筑 3 亿平方米，完成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 3 亿平方米。以住宅为重点，以建

筑工业化为核心，加大对建筑部品生产的扶持力度，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 

  （十一）强化交通运输节能降碳。加快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开展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试点，

深化“车船路港”千家企业低碳交通运输专项行动。实施高速公路不停车自动交费系统全国联网工程。加大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力度。继续推行甩挂运输，开展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行动。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加快物流公共信

息平台建设。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推进“公交都市”创建活动。公路、水路运输和港口形成节能能力 1400 万吨标

准煤以上，到 2015 年，营运货车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比 2013 年降低 4%以上。 

  （十二）抓好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完善公共机构能源审计及考核办法。推进公共机构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将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服务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开展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建设，将 40%以上的中央国家机关

本级办公区建成节约型办公区。2014-2015 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年均降低 2.2%，力争超额完成“十

二五”时期降低 12%的目标。 

  四、强化技术支撑 

  （十三）加强技术创新。实施节能减排科技专项行动和重点行业低碳技术创新示范工程，以电力、钢铁、石油

石化、化工、建材等行业和交通运输等领域为重点，加快节能减排共性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研发生产。在能耗高、

节能减排潜力大的地区，实施一批能源分质梯级利用、污染物防治和安全处置等综合示范科技研发项目。实施水体

污染治理与控制重大科技专项，突破化工、印染、医药等行业源头控制及清洁生产关键技术瓶颈。鼓励建立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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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多种形式的产学研战略联盟，引导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投入。 

  （十四）加快先进技术推广应用。完善节能低碳技术遴选、评定及推广机制，以发布目录、召开推广会等方式

向社会推广一批重大节能低碳技术及装备，鼓励企业积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进行节能改造，实现新增节能能力 1350

万吨标准煤。在钢铁烧结机脱硫、水泥脱硝和畜禽规模养殖等领域，加快推广应用成熟的污染治理技术。实施碳捕

集、利用和封存示范工程。 

  五、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 

  （十五）完善价格政策。严格清理地方违规出台的高耗能企业优惠电价政策。落实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政策，

节能目标完成进度滞后地区要进一步加大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执行力度。对电解铝企业实行阶梯电价政策，并逐

步扩大到其他高耗能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落实燃煤机组环保电价政策。完善污水处理费政策，研究将污泥处理费

用纳入污水处理成本。完善垃圾处理收费方式，提高收缴率。 

  （十六）强化财税支持。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节能减排的资金支持力度，整合各领域节能减排资金，加强统

筹安排，提高使用效率，努力促进资金投入与节能减排工作成效相匹配。严格落实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所得税减免政

策。实施煤炭等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清理取消有关收费基金。开展环境保护税立法工作，加快推进环境保护费改

税。 

  （十七）推进绿色融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快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加大对节能减排降碳项目的支持力度。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企业债券等，拓宽融资渠道。建立节能减排与金融监管

部门及金融机构信息共享联动机制，促进节能减排信息在金融机构中实现共享，作为综合授信和融资支持的重要依

据。积极引导多元投资主体和各类社会资金进入节能减排降碳领域。 

  六、积极推行市场化节能减排机制 

  （十八）实施能效领跑者制度。定期公布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空调、冰箱等量大面广终端用能产品目录，单位

产品能耗最低的乙烯、粗钢、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高耗能产品生产企业名单，以及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机关、学校、

医院等公共机构名单，对能效领跑者给予政策扶持，引导生产、购买、使用高效节能产品。适时将能效领跑者指标

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 

  （十九）建立碳排放权、节能量和排污权交易制度。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研究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加快制定节能量交易工作实施方案，依托现有交易平台启动项目节能量交易。继续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二十）推行能效标识和节能低碳产品认证。修订能效标识管理办法，将实施能效标识的产品由 28 类扩大到

35 类。整合节能和低碳产品认证制度，制定节能低碳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将实施节能认证的产品由 117 类扩大到

139 类，强化对认证结果的采信。将产品能效作为质量监管的重点，严厉打击能效虚标行为。 

  （二十一）强化电力需求侧管理。落实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完善配套政策，严格目标责任考核。建设国家电

力需求侧管理平台，推广电能服务，继续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城市综合试点。电网企业要确保完成年度电力电量节

约指标，并对平台建设及试点工作给予支持和配合。电力用户要积极采用节电技术产品，优化用电方式，提高电能

利用效率。通过推行电力需求侧管理机制，2014-2015 年节约电量 400 亿千瓦时，节约电力 900 万千瓦。 

  七、加强监测预警和监督检查 

  （二十二）强化统计预警。加强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物排放计量与统计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节能

减排降碳的计量、统计、监测、核查体系，确保相关指标数据准确一致。加强分析预警，定期发布节能目标完成情

况晴雨表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公告。各地区要研究制定确保完成节能减排降碳目标的预警调控方案，根据形势适

时启动。 

  （二十三）加强运行监测。加快推进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2014 年完成试点，2015 年基本建

成。进一步完善主要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确保监测系统连续稳定运行，到 2015 年底，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

有效传输率达到 75%，企业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达到 80%，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结果公布率达到 95%。 

  （二十四）完善法规标准。推进节约能源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推动

开展节能评估审查、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等工作，加快制定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等法规，研究

制定节能监察办法。实施百项能效标准推进工程，制（修）订一批重要节能标准、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落实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特别限值要求。 

  （二十五）强化执法监察。加强节能监察能力建设，到 2015 年基本建成省、市、县三级节能监察体系。发挥

能源监管派出机构的作用，加强能源消费监管。2014 年下半年，各地区节能主管部门要针对万家重点用能企业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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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监察。环保部门要持续开展专项执法，公布违法排污企业名单，发布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对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公开通报或挂牌督办。依法查处违法用能排污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实行节能减排执法责任制，对行政不作为、

执法不严等行为，严肃追究有关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负责人的责任。 

  八、落实目标责任 

  （二十六）强化地方政府责任。各省（区、市）要严格控制本地区能源消费增长。严格实施单位 GDP 能耗和二

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目标责任考核，减排重点考核污染物控制目标、责任书项目落实、监测监控体系建设运行等情

况。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节能减排降碳工作负总责，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对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的地区，必要时请国务院领导同志约谈省级政府主要负责人，有关部门按规定进行问责，相关负责人在考核结果公

布后的一年内不得评选优秀和提拔重用，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对超额完成“十二五”目标任务的地区，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根据贡献大小给予适当奖励。 

  （二十七）落实重点地区责任。海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节能降碳目标完成进度滞后的地区，要抓紧

制定具体方案，采取综合性措施，确保完成节能降碳目标任务。云南、贵州、广西、新疆等减排工作进展缓慢地区，

要进一步挖掘潜力，确保完成减排目标。强化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污染减排，尽可能多削减

氮氧化物，力争 2014-2015 年实现氮氧化物减排 1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 个百分点。年能源消费量 2 亿吨标准煤

以上的重点用能地区和东中部排放量较大地区，在确保完成目标任务前提下要多作贡献。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对年能

源消费量 300 万吨标准煤以上的市县实行重点管理，出台措施推动多完成节能任务。18 个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

示范城市要争取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节能目标，或到 2015 年超额完成目标的 20%以上。低碳试点省（区）和

城市要提前完成“十二五”降碳目标。 

  （二十八）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责任。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多方齐抓共管，形成

工作合力。发展改革委要履行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会同环境保护部等有关

部门加强对地方和企业的监督指导，抓紧制定出台对进度滞后地区的帮扶督办方案，密切跟踪工作进展，督促行动

方案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环境保护部等要全面加强监管，其他各相关部门也要抓紧行动，共同做好节能减排降碳工

作。 

  （二十九）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企业要严格遵守节能环保法律法规及标准，加强内部管理，增加资金投入，及

时公开节能环保信息，确保完成目标任务。中央企业要积极发挥表率作用，把节能减排任务完成情况作为企业绩效

和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国有企业要力争提前完成“十二五”节能目标。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加强企业自律、

树立行业标杆、制定技术规范、推广先进典型等方面的作用。 

  （三十）动员公众积极参与。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调动社会公众参与节能减排的积极性。鼓励对政

府和企业落实节能减排降碳责任进行社会监督。 

  附件：1.2014-2015 年各地区燃煤锅炉淘汰任务 

     2.2014-2015 年各地区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工程任务 

     3.2014 年各地区黄标车及老旧车辆淘汰任务 

附件 1 

2014-2015 年各地区燃煤锅炉淘汰任务 

地区  淘汰任务（万蒸吨） 

北京  0.9 

天津  1.2 

河北  2.2 

山西  1.0 

内蒙古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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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1.0 

吉林  0.5 

黑龙江  1.0 

上海  0.5 

江苏  1.1 

浙江  1.4 

安徽  0.6 

福建  0.3 

江西  0.2 

山东  2.3 

河南  1.0 

湖北  0.4 

湖南  0.3 

广东  0.5 

广西  0.1 

海南  0 

重庆  0.1 

四川  0.2 

贵州  0.1 

云南  0.4 

西藏  0 

陕西  0.8 

甘肃  0.3 

青海  0.1 

宁夏  0.2 

新疆  0.4 

合计  20 

  注：分配淘汰任务参考了各地区现有的中小锅炉容量，并加大了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

的淘汰力度。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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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各地区 

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工程任务 

地区  
火电脱硝 

（万千瓦）  

钢铁烧结机脱硫 

（平方米）  

水泥脱硝 

（万吨） 

北京  0  0  210 

天津  596  1430  0 

河北  1500  11010  2160 

山西  1134  2531  1650 

内蒙古  3369  1777  3300 

辽宁  1293  4764  3450 

吉林  1119  560  270 

黑龙江  1092  270  630 

上海  344  264  75 

江苏  1313  3692  4080 

浙江  892  480  1860 

安徽  1051  910  3600 

福建  157  0  0 

江西  541  641  2610 

山东  3140  1973  5040 

河南  2243  492  5400 

湖北  1100  1388  4410 

湖南  766  710  660 

广东  602  0  5820 

广西  506  360  750 

海南  167  0  270 

重庆  466  0  1530 

四川  642  740  3450 

贵州  1200  684  1200 

云南  862  2575  2400 

陕西  955  0  300 

甘肃  539  646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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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90  0  480 

宁夏  643  132  750 

新疆（不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818  1410  270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30  352  1200 

  注：西藏自治区数据暂缺。 

  

附件 3 

  

2014 年各地区黄标车及老旧车辆淘汰任务 

地区  淘汰任务（万辆） 

北京  39.1 

天津  14.3 

河北  66 

山西  21.6 

内蒙古  16.8 

辽宁  34.9 

吉林  17 

黑龙江  20.5 

上海  16 

江苏  30.7 

浙江  28.1 

安徽  25.8 

福建  9.9 

江西  14.6 

山东  42.8 

河南  28.2 

湖北  18.5 

湖南  15.2 

广东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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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10 

海南  2 

重庆  5.7 

四川  17.6 

贵州  6.9 

云南  14.7 

西藏  0.38 

陕西  13.4 

甘肃  7.2 

青海  2 

宁夏  4.4 

新疆  7.5 
 

 

 

 

 

8.3.184）《建设部关于加强房地产开发管理提高商品房质量的通知》（建房[1996]48 号 1996 年 01月 13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0611/t20061101_157542.html  

http://fcj.huhho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2&id=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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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关于加强房地产开发管理提高商品房质量的通知  

建房[1996]4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计划单列市建委： 

  近几年，随着城市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速度的加快，大量商品房竣工投入使用。这些房屋在使用功能和质量上

比前几年有一定提高，为城市建设和人民群众群体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贡献。但是，随着开发企业的迅猛增加和开发

规模的急剧扩大，一些房地产企业管理较差、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忽视工程质量的问题严重。因商品房质量低劣造

成的工程事故，严重危及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成为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之一。为加强房地产开

发管理，切实提高商品房质量，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全面贯彻建设部，质量《兴业要点》（建监[1995]100 号文），

提高对质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充分认识到质量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关系到

企业长远发展和信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努力提高商品房建设质量。在房地产开发中，要杜绝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粗制滥造，只求造价低、不求质量好的经营思想和行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工程竣工必须由当地

工程质量监督站验收合格，才能交付使用。  

  二、各级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要分配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质量监督检查制度，把质量管理作为对房地产开发企

业日常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将分项和分部工程的质量检查、验收情况记录于《房地产开发

项目手册》，主管部门定期予以监督检查。  

  三、要加强住宅小区的竣工综合验收工作。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是对住宅小区使用功能、建筑质量的综合

考核的评价，是住宅小区开发建设的最后一个道质量检查关。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和领导，

严格执行综合验收制度，并明确开发建设单位对所开发的住宅小区质量负最终责任，工程质量不合格或配套不完善

的房屋不得交付使用。  

  四、要大力推广城市住宅小区建设试点的经验，从规划、设计、设备、材料、配套建设、施工和售后服务等方

面，提高住宅的单位工程质量和整体居住环境质量，提高住宅小区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明确质量管理目标和责任，加强施工现场的监

督检查，严格执行有关招投标和质量管理的法规。不得将工程发包给不符合资质条件的施工企业。要通过采取优质

优价、奖优罚劣等手段提高质量水平。要积极推选工程监理制度。  

  六、商品房的质量责任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商品房销售合同中对质量、装修标准等作

出明确承诺，并按技术规程的规定约定保修期，按约定交付使用。  

  七、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和房地产企业，应根据建设《关于严肃查处质量低劣住宅工程紧急通知》（建监[1995]730

号）的要求，在近期对所开发的项目进行一次用户回访，对回访中发现的质量问题，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予

以解决。要高度重视消费者对商品房质量的投诉，及时处理出现的质量问题。  

  八、各地要通过推广新的物业管理模式，加强对已竣工住宅的维修、养护、管理。要建立、分配住户公约，明

确住户遵守住宅小区管理规定的责任。物业管理公司要加强与购房人和住户的沟通和联系，对破坏性的、危害建设

物结构安全、影响各项设施正常使用的装饰、装修工程要及时予以制止。  

  九、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在确定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级时，应严格按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级审查标准进行

审查，实行质量否决制。对质量一项没有达到所申请等级标准要求的企业，不得评定该等级。对于连续发生两次重

大质量责任事故的开发企业，除降低其资质等级外，原则上不予安排新的开发项目，并责令其期限整改。对于有严

重质量问题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应责令其停工，在妥善解决质量问题、提出质量保险措施后，才能准其复工。同时，

对于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分配和产品质量好的企业，也应予以宣传表彰，达到奖优罚劣的目的。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 

 

 

8.3.185）《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2010 年 10月 28日,2015 年 8 月

29 日） 

http://www.gov.cn/jrzg/2010-10/29/content_1732873.htm  2010 

http://www.gov.cn/flfg/2010-10/28/content_1732997.htm   2010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8/30/content_2922358.htm  2015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gov.cn/jrzg/2010-10/29/content_1732873.htm
http://www.gov.cn/flfg/2010-10/28/content_1732997.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8/30/content_2922358.htm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149 页 共 3277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三十八 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现

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10 年 10 月 28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 

（2010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代表享有下列权利： 

  “（一）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 

  “（二）依法联名提出议案、质询案、罢免案等； 

  “（三）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四）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选举； 

  “（五）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表决； 

  “（六）获得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所需的信息和各项保障；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将第三条、第四条改为第四条，修改为：“代表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

实施； 

  “（二）按时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认真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做好会议期间的

各项工作； 

  “（三）积极参加统一组织的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等履职活动； 

  “（四）加强履职学习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执行代表职务的能力； 

  “（五）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

服务； 

  “（六）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廉洁自律，公道正派，勤勉尽责；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三、将第六条改为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代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会议，参加闭会期间统一组织的履职活动，应当安排好本人的生产和工作，优先执行代表职务。” 

  四、将第五条改为第六条和第四十七条。第六条：“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第四十七条：“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出席罢免该代表的会

议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五、将第七条修改为：“代表应当按时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

应当按照规定请假。 

  “代表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前，应当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为会议期间执行代表职务做好准备。” 

  六、将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代表参加大会全体会议、代表团全体会议、小组会议，审议列入会议议程的各

项议案和报告。”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代表应当围绕会议议题发表意见，遵守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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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在第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代表依法提出的议案，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

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八、将第十一条第四款修改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和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的人选，并有权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代表依法提出的上述人员

的人选提出意见。” 

  九、将第十五条第三款修改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和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的罢免案。” 

  十、将第十八条修改为：“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建议、批评

和意见应当明确具体，注重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 

  十一、在第十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负责组织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代

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听取、反映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意见和要求。”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安排，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关系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代表参加视察、专题调研活动形成的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办事机构转交有关机关、组织。对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研究处理情况应当向代表反馈。” 

  十五、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 

  十六、将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明确具

体，注重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 

  十七、将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根据统一安排，开展调研等活动；组成代表小组，分工联系选民，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十八、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受理有关

机关依照本条规定提请许可的申请，应当审查是否存在对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进行法律追

究，或者对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等其他执行职务行为打击报复的情形，并据此作出决定。” 

  十九、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五条，修改为：“代表的活动经费，应当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专款专

用。” 

  二十、将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六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采取多种方式

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保持联系，扩大代表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活动的参与。” 

  二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八条：“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工作情况，提供信息资料，保障代表的知情权。” 

  二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有计划地组织代表参加

履职学习，协助代表全面熟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掌握履行代表职务所需的法律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代表履职学习。” 

  二十三、将第三十六条改为第四十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和工作

机构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集体服务机构，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服务保障。” 

  二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二条：“有关机关、组织应当认真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自交办

之日起三个月内答复。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交办之日起六个月内答复。 

  “有关机关、组织在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过程中，应当与代表联系沟通，充分听取意见。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并印发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 

  二十五、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四十五条，修改为：“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

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接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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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应当以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 

  二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六条：“代表应当正确处理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的关系，不得利

用执行代表职务干涉具体司法案件或者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牟取个人利益。” 

  二十七、将第四十条改为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由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一）因刑事案件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 

  “（二）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服刑的。” 

  二十八、将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九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七项：“（七）丧失行为能力的”。 

  此外，将第五章的章名修改为“对代表的监督”，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1992 年 4 月 3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9 年 8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0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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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行使代表的职权，履行代表的义务，发挥

代表作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

成人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第三条 代表享有下列权利： 

  （一）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 

  （二）依法联名提出议案、质询案、罢免案等； 

  （三）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四）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选举； 

  （五）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表决； 

  （六）获得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所需的信息和各项保障；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条 代表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

施； 

  （二）按时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认真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做好会议期间的各

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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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积极参加统一组织的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等履职活动； 

  （四）加强履职学习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执行代表职务的能力； 

  （五）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

务； 

  （六）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廉洁自律，公道正派，勤勉尽责；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五条 代表依照本法的规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和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都

是执行代表职务。 

  国家和社会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保障。 

  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代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闭会期间统一组织的履职活动，应当安

排好本人的生产和工作，优先执行代表职务。 

  第六条 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第二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 

  第七条 代表应当按时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当按照规定请

假。 

  代表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前，应当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为会议期间执行代表职务做好准备。 

  第八条 代表参加大会全体会议、代表团全体会议、小组会议，审议列入会议议程的各项议案和报告。 

  代表可以被推选或者受邀请列席主席团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发表意见。 

  代表应当围绕会议议题发表意见，遵守议事规则。 

  第九条 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议

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 

  代表依法提出的议案，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

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出议案的代表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

议即行终止。 

  第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的议案。 

  第十一条 代表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选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对主席团提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副主席的人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人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人选，提出意见。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

员，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人选，并有权对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代表依法提出的上述人员的人选提出意见。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和人民政府

领导人员的人选，并有权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代表依法提出的上述人员的人选提出意见。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人选，提出意见。 

  代表对确定的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他人，也可以弃权。 

  第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决定国务院组成人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人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表决通过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 

  第十三条 代表在审议议案和报告时，可以向本级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询问。有关国家机关应当派负责人或者负

责人员回答询问。 

  第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有权书面提出对国务院和国

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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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的质询案。 

  质询案应当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按照主席团的决定由受质询机关答复。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半数以上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要求受质询机

关再作答复。 

  第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的罢免案。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和人民政

府领导人员的罢免案。 

  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的理由。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法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十七条 代表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也可以弃权。 

  第十八条 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明确

具体，注重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 

第三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受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负责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第二十条 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代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听取、

反映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意见和要求。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级或者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协助下，可以按照

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组成代表小组。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小组活动。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排，对本级或者下

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 

  代表按前款规定进行视察，可以提出约见本级或者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被约见的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或

者由他委托的负责人员应当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要求，联系安排本

级或者上级的代表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 

  代表视察时，可以向被视察单位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安排，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

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 

  第二十四条 代表参加视察、专题调研活动形成的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转交有关机

关、组织。对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研究处理情况应当向代表反馈。 

  第二十五条 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议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参加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

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 

  第二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

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并可以应邀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决定，参加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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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明确具体，注重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 

  第三十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统一安排，开展调研等活

动；组成代表小组，分工联系选民，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第四章 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 

  第三十一条 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

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对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应当经该级人民代表大

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受理有关机关依照本条规定提请许可的申请，应当审查是否存在对代表在

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进行法律追究，或者对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等其他执行职务行为打击

报复的情形，并据此作出决定。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

措施，执行机关应当立即报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十三条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参加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安排的代表活动，

代表所在单位必须给予时间保障。 

  第三十四条 代表按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执行代表职务，其所在单位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

资和其他待遇。 

  无固定工资收入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根据实际情况由本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 

  第三十五条 代表的活动经费，应当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专款专用。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保持联系，

扩大代表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活动的参与。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为本行政区域内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必

要的条件。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工作情况，提供信息资料，保障代表的知情权。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有计划地组织代表参加履职学习，协助代表全面熟

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掌握履行代表职务所需的法律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代表履职学习。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集体服务

机构，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服务保障。 

  第四十一条 为了便于代表执行代表职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制发代表证。 

  第四十二条 有关机关、组织应当认真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答复。涉及

面广、处理难度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交办之日起六个月内答复。 

  有关机关、组织在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过程中，应当与代表联系沟通，充分听取意见。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并印发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 

  第四十三条 少数民族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时，有关部门应当在语言文字、生活习惯等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和照

顾。 

  第四十四条 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代表执行代表职务。 

  有义务协助代表执行代表职务而拒绝履行义务的，有关单位应当予以批评教育，直至给予行政处分。 

  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根据情节，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的处罚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 

  对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进行打击报复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国家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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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对代表的监督 

  第四十五条 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

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接受监督。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应当以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 

  第四十六条 代表应当正确处理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的关系，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涉具体司

法案件或者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牟取个人利益。 

  第四十七条 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出席罢免该代表的会议

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第四十八条 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一）因刑事案件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 

  （二）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服刑的。 

  前款所列情形在代表任期内消失后，恢复其执行代表职务，但代表资格终止者除外。 

  第四十九条 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代表资格终止： 

  （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的； 

  （二）辞职被接受的； 

  （三）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 

  （四）被罢免的； 

  （五）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六）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七）丧失行为能力的。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予以公告。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和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制

定实施办法。 

  第五十二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1992 年 4 月 3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9 年 8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0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 2015 年 8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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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 

  第三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 

  第四章 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 

  第五章 对代表的监督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行使代表的职权，履行代表的义务，发挥

代表作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

成人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第三条 代表享有下列权利： 

  （一）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 

  （二）依法联名提出议案、质询案、罢免案等； 

  （三）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四）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选举； 

  （五）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表决； 

  （六）获得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所需的信息和各项保障；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条 代表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

施； 

  （二）按时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认真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做好会议期间的各

项工作； 

  （三）积极参加统一组织的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等履职活动； 

  （四）加强履职学习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执行代表职务的能力； 

  （五）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

务； 

  （六）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廉洁自律，公道正派，勤勉尽责；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五条 代表依照本法的规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和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都

是执行代表职务。 

  国家和社会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保障。 

  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代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闭会期间统一组织的履职活动，应当安

排好本人的生产和工作，优先执行代表职务。 

  第六条 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第二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 

  第七条 代表应当按时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当按照规定请

假。 

  代表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前，应当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为会议期间执行代表职务做好准备。 

  第八条 代表参加大会全体会议、代表团全体会议、小组会议，审议列入会议议程的各项议案和报告。 

  代表可以被推选或者受邀请列席主席团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发表意见。 

  代表应当围绕会议议题发表意见，遵守议事规则。 

  第九条 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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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 

  代表依法提出的议案，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

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出议案的代表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

议即行终止。 

  第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的议案。 

  第十一条 代表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选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对主席团提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副主席的人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人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人选，提出意见。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

员，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人选，并有权对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代表依法提出的上述人员的人选提出意见。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和人民政府

领导人员的人选，并有权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代表依法提出的上述人员的人选提出意见。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人选，提出意见。 

  代表对确定的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他人，也可以弃权。 

  第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决定国务院组成人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人选。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表决通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 

  第十三条 代表在审议议案和报告时，可以向本级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询问。有关国家机关应当派负责人或者负

责人员回答询问。 

  第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有权书面提出对国务院和国

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的质询案。 

  质询案应当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按照主席团的决定由受质询机关答复。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半数以上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要求受质询机

关再作答复。 

  第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的罢免案。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和人民政

府领导人员的罢免案。 

  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的理由。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法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十七条 代表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也可以弃权。 

  第十八条 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明确

具体，注重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 

第三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受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根据主席团的安排，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158 页 共 3277 页 

活动。 

  第二十条 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代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听取、

反映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意见和要求。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级或者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协助下，可以按照

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组成代表小组。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小组活动。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

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安排，对

本级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 

  代表按前款规定进行视察，可以提出约见本级或者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被约见的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或

者由他委托的负责人员应当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

表大会主席团根据代表的要求，联系安排本级或者上级的代表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 

  代表视察时，可以向被视察单位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 

  第二十三条 代表根据安排，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专

题调研。 

  第二十四条 代表参加视察、专题调研活动形成的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或者乡、民

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转交有关机关、组织。对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研究处理情况应当向代表反馈。 

  第二十五条 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议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乡、民族乡、镇的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 

  第二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

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并可以应邀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决定，参加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二十九条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明确具体，注重反映实际情况

和问题。 

  第三十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统一安排，开展调研等活

动；组成代表小组，分工联系选民，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第四章 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 

  第三十一条 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

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对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应当经该级人民代表大

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受理有关机关依照本条规定提请许可的申请，应当审查是否存在对代表在

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进行法律追究，或者对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等其他执行职务行为打击

报复的情形，并据此作出决定。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

措施，执行机关应当立即报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十三条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参加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安排的代表活动，代表所在单位必须给予时间保障。 

  第三十四条 代表按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执行代表职务，其所在单位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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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其他待遇。 

  无固定工资收入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根据实际情况由本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 

  第三十五条 代表的活动经费，应当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专款专用。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保持联系，

扩大代表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活动的参与。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为本行政区域内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必

要的条件。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工作情况，提供信息资料，保障代表的知情权。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有计划地组织代表参加履职学习，协助代表全面熟

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掌握履行代表职务所需的法律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代表履职学习。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集体服务

机构，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服务保障。 

  第四十一条 为了便于代表执行代表职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制发代表证。 

  第四十二条 有关机关、组织应当认真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答复。涉及

面广、处理难度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交办之日起六个月内答复。 

  有关机关、组织在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过程中，应当与代表联系沟通，充分听取意见。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主席团报告，并印发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应当予以公开。 

  第四十三条 少数民族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时，有关部门应当在语言文字、生活习惯等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和照

顾。 

  第四十四条 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代表执行代表职务。 

  有义务协助代表执行代表职务而拒绝履行义务的，有关单位应当予以批评教育，直至给予行政处分。 

  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根据情节，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的处罚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 

  对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进行打击报复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国家工作人

员进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对代表的监督 

  第四十五条 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

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接受监督。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应当以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民族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定期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 

  第四十六条 代表应当正确处理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的关系，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涉具体司

法案件或者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牟取个人利益。 

  第四十七条 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出席罢免该代表的会议

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第四十八条 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一）因刑事案件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 

  （二）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服刑的。 

  前款所列情形在代表任期内消失后，恢复其执行代表职务，但代表资格终止者除外。 

  第四十九条 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代表资格终止： 

  （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的； 

  （二）辞职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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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 

  （四）被罢免的； 

  （五）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六）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七）丧失行为能力的。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予以公告。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和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制

定实施办法。 

第五十二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8.3.186）《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2004 年 10月 27日,2010 年 3 月

14 日,2015 年 8 月 29 日） 

http://tazxj.zj.gov.cn/art/2009/10/22/art_1374987_11299103.html  2004 

http://www.czxx.gov.cn/Article2/Article.aspx?id=1391  2010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8/30/content_2922358.htm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1979 年 7 月 1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 1982 年 12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

第一次修正 根据 1986 年 12 月 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 1995 年 2 月 28 日第八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 2004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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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第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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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

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四条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 

  第五条人民解放军单独进行选举，选举办法另订。 

  第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

表的比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 

  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国内的，可以参加原籍地或者出国前

居住地的选举。 

  第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

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

会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选举工作。 

  第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 

第二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第九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三百五十名，省、自治区每十五万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直辖市

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但是，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千名； 

  （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二百四十名，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一千万的，

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六百五十名； 

  （三）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一百二十名，每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

过一百六十五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四百五十名；人口不足五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一百二十名； 

  （四）乡、民族乡、镇的代表名额基数为四十名，每一千五百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九万的乡、民族

乡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百名；人口超过十三万的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百三十名；人口不足二千的乡、民

族乡、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四十名。 

  按照前款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基数与按人口数增加的代表数相加，即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的代表总名额。 

  自治区、聚居的少数民族多的省，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聚居的

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自治县、乡、民族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 

  第十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法确定。

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

本法确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依照本法确定，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一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如果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或者由于重大工程

建设等原因造成人口较大变动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依照本法的规定重新确定。 

  第十二条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

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在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口特少的乡、

民族乡、镇，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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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

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 

  第十三条直辖市、市、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四条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

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第三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第十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解放军选举产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名额的分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另

行规定。 

  第十六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

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第十七条全国少数民族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各少数民族的人口数

和分布等情况，分配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第四章 各少数民族的选举 

  第十八条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每一聚居的少数民族都应有代表参加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

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不足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

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特少的自治县，经省、

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少于二分之一。人口特少的其他聚居民族，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以上、不足百分之三十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

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分配给该少数民族的应选代表名额不得超过代

表总名额的百分之三十。 

  第十九条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对于聚居在境内的其

他少数民族和汉族代表的选举，适用本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第二十条散居的少数民族应选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

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对于散居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汉

族代表的选举，适用前款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按照当

地的民族关系和居住状况，各少数民族选民可以单独选举或者联合选举。 

  自治县和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居住在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代表的选

举办法，适用前款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制定或者公布的选举文件、选民名单、选民证、代表候选人名单、代表当

选证书和选举委员会的印章等，都应当同时使用当地通用的民族文字。 

  第二十三条少数民族选举的其他事项，参照本法有关各条的规定办理。  

第五章 选区划分 

  第二十四条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到选区，按选

区进行选举。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 

  选区的大小，按照每一选区选一名至三名代表划分。 

  第二十五条城镇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农村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

相等。 

第六章 选民登记 

  第二十六条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经登记确认的选民资格长期有效。每次选举前对上次选民登记以后新满十八

周岁的、被剥夺政治权利期满后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予以登记。对选民经登记后迁出原选区的，列入新迁入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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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选民名单；对死亡的和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从选民名单上除名。 

  精神病患者不能行使选举权利的，经选举委员会确认，不列入选民名单。 

  第二十七条选民名单应在选举日的二十日以前公布，实行凭选民证参加投票选举的，并应当发给选民证。 

  第二十八条对于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在三

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选举日

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第七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二十九条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

选人。推荐者应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介绍候选人的情况。 

  第三十条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第三十一条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各选区选民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提名推荐。选举

委员会汇总后，在选举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并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如

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

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

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应当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公布。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提名、酝酿代表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

两天。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将依法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印发全体代表，由全体代表酝酿、讨论。如果所提

候选人的人数符合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直接进行投票选举。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

定的最高差额比例，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根据本法确定的具

体差额比例，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选举。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不限于各该级人

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三十三条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

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会

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但是，在选举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第八章 选举程序 

  第三十四条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时，选民根据选举委员会的规定，凭身份证或者选民证领取选

票。各选区应当设立投票站、流动票箱或者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投票选举由选举委员会主持。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团主持。 

  第三十六条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 

  选民如果是文盲或者因残疾不能写选票的，可以委托他信任的人代写。 

  第三十七条选举人对于代表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选民，也可以弃权。 

  第三十八条选民如果在选举期间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的

委托不得超过三人。 

  第三十九条投票结束后，由选民或者代表推选的监票、计票人员和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人员

将投票人数和票数加以核对，作出记录，并由监票人签字。 

  第四十条每次选举所投的票数，多于投票人数的无效，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数的有效。 

  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多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作废，等于或者少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有效。 

  第四十一条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

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

时，始得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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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

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根据在第一次

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名单。如果只选一人，候选人应为二人。 

  依照前款规定另行选举县级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

选票的三分之一；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另行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

代表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第四十二条选举结果由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本法确定是否有效，并予以宣布。 

第九章 对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 

  第四十三条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

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四十四条对于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五十人以上联名，对于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

区选民三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罢免要求应当写明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选民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也可以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将罢免要求和被提出罢免的代表的书面申辩意见印发原选区选民。 

  表决罢免要求，由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派有关负责人员主持。 

  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

对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由该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席团会议和大会全体会议上提

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罢免案经会议审议后，由主席团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任会议和常务委员

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罢免案经会议审议后，由主任会议提

请全体会议表决。 

  第四十六条罢免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第四十七条罢免县级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经原选区过半数的选民通过。 

  罢免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须经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在代表大

会闭会期间，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罢免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八条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

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代表职务被罢免的，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专门委员会成员

的职务相应撤销，由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的代表职务被罢免的，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撤销，由主席

团予以公告。 

  第四十九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选

举他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

面提出辞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 

  第五十条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

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专门委员会成员，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

员会成员的职务相应终止，由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终

止，由主席团予以公告。  

  第五十一条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由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补选。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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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选出缺的代表时，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可以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也可以同应选代表的名额相等。补选的具体

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第十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五十二条为保障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破坏选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

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选民或者代表，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二）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三）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四）对于控告、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或者对于提出要求罢免代表的人进行压制、报复的。 

  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所列行为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以本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当选的，其当选无效。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法可以制定选举实施细则，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2010 

（1979 年 7 月 1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 1982 年 12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第

一次修正；根据 1986 年 12 月 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 1995 年 2 月 28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的决定》第三次修正；根据 2004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根据 2010 年 3 月 14 日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法〉的决定》第五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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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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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四条 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 

第五条 人民解放军单独进行选举，选举办法另订。 

第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

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 

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国内的，可以参加原籍地或者出国前居住

地的选举。 

第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国库开支。 

第二章 选举机构  

第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

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设区的

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受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工作。  

第九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乡、民族

乡、镇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代表候选人的,应当辞去选举委员会的职务。  

第十条 选举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划分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  

（二）进行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受理对于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并作出决定;  

（三）确定选举日期;  

（四）了解核实并组织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五）主持投票选举;  

（六）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表名单;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选举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选举信息。 

第三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三百五十名，省、自治区每十五万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直辖市每二

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但是，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千名； 

（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二百四十名，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一千万的，代

表总名额不得超过六百五十名； 

（三）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一百二十名，每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一

百六十五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四百五十名；人口不足五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一百二十名； 

（四）乡、民族乡、镇的代表名额基数为四十名，每一千五百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但是，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

百六十名；人口不足二千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四十名。 

按照前款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基数与按人口数增加的代表数相加，即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的代表总名额。 

自治区、聚居的少数民族多的省，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聚居的少数

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自治县、乡、民族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

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 

第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法确定。设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167 页 共 3277 页 

区的市、自治州和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

法确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依照本法确定，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如果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或者由于重大工程建设

等原因造成人口较大变动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依照本法的规定重新确定。 

第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本级选举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

所辖的下一级各行政区域或者各选区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

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在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

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分配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名额分配的办法，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规定。 

第四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第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解放军选举产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另行规

定。 

第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数，按照

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 

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根据人口数计算确定的名额数、相同的地区基本名额数和

其他应选名额数构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具体分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七条 全国少数民族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各少数民族的人口数和

分布等情况，分配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第五章 各少数民族的选举 

第十八条 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每一聚居的少数民族都应有代表参加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

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不足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

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特少的自治县，经省、自治

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少于二分之一。人口特少的其他聚居民族，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以上、不足百分之三十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分配给该少数民族的应选代表名额不得超过代表总名

额的百分之三十。 

第十九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对于聚居在境内的其他少

数民族和汉族代表的选举，适用本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第二十条 散居的少数民族应选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

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对于散居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代

表的选举，适用前款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按照当地的

民族关系和居住状况，各少数民族选民可以单独选举或者联合选举。 

自治县和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居住在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代表的选举办

法，适用前款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制定或者公布的选举文件、选民名单、选民证、代表候选人名单、代表当选证

书和选举委员会的印章等，都应当同时使用当地通用的民族文字。 

第二十三条 少数民族选举的其他事项，参照本法有关各条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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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选区划分 

第二十四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到选区，按选区进

行选举。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 

选区的大小，按照每一选区选一名至三名代表划分。 

第二十五条 本行政区域内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 

第七章 选民登记 

第二十六条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经登记确认的选民资格长期有效。每次选举前对上次选民登记以后新满十八周岁

的、被剥夺政治权利期满后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予以登记。对选民经登记后迁出原选区的，列入新迁入的选区的

选民名单；对死亡的和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从选民名单上除名。 

精神病患者不能行使选举权利的，经选举委员会确认，不列入选民名单。 

第二十七条 选民名单应在选举日的二十日以前公布，实行凭选民证参加投票选举的，并应当发给选民证。 

第二十八条 对于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选民名单公布之日起五日内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

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在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人民法院起

诉，人民法院应在选举日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第八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二十九条 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

推荐者应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接受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应当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

主席团如实提供个人身份、简历等基本情况。提供的基本情况不实的，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

代表通报。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每一选民或者代表参加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

均不得超过本选区或者选举单位应选代表的名额。 

第三十条 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实行差额选举，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 

由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由县级以上的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第三十一条 由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候选人由各选区选民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提名推荐。选举

委员会汇总后，将代表候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在选举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并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

讨论、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

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

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正式代表候选人

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应当在选举日的七日以前公布。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提名、酝酿代表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

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将依法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印发全体代表，由全体代表酝酿、

讨论。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符合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直接进行投票选举。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

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

举办法根据本法确定的具体差额比例，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选举。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不限于各该级人民

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三十三条 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

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会根

据选民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但是，在选举

日必须停止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第九章 选举程序 

第三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并接受监督。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选民或者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 

第三十五条 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选民根据选举委员会的规定，凭身份证或者选民证领取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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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选举委员会应当根据各选区选民分布状况，按照方便选民投票的原则设立投票站，进行选举。选民居住

比较集中的，可以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因患有疾病等原因行动不便或者居住分散并且交通不便的选民，可以

在流动票箱投票。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主持。 

第三十八条 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时应当设有秘密写票处。 

选民如果是文盲或者因残疾不能写选票的，可以委托他信任的人代写。 

第三十九条 选举人对于代表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选民，也可以弃权。 

第四十条 选民如果在选举期间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

得超过三人，并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代为投票。 

第四十一条 投票结束后，由选民或者代表推选的监票、计票人员和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人员将投

票人数和票数加以核对，作出记录，并由监票人签字。 

代表候选人的近亲属不得担任监票人、计票人。 

第四十二条 每次选举所投的票数,多于投票人数的无效,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数的有效。  

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多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作废,等于或者少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有效。  

第四十三条 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

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时,始

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

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

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名单。如果只选一人,候选人应为二人。  

依照前款规定另行选举县级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

三分之一;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另行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

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第四十四条 选举结果由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本法确定是否有效,并予以宣布。  

第四十五条 公民不得同时担任两个以上无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十章 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辞职、补选 

第四十六条 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自己

选出的代表。 

第四十七条 对于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五十人以上联名，对于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

民三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罢免要求应当写明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选民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也可以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将罢免要求和被提出罢免的代表的书面申辩意见印发原选区选民。 

表决罢免要求，由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派有关负责人员主持。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由

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由该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席团会议和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

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罢免案经会议审议后，由主席团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任会议和常务委员会全

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罢免案经会议审议后，由主任会议提请全

体会议表决。 

第四十九条 罢免代表采用无记名的表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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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条 罢免县级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经原选区过半数的选民通过。 

罢免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须经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在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罢免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

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代表职务被罢免的，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职

务相应撤销，由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的代表职务被罢免的，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撤销，由主席团予

以公告。 

第五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选举他

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接受

辞职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接受辞职，须经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接受辞职的，应当予以公告。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

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专门委员会成员，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

会成员的职务相应终止，由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终止，

由主席团予以公告。 

第五十四条 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由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补选。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补选出缺的代表时，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可以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也可以同应选代表的名额相等。补选的具体办法，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第十一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五十五条 为保障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破坏选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选民或者代表，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二）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三）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四）对于控告、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或者对于提出要求罢免代表的人进行压制、报复的。 

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所列行为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以本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当选的，其当选无效。 

第五十六条 主持选举的机构发现有破坏选举的行为或者收到对破坏选举行为的举报，应当及时依法调查处理；需要

追究法律责任的，及时移送有关机关予以处理。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法可以制定选举实施细则，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1979 年 7 月 1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 1982 年 12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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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第一次修正 

根据 1986 年 12 月 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 1995 年 2 月 28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 2004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根据 2010 年 3 月 14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第五次修正 

根据 2015 年 8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第六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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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第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

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四条 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 

  第五条 人民解放军单独进行选举，选举办法另订。 

  第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

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 

  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国内的，可以参加原籍地或者出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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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的选举。 

  第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国库开支。 

第二章 选举机构 

  第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

会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选举工作。 

  第九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乡、

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代表候选人的，应当辞去选举委员会的职务。 

  第十条 选举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划分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 

  （二）进行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受理对于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并作出决定； 

  （三）确定选举日期； 

  （四）了解核实并组织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五）主持投票选举； 

  （六）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表名单；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选举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选举信息。 

第三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三百五十名，省、自治区每十五万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直辖市

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但是，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千名； 

  （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二百四十名，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一千万的，

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六百五十名； 

  （三）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一百二十名，每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

过一百六十五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四百五十名；人口不足五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一百二十名； 

  （四）乡、民族乡、镇的代表名额基数为四十名，每一千五百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但是，代表总名额不得超

过一百六十名；人口不足二千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四十名。 

  按照前款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基数与按人口数增加的代表数相加，即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的代表总名额。 

  自治区、聚居的少数民族多的省，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聚居的

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自治县、乡、民族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 

  第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法确

定。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依照本法确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县级的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法确定，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如果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或者由于重大工

程建设等原因造成人口较大变动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依照本法的规定重新确定。 

  第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本级选举委员会根据本行政

区域所辖的下一级各行政区域或者各选区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

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在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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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分配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的办法，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规定。 

第四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第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解放军选举产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另

行规定。 

  第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数，

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

配。 

  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根据人口数计算确定的名额数、相同的地区基本名额

数和其他应选名额数构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具体分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七条 全国少数民族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各少数民族的人口

数和分布等情况，分配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第五章 各少数民族的选举 

  第十八条 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每一聚居的少数民族都应有代表参加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

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不足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

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特少的自治县，经省、

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少于二分之一。人口特少的其他聚居民族，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以上、不足百分之三十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

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分配给该少数民族的应选代表名额不得超过代

表总名额的百分之三十。 

  第十九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对于聚居在境内的

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代表的选举，适用本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第二十条 散居的少数民族应选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

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对于散居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汉

族代表的选举，适用前款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按照

当地的民族关系和居住状况，各少数民族选民可以单独选举或者联合选举。 

  自治县和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居住在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代表的选

举办法，适用前款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制定或者公布的选举文件、选民名单、选民证、代表候选人名单、代表

当选证书和选举委员会的印章等，都应当同时使用当地通用的民族文字。 

  第二十三条 少数民族选举的其他事项，参照本法有关各条的规定办理。 

第六章 选区划分 

  第二十四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到选区，按

选区进行选举。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 

  选区的大小，按照每一选区选一名至三名代表划分。 

  第二十五条 本行政区域内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 

第七章 选民登记 

  第二十六条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经登记确认的选民资格长期有效。每次选举前对上次选民登记以后新满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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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周岁的、被剥夺政治权利期满后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予以登记。对选民经登记后迁出原选区的，列入新迁入的

选区的选民名单；对死亡的和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从选民名单上除名。 

  精神病患者不能行使选举权利的，经选举委员会确认，不列入选民名单。 

  第二十七条 选民名单应在选举日的二十日以前公布，实行凭选民证参加投票选举的，并应当发给选民证。 

  第二十八条 对于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选民名单公布之日起五日内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

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在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人民

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选举日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第八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二十九条 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

选人。推荐者应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接受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应当向选举委员会或

者大会主席团如实提供个人身份、简历等基本情况。提供的基本情况不实的，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

民或者代表通报。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每一选民或者代表参加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

人数，均不得超过本选区或者选举单位应选代表的名额。 

  第三十条 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实行差额选举，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 

  由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由县级以上的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五分之一至二分之

一。 

  第三十一条 由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候选人由各选区选民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提名推荐。

选举委员会汇总后，将代表候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在选举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并交各该选区的选民

小组讨论、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

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

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正式代表候

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应当在选举日的七日以前公布。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提名、酝酿代表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

两天。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将依法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印发全体代表，由全体代

表酝酿、讨论。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符合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直接进行投票选举。如果所提代表

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的选举办法根据本法确定的具体差额比例，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选举。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不限于各该级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三十三条 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

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

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但是，在

选举日必须停止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第三十四条 公民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的与

选举有关的任何形式的资助。 

  违反前款规定的，不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已经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的，从名单中除名；已经当选的，其当选

无效。 

第九章 选举程序 

  第三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并接受监

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选民或者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 

  第三十六条 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选民根据选举委员会的规定，凭身份证或者选民证领取选

票。 

  第三十七条 选举委员会应当根据各选区选民分布状况，按照方便选民投票的原则设立投票站，进行选举。选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175 页 共 3277 页 

民居住比较集中的，可以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因患有疾病等原因行动不便或者居住分散并且交通不便的选民，

可以在流动票箱投票。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团主持。 

  第三十九条 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时应当设有秘密写

票处。 

  选民如果是文盲或者因残疾不能写选票的，可以委托他信任的人代写。 

  第四十条 选举人对于代表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选民，也可以弃权。 

  第四十一条 选民如果在选举期间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

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并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代为投票。 

  第四十二条 投票结束后，由选民或者代表推选的监票、计票人员和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人

员将投票人数和票数加以核对，作出记录，并由监票人签字。 

  代表候选人的近亲属不得担任监票人、计票人。 

  第四十三条 每次选举所投的票数，多于投票人数的无效，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数的有效。 

  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多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作废，等于或者少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有效。 

  第四十四条 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

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

时，始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

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根据在第一次

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名单。如果只选一人，候选人应为二人。 

  依照前款规定另行选举县级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

选票的三分之一；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另行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

代表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第四十五条 选举结果由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本法确定是否有效，并予以宣布。 

  当选代表名单由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予以公布。 

  第四十六条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依法对当选代表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规定的代表的基本条件，选举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的程序，以及是否存在破坏选举和其他当选无效的违法行为进行审查，提出代表当选是否有效的意见，向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报告。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提出的报告，确认代表的资格或者确定代表的当选无效，在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前公布代表名单。 

  第四十七条 公民不得同时担任两个以上无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十章 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辞职、补选 

  第四十八条 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都有权罢

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四十九条 对于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五十人以上联名，对于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

选区选民三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罢免要求应当写明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选民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也可以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将罢免要求和被提出罢免的代表的书面申辩意见印发原选区选民。 

  表决罢免要求，由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派有关负责人员主持。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

对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由该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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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席团会议和大会全体会议上提

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罢免案经会议审议后，由主席团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任会议和常务委员

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罢免案经会议审议后，由主任会议提

请全体会议表决。 

  第五十一条 罢免代表采用无记名的表决方式。 

  第五十二条 罢免县级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经原选区过半数的选民通过。 

  罢免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须经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在代表大

会闭会期间，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罢免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公告。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成

员的代表职务被罢免的，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职务相应撤销，由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予

以公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的代表职务被罢免的，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撤销，由主席

团予以公告。 

  第五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

选举他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接受辞职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

过。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接受辞职，须经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接受辞职的，应当予以公告。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专门委员会

成员，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职务相应终止，由常务委员会予

以公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终

止，由主席团予以公告。 

  第五十六条 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由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补选。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 

  补选出缺的代表时，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可以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也可以同应选代表的名额相等。补选的具体

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对补选产生的代表，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进行代表资格审查。 

第十一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五十七条 为保障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破坏选举，违反治安管理规

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选民或者代表，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二）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三）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四）对于控告、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或者对于提出要求罢免代表的人进行压制、报复的。 

  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所列行为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以本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当选的，其当选无效。 

  第五十八条 主持选举的机构发现有破坏选举的行为或者收到对破坏选举行为的举报，应当及时依法调查处理；

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及时移送有关机关予以处理。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法可以制定选举实施细则，报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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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8.3.187）《江西省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赣建规〔2017〕57 号 2017 年 7 月 14日) 

http://www.jxjst.gov.cn/zcwj_1/gfxwj/201707/t20170721_681175.htm  

各市、县城乡规划局、建设局、房管局，赣江新区城乡统筹局：   

现将《江西省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7 年 7 月 1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江西省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建设用地容积率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江西省城市和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江西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赣发[2016]14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江西省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管理办法（试行）》，

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或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用地的容积率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容积率是指一定地块内，总建筑面积与建筑用地面积的比值。 

  容积率计算规则应符合《江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导则》（2014 版）要求，具体规则由各设区市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确定。 

  第四条 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应当依据经依法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容积率等规划条件，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

定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容积率等规划条件未纳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土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与规划条件不符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 

  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申请，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建设用地容积率等控制性指标，

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申

请用地。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经依法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容积率指标，不得随意调整。确需调

整的，应当按本办法的规定进行，不得以政府会议纪要、城市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或政府其他集体决策等形式代替

规定程序调整容积率。 

  第六条 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或出让前需调整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容积率的，应当遵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执行。 

  第七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一经出让或划拨，任何建设单位或个人都不得擅自更改确定的容积率。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的，方可进行调整： 

  （一）因城乡规划修改造成地块开发条件变化的； 

  （二）因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安全设施建设需要导致已出让或划拨地块的大小及相关建设条件

发生变化的； 

  （三）国家和省有关政策发生变化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或出让后，拟调整的容积率不符合划拨或出让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的，应当

符合以下程序要求： 

  （一）建设单位或个人向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变更理由； 

  （二）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就是否需要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组织技术人员、

相关部门、专家等对容积率修改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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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通过本地主要媒体和现场进行公示等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

的意见，必要时应进行走访、座谈或组织听证； 

  （四）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提出修改或不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建议，向原审批机关专题报告，并附

有关部门意见及论证、公示等情况。经原审批机关同意修改的，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 

  （五）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按法定程序报城市、县人民政府批准。报批材料中应当附具规划地段内利

害关系人意见及处理结果； 

  （六）经城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方可办理后续的规划审批，并及时将变更后的容积率抄

告土地主管部门。 

  第九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或出让后，拟调整的容积率符合划拨或出让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的，应当符

合以下程序要求： 

  （一）建设单位或个人向城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报告，说明调整的理由并附拟调整方案，调

整方案应表明调整前后的用地总平面布局方案、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建筑空间环境、与周围用地和建筑的关系、交

通影响评价等内容； 

  （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就是否需要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组织技术人员、相关部门、

专家对容积率修改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 

  专家论证应根据项目情况确定专家的专业构成和数量，从建立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有关专家，论证意见应当附

专家名单和本人签名，保证专家论证的公正性、科学性。专家与申请调整容积率的单位或个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三）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本地主要媒体和现场进行公示等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

要时应进行走访、座谈或组织听证； 

  （四）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提出修改或不修改建议并附有关部门意见、论证、公示等情况报城市、县人民政

府批准； 

  （五）经城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方可办理后续的规划审批，并及时将变更后的容积率抄

告土地主管部门。 

  第十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或出让后，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容积率调整采取批前备案审查方式。容积率调

整批准前须经上一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查同意认定后，方可报城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一）原地块容积率小于 1.5，调整后地块容积率大于 1.8 的； 

  （二）原地块容积率 1.5～2.0 的，调整后地块容积率大于 2.4 的； 

  （三）原地块容积率大于 2.0 的，增幅大于 10％； 

  （四）建筑总量增加大于 3000 平方米； 

  （五）调整次数超过 2 次。 

  其余的容积率调整采取批后备案登记方式，应当在批准之日起 30 日内报上一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备案登记。 

  第十一条 容积率调整报上一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前备案审查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容积率调整备案审查申请一份； 

  （二）容积率调整说明一份； 

  （三）拟调整规划设计方案成果书面文件一份，电子文件一份。 

  容积率调整报上一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备案登记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容积率调整备案报告一份； 

  （二）容积率调整批准文件一份； 

  （三）经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成果书面文件一份，电子文件一份； 

  （四）容积率调整说明一份。 

  第十二条 容积率调整说明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容积率调整的依据和过程； 

  （二）容积率调整与控制性详细规划衔接情况，其中调整内容涉及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应当说明修改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情况； 

  （三）容积率调整前公示情况，以及专家、公众反映的主要意见和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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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十三条 城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将容积率调整程序、各环节责任部门等内容在办公地点和政府网站

上公开。在论证后，应将参与论证的专家名单公开。 

  第十四条 经审批同意容积率调整的，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受让方凭审批文件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补交土地出让

金，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建设单位应提交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 

  第十五条 涉及容积率调整的相关批准文件、调整理由、调整依据、调整方案以及专家论证意见、公示(听证)材

料等，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存档备查。 

  第十六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对建设项目实施规划管理，必须严格遵守经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容积

率。 

  对同一建设项目，在给出规划条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项目竣工规划核实过程中，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给定的容积率均应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容积率，且前后一致，并将各环节的审批结果公开，

直至该项目竣工验收完成。 

  对于分期开发的建设项目，各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确定的建筑面积的总和，应该符合规划条件、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确定的容积率要求。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进行核实时，要严格审查建设工程是否符合容

积率要求。未经核实或经核实不符合容积率要求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 

  第十八条 因建设单位或个人原因提出申请容积率调整而不能按期开工的项目，依据土地闲置处置有关规定执

行。 

  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调整容积率进行建设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一条规定查处。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进行容积率调整或违反公开公示规定的，依据《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

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8.3.188）《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建市[2014]118 号 2014 年 08 月 04 日, 建市

规〔2019〕1号 2019 年 01 月 03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409/t20140904_218909.html   2014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901/t20190109_239123.html   2019 

http://aqxxgk.anqing.gov.cn/show.php?id=368999  

http://www.hbaudit.gov.cn/html/2017/0902/62631.shtml  

 

《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 2014 

索 引 号：000013338/2014-00409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2014

年 08 月 04 日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有 效 期：2014 年 10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建市[2014]118 号主 题 词：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了规范建筑工程施工承发包活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有效遏制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

违法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和建设工程主要参与方的合法权益，我部制定了《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

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我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8 月 4 日 

  

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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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了规范建筑工程施工承发包活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有效遏制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

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和建设工程主要参与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合同

法》以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建

筑活动实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工程，是指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第三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统一监督管理全国建筑工程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的认定

查处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

违法行为的认定查处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违法发包，是指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或个人，或者肢解发包

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五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违法发包： 

  （一）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个人的； 

  （二）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许可的施工单位的； 

  （三）未履行法定发包程序，包括应当依法进行招标未招标，应当申请直接发包未申请或申请未核准的； 

  （四）建设单位设置不合理的招投标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 

  （五）建设单位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的； 

  （六）建设单位将施工合同范围内的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又另行发包的； 

  （七）建设单位违反施工合同约定，通过各种形式要求承包单位选择其指定分包单位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发包行为。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转包，是指施工单位承包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或

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 

  第七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转包： 

  （一）施工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 

  （二）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施工的；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未在施工现场设立项目管理机构或未派驻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

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不履行管理义务，未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的； 

  （四）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不履行管理义务，只向实际施工单位收取费用，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

及工程设备的采购由其他单位或个人实施的； 

  （五）劳务分包单位承包的范围是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承包的全部工程，劳务分包单位计取的是除

上缴给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管理费”之外的全部工程价款的； 

  （六）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通过采取合作、联营、个人承包等形式或名义，直接或变相的将其承包

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转包行为。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违法分包，是指施工单位承包工程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施工合同关于工程分包的约定，

把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 

  第九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违法分包： 

  （一）施工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个人的； 

  （二）施工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许可的单位的； 

  （三）施工合同中没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施工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交由其他单位施工的； 

  （四）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房屋建筑工程的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钢结构工程除外； 

  （五）专业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专业工程中非劳务作业部分再分包的； 

  （六）劳务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劳务再分包的； 

  （七）劳务分包单位除计取劳务作业费用外，还计取主要建筑材料款、周转材料款和大中型施工机械设备费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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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分包行为。 

  第十条 本办法所称挂靠，是指单位或个人以其他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 

  前款所称承揽工程，包括参与投标、订立合同、办理有关施工手续、从事施工等活动。 

  第十一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挂靠： 

  （一）没有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借用其他施工单位的资质承揽工程的； 

  （二）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相互借用资质承揽工程的，包括资质等级低的借用资质等级高的，资质等级高的借用

资质等级低的，相同资质等级相互借用的； 

  （三）专业分包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的，但建设单位依约作为发包单位的除外； 

  （四）劳务分包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单位或专业分包单位的； 

  （五）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中一人以上与

施工单位没有订立劳动合同，或没有建立劳动工资或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 

  （六）实际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与建设单位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或者工程款支付凭证上载明

的单位与施工合同中载明的承包单位不一致，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 

  （七）合同约定由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负责采购或租赁的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及工程设备或租赁

的施工机械设备，由其他单位或个人采购、租赁，或者施工单位不能提供有关采购、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证明，又不

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挂靠行为。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有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的，应及时向工程所在地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发现分包单位有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应及时向建设单位和工程所在地

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发现建设单位有违法发包行为的，应及时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现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的，均可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进行举报并提供相关证据或线索。 

  接到举报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受理、调查、认定和处理，除无法告知举报人的情况外，应当及时

将查处结果告知举报人。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对在实施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监督管理

等工作中发现的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进行调查，按照本办法进行认定，并依法

予以行政处罚。 

  （一）对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的，依据《建筑法》第六十五条和《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责令其改正，处以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肢解

发包的，依据《建筑法》第六十五条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责令其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0.5％以上 1％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二）对认定有转包、违法分包违法行为的施工单位，依据《建筑法》第六十七条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二条规定，责令其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工程合同价款 0.5％以上 1％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三）对认定有挂靠行为的施工单位或个人，依据《建筑法》第六十五条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

条规定，对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施工单位，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

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对未取得资质

证书承揽工程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取缔，并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对其他借用资质承揽工程的施工单位，按照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予以处罚。   

  （四）对认定有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施工单位，依据《建

筑法》第六十六条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工程合同价款 2％

以上 4％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五）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对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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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对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的，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责令其停止

执业 3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内不予注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终身不予注

册；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注册执业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因过错造成质量事故的，

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规定，责令停止执业 1 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

5 年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不予注册。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有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的单位

和个人，除应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予以相应行政处罚外，还可以采取以下行政管理措施： 

  （一）建设单位违法发包，拒不整改或者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致使施工合同无效的，不予办理质量监督、施

工许可等手续。对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同时将建设单位违法发包的行为告知其上级主管部门及纪检监

察部门，并建议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二）对认定有转包、违法分包、挂靠、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等违法行为的施工单位，可依法限制其在 3 个月内不得参加违法行为发生地的招标投标活动、承揽新的工程项目，

并对其企业资质是否满足资质标准条件进行核查，对达不到资质标准要求的限期整改，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资质

审批机关撤回其资质证书。 

  对 2 年内发生 2 次转包、违法分包、挂靠、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

程的施工单位，责令其停业整顿 6 个月以上，停业整顿期间，不得承揽新的工程项目。 

  对 2 年内发生 3 次以上转包、违法分包、挂靠、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

揽工程的施工单位，资质审批机关降低其资质等级。 

  （三）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在认定有转包行为的项目中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的，吊销其执业资

格证书，5 年内不予注册，且不得再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对认定有挂靠行为的个人，不得再担任该项目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有执业资格证书的吊销其执业资格证书，

5 年内不予执业资格注册；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吊销其执业资格证书，终身不予注册。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将查处的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行为

和处罚结果记入单位或个人信用档案，同时向社会公示，并逐级上报至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

信信息发布平台公示。 

  第十六条 建筑工程以外的其他专业工程参照本办法执行。省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实

际，依据本办法制定相应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住房城乡建设部之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的规定不一致

的，以本办法为准。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 2019 

索 引 号：000013338/2019-00003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2019

年 01 月 03 日文件名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有 

效 期：文  号：建市规〔2019〕1 号主 题 词：废改立情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为规范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活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有效遏制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

等违法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和建设工程主要参与方的合法权益，我部制定了《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

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函告我部建筑市场监管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2019 年 1 月 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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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活动中违法行为的认定、查处和管理，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有

效遏制发包与承包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和建筑工程主要参与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对建筑施工企业母公

司承接工程后交由子公司实施是否属于转包以及行政处罚两年追诉期认定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法工办发〔2017〕

223 号），结合建筑活动实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工程，是指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

备安装工程。 

  第三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全国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的认定查处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

承包违法行为的认定查处工作。 

  本办法所称的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具体是指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 

  第四条 建设单位与承包单位应严格依法签订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责任，严禁违法发包、转包、违法

分包和挂靠，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违法发包，是指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个人或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肢解发包、违反法

定程序发包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发包的行为。 

  第六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违法发包： 

  （一）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个人的； 

  （二）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的； 

  （三）依法应当招标未招标或未按照法定招标程序发包的； 

  （四）建设单位设置不合理的招标投标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 

  （五）建设单位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的。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或

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 

  第八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转包，但有证据证明属于挂靠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的除外： 

  （一）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包括母公司承接建筑工程后将所承接工程交由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子公司施工的情形）或个人施工的； 

  （二）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未派驻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

主要管理人员，或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中一人及以上与施工单位没

有订立劳动合同且没有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会养老保险关系，或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未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

理，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明的； 

  （四）合同约定由承包单位负责采购的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及工程设备或租赁的施工机械设备，由其他单位

或个人采购、租赁，或施工单位不能提供有关采购、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证明，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明

的； 

  （五）专业作业承包人承包的范围是承包单位承包的全部工程，专业作业承包人计取的是除上缴给承包单位“管

理费”之外的全部工程价款的； 

  （六）承包单位通过采取合作、联营、个人承包等形式或名义，直接或变相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

或个人施工的； 

  （七）专业工程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的，但建设单位依约作为发包单位的除外； 

  （八）专业作业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承包单位的； 

  （九）施工合同主体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或者承包单位收到款项后又将款项转拨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又

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 

  两个以上的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包工程，在联合体分工协议中约定或者在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联合体一方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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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施工也未对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的，并且向联合体其他方收取管理费或者其他类似费用的，视为联合体一方将

承包的工程转包给联合体其他方。 

  第九条 本办法所称挂靠，是指单位或个人以其他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 

  前款所称承揽工程，包括参与投标、订立合同、办理有关施工手续、从事施工等活动。 

  第十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挂靠： 

  （一）没有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借用其他施工单位的资质承揽工程的； 

  （二）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相互借用资质承揽工程的，包括资质等级低的借用资质等级高的，资质等级高的借用

资质等级低的，相同资质等级相互借用的； 

  （三）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三）至（九）项规定的情形，有证据证明属于挂靠的。 

  第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违法分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工程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把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分

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 

  第十二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违法分包： 

  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个人的；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单位的；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施工总承包合同范围内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钢结构工程除外； 

  （四）专业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专业工程中非劳务作业部分再分包的； 

  （五）专业作业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劳务再分包的； 

  （六）专业作业承包人除计取劳务作业费用外，还计取主要建筑材料款和大中型施工机械设备、主要周转材料

费用的。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的，均可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进行举报。 

  接到举报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受理、调查、认定和处理，除无法告知举报人的情况外，应当及

时将查处结果告知举报人。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如接到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仲裁机构、审计机关、

纪检监察等部门转交或移送的涉及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的建议或相关案件的线索或证据，应

当依法受理、调查、认定和处理，并把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转交或移送机构。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现的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

靠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进行调查，按照本办法进行认定，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一）对建设单位存在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违法发包情形的处罚： 

  1.依据本办法第六条（一）、（二）项规定认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五条、《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进行处罚； 

  2.依据本办法第六条（三）项规定认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进行处罚； 

  3.依据本办法第六条（四）项规定认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进行处罚。 

  4.依据本办法第六条（五）项规定认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五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五十五条规定进行处罚。 

  5.建设单位违法发包，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视为没有依法确定施工企业，将其违法行为记入

诚信档案，实行联合惩戒。对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同时将建设单位违法发包的行为告知其上级主管部

门及纪检监察部门，并建议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二）对认定有转包、违法分包违法行为的施工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七条、《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进行处罚。 

  （三）对认定有挂靠行为的施工单位或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五条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条规定进行处罚。 

  （四）对认定有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施工单位，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六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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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 

  （六）对认定有转包、违法分包、挂靠、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等违法行为的施工单位，可依法限制其参加工程投标活动、承揽新的工程项目，并对其企业资质是否满足资质标准

条件进行核查，对达不到资质标准要求的限期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资质审批机关撤回其资质证书。 

  对 2 年内发生 2 次及以上转包、违法分包、挂靠、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的名义

承揽工程的施工单位，应当依法按照情节严重情形给予处罚。 

  （七）因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行为导致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应当依法按照情节严重情形

给予处罚。 

  第十六条 对于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追溯期限，应当按照法工办发〔2017〕

223 号文件的规定，从存在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的建筑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合同工程量未全部

完成而解除或终止履行合同的，自合同解除或终止之日起计算。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将查处的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行

为和处罚结果记入相关单位或个人信用档案，同时向社会公示，并逐级上报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全国建筑市场

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公示。 

  第十八条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外的专业工程可参照本办法执行。省级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依据本办法制定相应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中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承包单位均指直接承接建设单位发包的工程的单位；专业分包单位

是指承接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企业分包专业工程的单位；承包单位包括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承包单位和专业分

包单位。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

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建市〔2014〕118 号）同时废止。 

 

 抄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局）、中央管理的有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 

 

 

 

 

8.3.189）《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2007年 3月 29 日,2017年 7 月 26 日) 

http://www.jxwh.gov.cn/ztzl/aqsc/fgwj/201709/t20170908_1394557.htm  2007 

https://www.cnrencai.com/zongjie/guizhangzhidu/400293.html  2007 

http://www.jxsafety.gov.cn/aspx/news_show.aspx?id=14286   2017 

http://www.jxwh.gov.cn/ztzl/fzxczt/flfg_15391/201808/t20180815_1464688.htm  2017 

 

《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2007 

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

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简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相关

监督管理活动。有关法律、法规对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另有规

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条 安全生产管理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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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实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负责、群众参与监督、社会支持的管理体制。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强化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确保安全生产。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有依法获得安全生产保障的权利，并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义务。 

  第六条 各级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出保障安全生产的建议，

督促整改事故隐患，参与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把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支

持、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协调、解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安排必要的资金，并加强监督管理，确保专款

专用。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指

导和督促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

管理。 

  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依法加强所辖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管理，了解掌握生产经营单

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报告和协助处理生产安全事故，并办理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委托的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依法委托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组织，开展有关安全生产

行政执法活动。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应当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

生产知识的宣传教育。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在改善安全生产条件、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参加抢险救护、

报告重大事故隐患、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等方面做出显著成绩或者安全生产目标考核优秀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

彰、奖励。 

  第二章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下列安全生产条件： 

  (一)生产经营场所和设备、设施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

的要求；  

  (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健全； 

  (三)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四)具有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委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五)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六)从业人员应当经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特种作业人员依法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书； 

  (七)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八)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安全卫生条件，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人员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 

  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前款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单位进行生产前，应当依法向

有关部门申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第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负责人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的

监督检查，接受工会、从业人员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监督。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

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对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对分管业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相应领导

责任。 

  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下列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一)全员岗位安全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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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 

  (三)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四)具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备和设施的安全管理制度； 

  (五)危险作业管理制度； 

   

  (六)职业安全卫生制度；  

  (七)劳动防护用品使用和管理制度； 

  (八)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报告和整改制度； 

  (九)生产安全事故紧急处置规程； 

  (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处理制度； 

  (十一)安全生产奖励和惩罚制度； 

  (十二)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 

  第十六条 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按照不

低于从业人员 1％的比例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煤矿企业至少应当配备 5 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前款规定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 300 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按照不低于从业人员

5‰的比例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 300 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

者委托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关专业技术资格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生产经营单位依照前款规定委托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的，保证安全生产的责任仍由本单位负责。 

  第十七条 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依

法取得相应资质的安全培训机构培训，并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

职权考核合格，发给安全资格证书后方可任职。考核不得收取费用。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参加安全培训，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

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下列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前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一)新进从业人员； 

  (二)离岗 1 年以上的或者换岗的从业人员； 

  (三)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后的有关从业人员。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在岗的从业人员定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十九条 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以本单位培训为主，也可以委托具有相

应资质的安全培训机构进行安全培训。 

  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培训机构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应当严格按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要求进行建设与管理。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 

  矿山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或者储存危险物品、使用危险化学品等高危险行业的建设项目，以及具有较大安全风

险的建设项目，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审查安全设施设计时，建设单位应当

提供建设项目的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报告。审查部门及其审查人员对审查结果负责。未通过设计审查的建设项

目，有关部门不得办理行政许可手续，企业不得开工建设。 

  前款规定的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验收合

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验收部门及其验收人员对验收结果负责。 

  第二十一条 下列安全设施、设备以及场所，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检测、检验：   

  (一)地下矿井提升、运输、通风、排水、供配电、煤矿瓦斯检测监控系统；  

  (二)生产、经营、储存危险物品的场所； 

  (三)露天矿山边坡、尾矿库坝； 

  (四)特种设备； 

  (五)其他具有较大危险性或者危害性，依法需要进行检测、检验的安全设施、设备以及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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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前款规定进行的检测、检验结果，应当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备案；属煤矿企业的，报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矿山开采、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企业实行安全费

用提取制度，以保障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安全费用提取与使用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财政部门制订，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安全费用应当专户储存，专项用于安全生产，并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等生产经营单位，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实行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 

  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用于本单位事故抢险和善后处理；因关闭、破产等原因终止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前款规定以

外行业的，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应当予以退还。 

  第二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重大危险源采取下列监控措施： 

  (一)建立运行管理档案； 

  (二)定期进行检测、检验； 

  (三)定期进行安全评估； 

  (四)定期检查安全状况； 

  (五)制定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至少每季度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一次重

大危险源监控措施的实施情况。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

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等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提出处理

意见，报本单位有关负责人，并跟踪整改情况，记录在案。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等安全问题制定整改计划，落实整改措施，并明确专人负责；对不

能立即整改消除的，应当报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第二十六条 禁止生产经营单位安排未成年人从事接触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劳动以及其他危

险性劳动。 

  禁止生产经营单位使用学校、幼儿园的房屋、场地，从事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

储存活动；禁止将教学场地作为机动车停车场。 

  禁止生产经营单位将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场所设置在居民区、学校、医院、

集贸市场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距离内。 

  第二十七条 旅游景区（点）管理单位和经营者应当加强旅游安全管理，完善旅游安全防护设施，制定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做好旅游预测预报和游人疏导工作。 

  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按时足额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提倡生产经营单位为高空、井下、高温、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作业岗位的从业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

险或者雇主责任保险。法律、行政法规对煤矿、建筑施工等生产经营单位为从事危险作业岗位的从业人员办理意外

伤害保险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章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本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对

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会议，分析、部署、督促和组织检查本地区的安全

生产工作。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体系，对安全生产情况实行定量控制和年度考

核。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完成情况，由其上一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告、简报等形式，每季度公布一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超过年度安全生产控制指标的，当年不得被评为安全生产或者综合性先进单位。 

  第三十二条 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采取措施，组织或者协助有关部门或者机构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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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非法开采煤矿、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等活动。 

  第三十三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工作的检查，指导、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监督检查中，除确需分别进行检查的外，应

当互相配合，采用联合检查的方式。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在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时，必须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将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记录在

案。 

  第三十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和生产经

营单位上报的事故隐患，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及时登记，下发整改通知书，监督生产经营单位整改排除；重大事故隐

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生产经营单位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人员，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

使用有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排除后，方可恢复生产经营或者使用。 

  第三十五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登记

备案制度，审查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评估情况，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六条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等服务的中介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

在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活动，并对其作出的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结果负责。 

  安全生产中介机构在服务过程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事故隐患的，应当立即书面告知生产经营单位；其中

重大事故隐患还应当同时书面报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第三十七条 安全生产中介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将承接的服务项目转让、转包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二)承担对同一建设项目的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工作； 

  (三)对本机构设计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 

  (四)出具虚假报告或者虚假证明；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八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安全生产中介服

务的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为生产经营单位

指定安全生产中介机构。 

  第三十九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登录制度，在安全生产网页上记载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中介机构的有关违法行为及处理情况。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查询。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时，均有权向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举报。 

  第四章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和完善本行政区域内重大、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安

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组织有关部门和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单位自救、区域互救、政府救援的应急救援体系，

增强应急救援能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救援工作经费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第四十二条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

援组织，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援设备、器材，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因生产经营规模和安全风险较小，不建立应急

救援组织的，应当与相关应急救援组织签订应急救援服务协议。 

  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应当积极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延

报。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保护事故现场，配合事故调查和处理。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需要移动现

场物品时，应当作出标记和书面记录，妥善保管有关证物。 

  第四十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应当

立即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上报事故情况，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延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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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接到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事故抢救。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现场指挥、

调度。 

  第四十五条 对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处理。 

  第四十六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的，除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支付有关费用外，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单位应当向死亡者家属一次性支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赔偿金。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赔偿金的数额，按照不低于本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 倍计算。 

  第四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向市、县(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通报生产安全事故

情况，对发生的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以及社会影响大、性质严重的典型重大事故及时予以通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定期统计分析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并向社会

公布。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的； 

  (三)发生重大、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后，未按规定及时有效地组织事故抢救的； 

  (四)阻碍或者干涉对生产安全事故依法进行的调查处理或者责任追究的； 

  (五)违反规定乱收费、乱罚款的； 

  (六)要求生产经营单位接受指定的安全生产中介机构服务的； 

  (七)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非法开采煤矿、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等活动查处失职、渎职的，由上级人

民政府给予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五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安排未成年人从事接触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劳

动以及其他危险性劳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使用学校、幼儿园的房屋、场地，从事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

生产、经营、储存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安全生产中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或者虚假证明，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

罚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

所得不足 5000 元的，单处或者并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生产经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有前款违法行为的机构，撤销其相应资格。 

  第五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符合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予

以关闭；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吊销其有关证照。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时，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

守或者逃匿的，或者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延报的，给予降职、撤职的处分，对逃匿的处 15 日以下拘

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根据《安全生产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二)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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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在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或者予以关闭期间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可以对其生产

经营设施、设备、器材予以查封、扣押，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 5 万元以上的，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5 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5 万元的，处以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

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八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非生产经营单位涉及安全生产活动的，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 200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2017 

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2007 年 3 月 29 日江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17 年 7 月 26 日江西省第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修订）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 

      第三章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第四章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简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相

关监督管理活动。有关法律、法规对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

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条 安全生产工作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遵循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建立生

产经营单位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机制。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推行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强化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确保安全生产。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有依法获得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保障的权利，并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

面的义务。 

      第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出保障安全

生产的建议，参与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安全生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实施安全生产专项规划，明确属

地监管责任；健全安全投入保障制度，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经费纳入本级年度财政预算；支持、督促有关部门

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民

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安全生产委员会应当协调、解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其日常工作由本级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承担。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指导和督促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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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

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统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 

      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工业园区、产业园区）、新区、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等地

方政府派出机关，应当根据安全生产工作的需要，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机构和人员，按照职责加强对本辖

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协助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依法委托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组织，开展有关安全生

产行政执法活动。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教育，将安全知识普及

纳入国民教育，并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纳入各级领导干部培训内容；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应当坚持客观、

真实的原则，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和监督。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在改善安全生产条件、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参加抢险救护、

报告重大事故隐患、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等方面做出显著成绩或者安全生产目标考核优秀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

彰、奖励。 

 第二章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下列安全生产条件： 

      （一）生产经营场所和设备、设施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

标准的要求； 

      （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健全； 

      （三）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四）具有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委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五）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六）从业人员应当经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特种作业人员依法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

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七）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八）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安全卫生条件，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人员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九）达到所在行业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 

      第十三条 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进行生产前，应当依法

向有关部门申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第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责任；分管安全

生产的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责任。 

      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除应当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外，还

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定期组织安全生产全面检查，研究分析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二）发生事故时迅速组织抢救，并及时、如实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事故情况，做好善

后处理工作，配合调查处理； 

      （三）每年向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报告安全生产工作和个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的情况，接受监督。 

      第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下列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一）全员岗位安全责任制度； 

      （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 

      （三）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五）危险作业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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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职业健康管理制度； 

      （七）劳动防护用品使用和管理制度； 

      （八）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重大隐患治理情况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企业职工代表

大会报告制度； 

      （九）生产安全事故紧急处置规程和应急预案； 

      （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处理制度； 

      （十一）安全生产考核奖惩制度； 

      （十二）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 

      第十七条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和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

储存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按照不低于从业人员百分之一的比例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

员不足一百人的，应当配备一名以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委托具有国家规定的

相关专业技术资格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除应当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安全生产日常检查、岗位检查和专业性检查，并定期组织安全生产全面检查； 

      （二）督促各部门、各岗位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并组织考核、提出奖惩意见； 

      （三）参与所在单位事故的应急救援和配合调查处理。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和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下列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前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一）新进从业人员； 

      （二）离岗半年以上的或者换岗的从业人员； 

      （三）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后的有关从业人员。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在岗的从业人员定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二十一条 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以本单位培训为主，也可以委托符合

国家标准的安全培训机构进行安全培训。 

      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委托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培训机构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

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班组建设，强化以岗位为核心的安全生产管理，设立班组安全员，并明确

其职责。 

      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要求进行建设与管理。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预）

算。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使用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审查结果负责。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批准的

安全设施设计施工，并对安全设施的工程质量负责。未通过设计审查的建设项目，有关部门不得办理行政许可手续，

企业不得开工建设。 

      前款规定的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应当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

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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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当加强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建设工程施工质量

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禁止随意改变建设工程合理工期。确需改变原定建设工期的，应当经原设计单位进行安全、质量论证，并经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书面同意。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实施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制定落实安全操作规程。对高危工艺、设备、物

品、场所，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和危害辨识，对风险点进行公告或者通报，并采取相应措施。 

      第二十六条 下列安全设施、设备以及场所，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检测、检验： 

      （一）地下矿井提升、运输、通风、排水、供配电、煤矿瓦斯及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检测监控系统； 

      （二）生产、经营、储存危险物品的场所; 

      （三）露天矿山边坡、尾矿库； 

      （四）特种设备； 

      （五）粉尘危害性场所； 

      （六）其他具有较大危险性或者危害性，依法需要进行检测、检验的安全设施、设备以及场所。 

      第二十七条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企业按照

国家规定实行安全费用提取制度，保障安全生产资金投入。 

      安全费用应当专户储存，专项用于安全生产，并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重大危险源采取下列监控措施： 

      （一）建立登记、运行管理档案； 

      （二）定期进行检测、检验； 

      （三）定期进行安全评估； 

      （四）定期检查安全状况； 

      （五）制定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至少每季度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一次重大危险源监控措施的实施情

况。 

      第二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

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等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提出处

理意见，报本单位有关负责人，并跟踪整改情况，记录在案。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等安全问题制定整改计划，落实整改措施，并明确专人负责；对

不能立即整改消除的，应当报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第三十条 储存和堆放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仓库、物流中心等场所的设计、建设应当符合国

家设计规范和安全防护距离。 

      储存和堆放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仓库、物流中心等场所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载明危险

物品的名称、种类、数量以及安全须知、消防要求等注意事项。进行危险物品运输、装卸作业时，应当在批准的区

域范围内作业并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第三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从事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活动。 

      禁止生产经营单位安排未成年人从事接触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劳动以及其他危险性劳动。 

      禁止生产经营单位将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场所设置在居民区、学校、幼

儿园、养老院、医院、歌舞厅、影剧院、体育场（馆）、宾馆、饭店、旅游景区（点）、车站、集贸市场及其他人员

密集场所（以下统称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距离内。 

      第三十二条 旅游景区（点）管理单位和经营者应当加强旅游安全管理，完善旅游安全防护设施，制定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做好旅游安全风险预警和提示，妥善做好旅游景区（点）安全事故的应对。 

      第三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参加工伤保险，按时足额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在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等高危行业领域，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承保安全生产责任险的保险公司应当参与生产经营单位的风险评估管控，为投保安全生产责任险的生产经营

单位提供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等服务，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通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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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第三章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生产巡查、警示约谈和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等

制度，科学设定安全生产考核指标，加强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安全生产工作的考核。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本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承担全面领导责任；分管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负责人对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工作承担领导责任；分管专项工作的负责人对分管范围内的安

全生产工作承担领导责任。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未达到安全生产工作考核体系要求的，当年不得被评为安全生产或者综合性

先进单位。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会议，分析、部署、督促和组织检查本地区的安

全生产工作，并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告、简报等形式公布。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状况和部门职责，明确各部门监管范围，建

立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制定有关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

单并向社会公布，尽职照单免责、失职照单问责。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履行综合监督管理职责，负责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巡

查考核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政府安全生产工作，负责安全生产法规标准和政策规划制定修订、执法监督、事故

调查处理、应急救援管理、统计分析、宣传教育培训等综合性工作，承担职责范围内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

监管执法职责。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下列职责分工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一）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履行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督管理职责，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 

      （二）行业主管部门履行相关行业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管理职责，应当从行业规划、产业政策、法规标准、

行政许可等方面加强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督促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 

      （三）企业主管部门履行所属企业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管理职责，应当将安全生产纳入对所属企业人事管理、

资产管理和绩效管理的重要内容，监督考核、指导督促所属企业进行安全管理； 

      （四）其他有关部门做好业务范围内涉及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作，在职责范围内为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支

持保障。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状况，组织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容易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依法处理。 

      第四十条 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实际，结合生产经营单位的隶属关系、规模划

分、风险等级等因素，制定本地区安全监管分级分类和属地监督管理的规定。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根据职责分工，按照分级分类和属地监督管理的要求，制定安全生产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工业园区、产业园区）、新区、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制定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制定本辖区内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实施。 

      列入上级机关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企业，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仍

负有属地监督管理职责。 

      第四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保障体系，明确监管执法装备及现场执法和应急救援

用车配备标准；统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工业园区、产业园区）、新

区、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力量；建立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制度。 

      第四十二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时所行使的职权，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工业园区、产业园区）、新区、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对本辖区内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时，行使以下职权： 

      （一）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二）检查中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督促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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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作出行政处罚； 

      （三）检查中发现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排除；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排除的，报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处理； 

      （四）检查中发现重大事故隐患的，应当在责令立即排除的同时，报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本条例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措施。 

      对前款规定的建议或者报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处理和答复。 

      第四十三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监督检查中，除确需分别进行检查以外的，应当互相配合，

实行联合检查。监督检查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的抽查方式进行。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在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时，应当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将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记录

在案。 

      第四十四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和生产经营单位上报的事故隐患，应当

按照职责分工及时登记，下发整改通知书，监督生产经营单位整改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

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生产经营单位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人员，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有关设施、设备；重大事

故隐患整改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或者使用。 

      第四十五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作出停产停业、停

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或者设备的决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执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生产经营单位拒不

执行，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现实危险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可以采取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等措施，强制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决定。通知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前款规定采取停止供电措施，除有危及生产安全的紧急情形外，应当

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履行行政决定、采取相应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及时解除前款规定的措施。 

      第四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合理规划生产经营单位选址和基础设施

建设、居民生活区空间布局，构建重大危险源信息管理体系，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企业实行风险预警控制。

对位置相邻、行业相近、业态相似的区域和行业，建立完善重大安全风险联防联控机制。 

      在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距离内，公安机关、城乡规划、商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具有审批职能的部门不得

批准设置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和储存场所；违法批准设置

的，原批准机关或者其上一级机关应当依法撤销批准，限期迁出。 

      在高压输电线、油气输送管道、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距离内，不得批准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和构筑物。对

不符合安全距离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组织拆除或者采取保障安全的措施。 

      第四十七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登记备案制度，审查重大危险源的

安全评估情况，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十八条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等服务的中介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

在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活动，并对其作出的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结果负责。 

      安全生产中介机构在服务过程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事故隐患的，应当立即书面告知生产经营单位；其

中重大事故隐患还应当同时书面报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第四十九 条安全生产中介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资质证书； 

      （二）将承接的服务项目转让、转包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三）承担对同一建设项目的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工作； 

      （四）对本机构设计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 

      （五）出具虚假报告或者虚假证明；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五十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安全生产中介服务的监督管理。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为生产经营单位指定安全生产中介机构。 

      第五十一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库，如实记录生产经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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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向社会公告。 

      第五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时，有权向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举报。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举报内容应当及时组织核查，依法处理，并为举报者采取保密、保护措

施。 

 第四章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和完善本行政区域内重大、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安

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组织有关部门和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单位自救、区域互救、政府救援的应急救援体系，

加强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工作，增强应急救援能力。 

      第五十四条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企业、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建筑施工单位

应当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按规定报相应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企业、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建筑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应

急救援组织，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设备、器材，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并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

因生产经营规模和安全风险较小，不能建立应急救援组织的，应当与相关应急救援组织签订应急救援服务协议。 

      第五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应当积极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瞒报、谎报或者迟报。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保护事故现场，配合事故调查和处理。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需要移动

现场物品时，应当作出标记和书面记录，妥善保管有关证物。 

      第五十六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上报事故情况，不得瞒报、谎报或者迟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接到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后，应当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事故抢救。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现场指挥、调度。 

      第五十七条 对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处理。 

      第五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调查由下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的生产安全事故： 

      （一）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瞒报、谎报事故情况的； 

      （二）下级人民政府组织的事故调查处理对事故发生的主要事实没有查清、主要原因没有查明的； 

      （三）下级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主要成员与事故发生单位有利害关系，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 

      （四）其他有必要由上级人民政府进行调查的。 

      第六十条 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向市、县(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通报生产安全事故情

况，对发生的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及时予以通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定期统计分析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并向社

会公布。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对生产安全事故瞒报、谎报或者迟报的； 

      (三)发生重大、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后，未按规定及时有效地组织事故抢救的； 

      (四)阻碍或者干涉对生产安全事故依法进行的调查处理或者责任追究的； 

      (五)违反规定收费、罚款的； 

      (六)要求生产经营单位接受指定的安全生产中介机构服务的； 

      (七)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六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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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

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按照每人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的标准处以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安全检查、风险评估和危害辨识、事故隐患排查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七条 安全生产中介机构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五）项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

在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

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给他

人造成损害的，与生产经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有前款违法行为的机构，吊销其相应资质证书。 

      第六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符合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予

以关闭；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吊销其有关证照。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

或者逃匿的，或者对生产安全事故瞒报、谎报或者迟报的，给予降级、撤职的处分，并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

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对逃匿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第六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在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或者予以关闭期间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可以对其生

产经营设施、设备、器材予以查封、扣押，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决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七十一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非生产经营单位涉及安全生产活动的，依照本条例执行。 

      第七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8.3.190）《江西省建筑消防设施管理规定》(省政府令第 198 号 2011 年 12月 26 日)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12/6/26/art_5262_264220.html  2012 

http://www.yingtan.gov.cn/ggfw2013/ggsy2013/xfaq2013/xfsswx2013/201310/t20131026_258614.htm  

江西省建筑消防设施管理规定(省政府令第 198 号) 

 《江西省建筑消防设施管理规定》已经 2011 年 12 月 26 日第 59 次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代

省长 鹿心社 

二○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此件主动公开）   

江西省建筑消防设施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筑消防设施管理，保障建筑消防设施正常运行，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身和财

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江西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建筑消防设施的配置、维护与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建筑消防设施，是指按照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配置在建筑物（含构筑物）中用于

火灾预防、灭火救援、人员疏散的系统、设施、设备，包括： 

   （一）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固定灭火系统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二）防烟排烟系统； 

   （三）消防通讯及火灾应急广播系统； 

   （四）消防供电、配电系统和电气防火防爆设施； 

   （五）消防供水设施、消火栓系统和灭火器；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12/6/26/art_5262_264220.html
http://www.yingtan.gov.cn/ggfw2013/ggsy2013/xfaq2013/xfsswx2013/201310/t20131026_258614.htm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199 页 共 3277 页 

   （六）防火门等防火分隔设施； 

   （七）火灾应急照明设施、疏散指示标志及疏散楼梯、疏散通道、疏散门、消防电梯； 

   （八）消防法律法规或者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其他建筑消防设施。 

   第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消防监督检查范围内的建筑消防设施管理工作实施监督。公安派出所对上级公安

机关确定的单位的建筑消防设施管理工作实施日常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规划、建设、房管、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做好建筑消防设施管理的相关监督工作。 

   第五条 建筑物应当按照消防技术标准配置建筑消防设施，设置消防安全标志。 

   建筑消防设施的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应当符合本省消防技术标

准。设计单位对建筑消防设施的设计质量负责，施工单位对建筑消防设施的施工质量、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负责，工

程监理单位对建筑消防设施的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第六条 建设单位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消防产品，不得要求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和

人员违反消防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降低建筑消防设施的设计、施工质量。 

   禁止生产、销售不合格的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分别在生产、流通、使用领域加强对消防产品

质量的监督检查，并互相通报相关情况。 

   第七条 国家规定的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包括建筑消防设施在内的消防设

计文件报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对审核的结果负责；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

法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除前款规定外的其他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将消防设计文件

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对备案的消防设计和建设工程进行

抽查。 

   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的程序依照《江西省消防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 建筑消防设施由建筑物的产权单位负责维护管理，或者由产权单位书面委托使用单位、物业服务企业

负责维护管理。 

   同一建筑物有两个以上单位管理或者使用的，应当书面约定各方对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责任，并确定责任

单位对共用的建筑消防设施进行统一维护管理。 

   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管理区域内的共用建筑消防设施进行维护管理。 

   第九条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责任，确保建筑消防设施完好有效： 

   （一）明确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人员及其职责； 

   （二）制定并落实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制度； 

   （三）组织自动消防设施的操作人员接受消防安全培训并取得上岗证； 

   （四）依法做好值班、巡查、检测、维修、保养、建档等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责任。 

   第十条 设有消防控制室的单位应当制定并落实值班管理制度，保证 24 小时两人值班，并按照规定做好值班记

录。 

   值班人员应当是取得上岗证的自动消防设施的操作人员。 

   第十一条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单位应当按照下列频次对建筑消防设施进行巡查，并填写巡查记录： 

   （一）公共娱乐场所营业时，结合公共娱乐场所每 2 小时巡查一次的要求，视情况将部分或者全部建筑消防设

施的巡查纳入其中，但全部建筑消防设施应当保证每日至少巡查一次； 

   （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确定的其他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每日巡查一次； 

   （三）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每周至少巡查一次。 

   第十二条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单位应当每年至少对建筑消防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检测，检测对象包括全部

消防设施、系统、设备及组件。检测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检测记录，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 

   设有自动消防系统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公共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石油、化工等易燃易爆危险品

的生产、经营、储存场所以及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公共建筑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自系统投入运行后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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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将年度检测记录报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在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前或者期间，应当根据当地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的要求对建筑消防设施进行检测。 

   第十三条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固定灭火系统和防烟排烟系统等技术性能较高的消防设施，应当由符合国家规

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检测。 

   检测机构应当出具检测报告，并对检测报告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应

当对其进行监督。 

   消防安全检测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标准由省价格主管部门核定。检测机构应当事先告知委托检测单位有关的

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并出示收费依据，具体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由双方在合同中协商确定。 

   第十四条 在值班、巡查、检测中发现建筑消防设施存在问题或者出现故障的，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单位

应当立即组织维修，并按照规定做好维修记录。 

   建筑消防设施因维修、改造停止使用的，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消防安全；停

用时间超过 24 小时的，应当将情况向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报告。 

   人员密集场所出现前款情况的，还应当采取在场所入口处醒目位置张贴公告或者在场所内广播等方式，将建筑

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告知公众。 

   第十五条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对建筑消防设施进行保养，并做好保养记录： 

   （一）定期对易污染、易腐蚀生锈的消防设施进行清洁、除锈、润滑； 

   （二）定期对火灾探测器进行清洗、标定； 

   （三）定期对储存灭火剂和驱动气体的压力容器进行试验、标识； 

   （四）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对其他类型的消防设施进行保养。 

   第十六条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单位应当将建筑消防设施的验收文件、原始技术资料等基本情况和值班记

录、巡查记录、检测记录、维修记录、保养记录等动态管理情况整理归档。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依法对建筑消防设施的管理情况实施监督。监督的内容包括： 

   （一）建筑消防设施的配置情况； 

   （二）建筑消防设施管理制度的制定及落实情况； 

   （三）建筑消防设施的巡查、检测及运行情况； 

   （四）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及自动消防设施操作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 

   （五）建筑消防设施的专项档案情况。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建筑消防设施存在隐患的，应当责令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立

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对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法对危险部位或者场

所采取临时查封措施。 

   临时查封措施的实施和解除程序依照《江西省消防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履行检查职责。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应当经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批准；检查时，应当出示证件。 

   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

防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消防监督检查职责的； 

   （二）在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问题不依法查处的； 

   （三）利用职权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

设施施工单位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一款，消防控制室未落实 24 小时两人值班制度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单位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三项，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未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周巡查一次的，由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或者公安派出所依照职责权限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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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依法给予警告处罚或者提请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未将年度检测记录报送备案的，由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江西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有法律责任规

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8.3.191）《江西省消防条例》(2001年 8 月 24 日,2010 年 09月 17 日,2018 年 7 月 27日) 

http://www.jiangxi.gov.cn/art/1996/1/1/art_5052_259806.html  2001 

http://www.jxnews.com.cn/oldnews/n103/ca47361.htm  2001 

http://www.jx-fire.gov.cn/fire/anquanketang/20180125/701.html   2010 

http://www.jxfazhi.gov.cn/zflf/gzsjk/201112/t20111226_928845.htm  2010 

http://www.jxfazhi.gov.cn/zflf/gzkd/201012/t20101221_928671.htm  2010 

http://www.ncx.gov.cn/articles/2018/10/16/555026.shtml   2018 

http://www.gz119.gov.cn/article/Show.asp?A_ID=2820  2018 

http://www.jx-fire.gov.cn/fire/anquanketang/20180926/2379.html  2018 

 

《江西省消防条例》 2001 

江西省消防条例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根据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８日

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江西省消防条例〉的决定》修正，根据

１９９９年６月３０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江西省消防条例〉的

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４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

于修改〈江西省消防条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消防工作，预防和减少火灾，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坚持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实行防火安全责任

制。 

  做好消防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预防和扑救火灾是每个单位和成年公民应尽的义务。 

  第四条   消防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公安机关依法实施监督管理，并由公安消防机构负责实施。 

  各级防火安全委员会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组织、协调各部门、各单位的消防工作。 

  军事设施、国有森林、地下矿井、远洋船舶和铁路运营建设系统、民航系统的消防工作，分别由其主管单位负

责，其他方面的消防工作由当地公安消防机构负责。 

        第五条   每年１１月９日为本省消防日。  

第二章   消防管理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增加消防经费，保证消防设施和装备水平同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相适应。 

  公安消防车（艇）和执行灭火任务的各种消防车（艇）免交养路、过桥、过渡、过隧道、泊岸等费用。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消防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规定，制定本地区城市消防规划，并将其

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道等城市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应当与城市建设统一规划，同步发展。 

  高层建筑、地下工程、易燃易爆场所、古建筑等比较集中的城市，应当设立特种消防站。 

  规划建设大型公共设施和各类新区，必须同时规划相应的消防基础设施。 

  第八条   公共消防设施分别由城建、邮电等主管部门按城市规划要求负责建设、维修和日常管理，当地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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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机构负责验收和检查。 

  城市应当逐步建立自动控制的火灾报警和有线、无线消防通讯指挥系统。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经常进行消防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的消防意识。 

  教育、劳动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消防知识纳入教学、培训内容。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有关主管部门，有进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的义务。 

  第十条   各系统、各行业应当把消防知识培训纳入职工培训计划，并接受公安消防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消防设施操作、控制人员，企业专职和兼职防火人员以及从事操作、保管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等有关人员，必须

经过消防专项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第十一条   实行承包、租赁的企业，应当将消防安全工作责任列入承包或者租赁合同，由承包人或者承租人

负责。   

第三章   火灾预防 

  第十二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加强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知

识的宣传教育，开展防火检查，消除火灾隐患，增强全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第十三条   公民应当负责个人住宅的防火安全，对他人违反消防管理规定的行为有劝阻、制止的权利和向有

关部门报告的义务。 

  第十四条   在新建、扩建、改建工程时，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必

须坚持谁设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执行消防技术规范。 

  工程项目进行初步设计审查时，应当有公安消防机构参加。列入工程概算的消防经费，不得挪作他用。 

  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的消防设计资料送公安消防机构审核。 

  建筑工程施工图的消防设计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核后，建设主管部门方可办理施工许可证。 

  第十五条   建筑工程施工图的消防设计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核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确需变更的，

必须经原审核的公安消防机构同意，由设计单位出具变更通知书。 

  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工作由施工单位负责，建设单位予以协助。 

  第十六条   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和建筑消防设施完工后，必须经过

公安消防机构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七条   从境外引进项目的工程设计，必须符合我国消防技术规范的要求。我国现有规范尚未包括的新项

目、新设计或者国外规范与我国规范不相吻合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进行论证和审核。 

  第十八条   消防设施的设计、施工和维修，必须由具备相应专业资质等级的单位承建。 

  第十九条   生产、使用、储存、经营、运输、销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消防规定。 

  公安消防机构对生产、使用、储存、经营、运输、销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严格实行审核制度。 

  变更生产、使用、储存、经营、运输、销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种类、数量、地点、方法的，应当重新办理审核

手续。 

  第二十条   公安消防机构在审核、验收有关项目时，必须在国家规定的审核、验收时限内办理，不得随意拖

延。 

  第二十一条   严禁在高层建筑、地下工程、消防重点部位的安全距离内和其它容易引起火灾及人员伤亡的场

所，焚烧物品，燃放烟花爆竹。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对前款规定的场所划定具体范围，并责成有关单位设置明显禁止标志。 

  第二十二条   举办大型集会、焰火晚会、灯会等群众性活动，具有火灾危险的，主办单位应当制定灭火和应

急疏散预案，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并向公安消防机构申报，经公安消防机构对活动现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合格后，

方可举办。 

  公安消防机构收到主办单位的申报后，应当在３日内前往检查；检查后２日内发出《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第二十三条   高层建筑、地下工程、商场、宾馆、文化娱乐场所以及其他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其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必须保持畅通，并有疏散标志、指示灯和火灾应急照明设施；其他场所、部位必须按规定设置消防安全标

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堵塞消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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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根据防火、灭火的需要，配备相应种类、数量的

消防器材、设备和设施，并加强保养、维护和管理，使其保持良好状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改动、移动、停用消防设备和设施。 

  除灭火救灾外，公共消火栓只能由公安消防机构、城建部门使用。    

第四章   火灾扑救 

  第二十五条   任何人发现火灾，都应当迅速准确地向消防队（站）报警。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无偿为报警

人员提供方便。 

  第二十六条   消防队接到火警后，必须立即赶赴火场，进行扑救。 

  消防车（艇）赶赴火场时，可以使用平时不准通过的道路、空地、水域，其他车辆、船舶必须避让，优先保证

消防车（艇）通过。 

  第二十七条   公安消防机构负责火灾现场扑救的组织指挥。发生大火时，可根据需要由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

单位组成灭火指挥部或者火场前沿指挥部，明确火场总指挥。在紧急情况下，火场指挥员有权决定拆除毗邻的建（构）

筑物，对火场周边实行交通管制等紧急处置措施，调动交通、供水、供电、邮电、医疗救护、环境卫生等主管部门

的力量和所需物资。 

  任何单位和成年公民都应当承担支援灭火救灾的义务，服从火场指挥员的灭火救援指令。 

  第二十八条   火灾扑灭后，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保护火灾现场，如实提供情况，协助公安消防机构调查火灾

原因，核实火灾损失。未经公安消防机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火灾现场。 

  第二十九条   公安消防队扑救火灾，不得向发生火灾的单位、个人收取任何费用。 

  经公安消防机构核准，火灾责任单位负责补尝下列费用： 

  （一）外单位的专职、义务消防队因扑救火灾所损耕的燃料、灭火剂和损坏的器材装备费用。 

  （二）对火灾原因进行鉴定或者专家论证的费用； 

  （三）在紧急情况下，为避免更大损失而拆除毗连火场的建（构）筑物的补偿费用。    

第五章   消防监督 

  第三十条   各级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负责监督检查和处理责任范围内违反消防

安全的行为。 

  公安派出所负责管区内消防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设立举报电话，鼓励公民对违反消防规定的行为和火灾隐患进行举报，并对举报内

容及时组织调查和处理。 

  第三十一条   公安消防机构在实施防火检查时，被检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公安消防机构发现违反消防管理规定或者火灾隐患，应当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采取措施，限期改正；发

现重大火灾隐患，应当及时向有关单位和个人发出《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 

  第三十二条   公安消防机构对建筑工程及码头、泊位的消防设计、施工、验收，应当按照普遍审查、重点审

查和专项抽查相结合的原则，严格履行审核、验收等有关手续。 

  第三十三条   铁路、民航系统在城市规划区内的建筑工程项目的消防设计，由当地公安消防机构负责审核和

验收。 

  第三十四条   火灾原因调查由公安消防机构组织实施。必要时应当邀请当地人民检察院和监察、劳动等部门

和工会、保险机构、安全生产委员会参加，其中特大火灾事故的调查，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五条   在消防工作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

励： 

  （一）普及消防教育，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健全消防组织、制度，改善消防设施，及时发现、消除火灾隐患，

预防火灾事故成绩突出的； 

  （二）扑灭火灾，避免损失有重大贡献的； 

  （三）对查明火灾原因有突出贡献的； 

  （四）在消防科学技术研究或者科研成果推广中成绩显著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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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可以并处该项工程概算１％至５％的罚款； 

  （一）建筑工程施工图的消防设计未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核或者经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或者擅自改变经审核合

格的施工图消防设计，或者未按审核的施工图消防设计施工的； 

  （二）列入工程概算的消防经费挪作他用的； 

  （三）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竣工时未经消防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擅自使用的； 

  （四）公众聚集的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合格，擅自使用或者开业的。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２００

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举办大型集会、焰火晚会、灯会等群众性活动，具有火灾危险的，公安

消防机构应当责令当场改正；当场不能改正的，应当责令停止举办，可以并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５００元

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降低消防技术标准施工、使用防火性能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或者不合格的装修、装饰材料施工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

并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２００

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营业性场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可以并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５００元以上２

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一）对火灾隐患不及时消除的； 

  （二）不按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的； 

  （三）不能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的。 

  在设有车间或者仓库的建筑内设置员工集体宿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四十条   维修、检测消防设施、器材的单位，违反消防安全技术规定，进行维修、检测的，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并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２００元以

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或者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可以处警告或者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警告或者５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的； 

  （二）违法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违反禁令，吸烟、使用明火的； 

  （三）阻拦报火警或者谎报火警的； 

  （四）故意阻碍消防车、消防艇赶赴火灾现场或者扰乱火灾现场秩序的； 

  （五）拒不执行火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灾的； 

  （六）过失引起火灾，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５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 

  （一）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埋压、圈占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堵塞消防通道的，或者损坏和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

器材的； 

  （三）有重大火灾隐患，经公安消防机构通知逾期不改正的。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５００元

以上２０００以下罚款。 

  有第一款第（二）项所列行为的，还应当责令其限期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对逾期不恢复原状的，应当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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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或者清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四十四条   火灾扑灭后，为隐瞒、掩饰起火原因，推卸责任、故意破坏现场或者伪造现场，尚不构成犯罪

的，处警告或者５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处警告或者５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四十五条   对本条例规定行为的处罚，由公安消防机构裁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责令停产停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由公安消防机构报请当地人民政府依法决定，由公安消防机构

执行。 

  第四十六条   公安消防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消防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给

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国家建筑工程消防技术标准的消防设计、建筑工程通过审核、验收的； 

  （二）对应当依法审核、验收的消防设计、建筑工程，故意拖延，不予审核、验收的； 

  （三）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改正的； 

  （四）利用职务为用户指定消防产品的销售单位、品牌或者指定建筑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四十七条   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法定期限内不申

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０年４月６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由省公安厅发布

的《江西省消防管理处罚办法》同时废止。 

 

《江西省消防条例》2010 

江西省消防条例 

文号：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公号第 57 号  

颁布日期：2010-09-17 

实施日期：2010-11-09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加强应急救援工作，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以及相关应急救援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

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等多种形式

的消防组织，加强消防技术人才培养，增强火灾预防、扑救和应急救援的能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以公安消防队伍及其他优势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为依托，建立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以及村（居）民委员会根据有关规定和消防工作实际需要，建立专职消防队、

志愿消防队。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

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按规定由地方承担的消防事业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的发展、消防工作

任务的变化、财政保障能力的提高，逐步增加财政投入，保障火灾预防和扑救工作的需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应急救援车辆、装备和

物资购置，由各级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合理编制需求计划和经费预算，本级财政专项安排。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负责实施。 

  军事设施的消防工作，由其主管单位监督管理，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协助；矿井地下部分、核电厂的消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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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主管单位监督管理。 

  法律、法规对森林的消防工作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七条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灾、报告火警的义务。

任何单位和成年人都有参加有组织的灭火工作的义务。 

  鼓励单位和个人支持消防公益事业。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人员的消防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扑救

初起火灾、组织疏散逃生的能力。 

  公安机关及其消防机构应当加强消防法律、法规的宣传，并督促、指导、协助有关单位做好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以及学校、有关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将防火、灭火、应急逃生等消防知识纳

入教育、教学、培训的内容。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站等传播媒体应当积极开设消防安全教育栏目，开展公益性消防宣传教育。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团体应当结合各自工作对象的特点，采取各种形式做好消防宣传教育工

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人民政府以及公安机关等部门，加强消防宣传教育。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对在火灾预防、扑救和应急救援等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 

  第十条 对因参加业务训练、扑救火灾或者应急救援受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给

予工伤、医疗、抚恤待遇。 

  第十一条 每年 11 月 9 日为本省消防日。  

  第二章 消防安全责任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消防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分管负责人对分管领域的消防工作负具体领

导责任。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工作职责： 

  （一）贯彻实施消防法律、法规、规章，编制消防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器材装备配备、消防训练基地建设和消防组织建设； 

  （三）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四）组织本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检查； 

  （五）制定火灾事故和综合应急救援预案，组织重大火灾扑救和其他重大灾害事故的应急救援，并定期组织演

练；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火安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定期研究并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内消防工作重大

问题，督促、指导各部门、各单位履行消防工作职责。 

  第十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健全消防安全组织，指导、支持和帮助村（居）民委员会和驻

地单位开展群众性消防活动，组织或者协助做好火灾和其他灾害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工作职责： 

  （一）贯彻执行消防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技术标准； 

  （二）开展消防宣传教育，组织指导消防安全培训; 

  （三）指导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工作，组织消防业务训练，根据需要指导单位开展消防演练，指导公安派

出所开展消防监督工作； 

  （四）负责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负责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和营业前的消防安全

检查； 

  （五）负责消防监督检查，查处消防违法行为，监督火灾隐患整改； 

  （六）对投入使用的消防产品质量实施监督检查； 

  （七）推广使用先进的消防和应急救援技术、消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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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承担火灾扑救工作，调查火灾事故原因，统计火灾事故损失； 

  （九）参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的应急救援工作；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六条 公安派出所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工作职责： 

  （一）负责上级公安机关确定的单位的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二）监督检查辖区内村（居）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 

  （三）按照本条例规定对消防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或者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查处； 

  （四）协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火灾事故调查； 

  （五）上级公安机关确定的其他消防管理职责。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履行下列消防工作职责； 

  （一）发展改革主管部门应当将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二）财政主管部门应当妥善安排本级消防事业经费以及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工作所需经费的预算，并

及时拨付； 

  （三）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等有关部门具体组织消防规划的编制和管理工作； 

  （四）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纳入年度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统筹实施，

并加强日常维护； 

  （五）产品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六）安全生产监督主管部门负责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协调督促相关部门、

单位制定和实施易燃易爆危险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文物主管部门指导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使用、管理单位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八）供水、供电、通信等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监督相关企业保障消防供水、供电、通信等公共消防设施的正常

使用。 

  第十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消防安全制度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

期组织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 

  （二）按照消防技术标准配置消防设施、装备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

效； 

  （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存档备查； 

  （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六）保证本单位消防安全工作经费； 

  （七）确定专（兼）职消防安全员，成立相应的消防组织； 

  （八）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确定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除应当履行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职责外，还应

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二）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 

  （三）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四）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第二十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村（居）民制定防火安全公约，宣传家庭防火和

应急逃生知识，进行防火安全检查。 

  第二十一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履行管理区域内的消防安全责任，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承接物

业管理时，应当查验共用消防设施的完好状况，做好查验、交接记录，并告知业主委员，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应

当及时告知全体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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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加强管理区域内消防安全巡查，发现火灾隐患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做好管理区域内共用消防

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工作。 

  物业服务企业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和消防登高场地的行为，应当予以劝阻、

制止；对不听劝阻、制止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者公安派出所报告。 

  第二十二条 同一建筑物由两个以上单位管理或者使用的，应当书面约定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共同制定灭火

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消防车通道进行统一

管理，共用各方不得设置影响疏散的分隔设施。 

  建筑物或者场所出租使用的，产权方与承租方应当以书面形式明确各方消防安全责任。 

  第二十三条 公民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义务： 

  （一）遵守消防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消防安全规定； 

  （二）安全用火、用电、用油、用气； 

  （三）爱护公共消防设施； 

  （四）不乱堆、乱放可燃物，不堵塞公共通道； 

  （五）装修住宅符合防火要求； 

  （六）学习消防常识，掌握相应的防火、报警、灭火和逃生救生方法； 

  （七）对未成年人进行消防安全教育。 

  第三章 火灾预防 

  第一节 消防规划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发展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国土资源等有关主管部门以及供水、供电、通信等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消防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

准。 

  消防规划应当包括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消防训练教育基地、抢险救援

保障基地、消防装备等内容。 

  消防规划经批准后纳入城乡规划，由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具体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城乡消防安全布局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应当及时调整、完善。 

  各级人民政府对不符合消防安全布局的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储存场所等重大危险源，应当限期搬迁；对无法

保证消防安全的，应当责令停止使用。 

  第二十六条 纳入城乡规划的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擅自改变其使用性质。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消防规划改造供水管网，修建消火栓、消防水池和天然水源取水设施，确

保消防用水。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照消防规划和技术标准，建设、配置和维护消防站、消防

车通道、消防通信等公共消防设施。 

  公共消防设施损坏、不足或者不适应实际需要的，公安机关应当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

应当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增建、改建、配置或者进行技术改造。 

  新建居民住宅区、开发区、工矿区、旅游度假区的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应当与其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规划，同步

实施。 

  统一规划建设的农村住宅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保持防火间距，并设置必要的消防设施。 

  第二节 建设工程火灾预防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应当符合本

省消防技术标准。设计单位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质量负责，施工单位对消防工程施工质量、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负责，

工程监理单位对消防工程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建设单位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消防产品，不得要求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和人员违反

消防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技术标准，降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 

  第三十条 国家规定的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审核。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出具书面审核意见。但是依照国家规

定需要组织专家评审的，专家评审时间不计算在审核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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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负责审批该工

程施工许可的部门不得给予施工许可，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得施工。 

  除本条第一款规定外的其他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在取得施

工许可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对备案的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进行抽查，并在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公告抽查结果。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施工。 

  第三十一条 从境外引进项目的工程设计，应当符合我国消防法律法规的要求。我国现有规范尚未包括的新项

目、新设计或者国外规范与我国规范不相吻合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组织技术论证。 

  第三十二条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或者已经依法备案的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确需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重新申请消防设计审核或者重新备案。 

  第三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依照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或者备案的消防设计进行施工。 

  施工单位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工作，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灭火器具。建筑物

施工高度超过二十四米时，施工单位应当随施工进度落实消防水源。 

  第三十四条 在城乡规划区内，搭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改变建筑物用途，应当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第三十五条 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建筑保温材料和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的防火性能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没有

国家标准的，应当符合行业标准。 

  在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有关人员应当在监理单位或者建设单位监督下，对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

内部装修、装饰材料进行现场取样，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验单位进行见证取样检验。见证取样

记录及检验报告应当存档备查。 

  第三十六条 按照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竣工，依照下列规定进行消防验收、备

案： 

  （一）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未经验收或者

验收不合格的，禁止投入使用； 

  （二）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应当对备案的建设工程进行抽查，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 

  前款规定的建设工程中，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固定灭火系统、防排烟系统的，建设单位在申请验收、备案

时，应当提交由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对相关系统的检测报告。 

  第三节 公众聚集场所火灾预防 

  第三十七条 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或者营业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申请消防安全检查。申请消防安全检查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三）依法取得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的法律文件复印件； 

  （四）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五）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消防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 

  （六）其他依法应当申报的材料。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根据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对该场所进行消防安

全检查。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第三十八条 高层建筑、地下工程、商场、宾馆、文化娱乐场所以及其他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其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必须保持畅通，在明显位置标明紧急疏散警示，并配置必要的逃生、救生器材。 

  公共娱乐场所内的营业性包房，应当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开设外窗。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第三十九条 禁止在公众聚集场所安全范围内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禁止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众聚

集场所。 

  在公众聚集场所营业、使用期间，禁止进行电焊、气焊、油漆粉刷等具有火灾危险的施工、维修作业。 

  在公共娱乐场所室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第四十条 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等单位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当包含在火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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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保护婴幼儿、学生、老人、残疾人、病人的相应措施。 

  前款所列单位应当按照本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在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指导下定期组织消防演练。 

  第四十一条 歌舞厅、影剧院、网吧等公共娱乐场所应当根据消防安全管理的需要投保火灾公众责任险。鼓励、

引导其他公众聚集场所和生产、运输、储存、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单位投保火灾公众责任险。鼓励保险公司承保

火灾公众责任险。 

  第四节火灾预防其他规定 

  第四十二条 居民聚居区、大型商业区、党政机关、学校、铁路干线、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区以及其他重要场

所周边，在国家规定的距离范围内不得新建、改建、扩建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生产设施或者储存场所。已经建成的易

燃易爆危险品的生产设施或者储存场所周边，在国家规定的距离范围内不得建造居民聚居区、大型商业区、党政机

关办公场所和学校。 

  第四十三条 生产、储存、销售、运输、携带、使用或者销毁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应当遵守国家和本省有关易

燃易爆危险品的安全管理规定。 

  禁止擅自携带火种进入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 

  第四十四条 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擅自动用明火或者吸烟。需要动用明火作业的，应当事先按照

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作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规定，并采取严密的消防安全措施。 

  禁止指使、强令他人从事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生产和作业。   

  第四十五条 公共交通工具应当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保持完好、有效，并设置明显标识和使用说明。 

  公共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消防安全培训，使其能够熟练使用消防器材，并在火灾等突发事件发

生时引导、协助乘客及时疏散。 

  公共交通运营单位应当通过广播、电视、宣传手册等形式，向乘客宣传防火措施、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和避难、

逃生方式等消防安全知识。 

  禁止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第四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做好消防设施的保护工作，禁止下列行为： 

  （一）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 

  （二）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 

  （三）占用防火间距，破坏防火防烟分区； 

  （四）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第四十七条 消防产品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应当符合行业标准。 

  新研制的尚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消防产品，应当按照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规

定的办法，经技术鉴定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方可生产、销售、使用。 

  从事生产、销售、维修消防产品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产品质量和标识的技术标准或者有关规定。 

  第四十八条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固定灭火系统和防排烟系统等技术性能较高的消防设施，应当由有资质的单

位安装，并由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定期检测和维护。 

  配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单位，根据需要逐步与城市火灾自动报警信息系统联网。 

  第四十九条 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可以提供消防产品质量认证、消防设施检测、消防安全监

测、消防技术咨询、消防安全评估、火灾损失核定等方面的技术服务，并对所提供的服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对其进行监督。 

  第五十条 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在本省生产、销售的消防产品和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基本

信息。 

  第五十一条 下列人员应当接受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一）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二）专（兼）职消防队员； 

  （三）自动消防系统操作、维护、保养人员； 

  （四）消防工程设计、施工、监理人员； 

  （五）消防设施检测、消防安全监测等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人员； 

  （六）消防产品检验、维修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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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的作业人员； 

  （八）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使用、储存、经营、运输人员； 

  （九）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接受消防安全培训的人员。 

  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和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必须接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岗前消防

安全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第五十二条 供电企业应当对供电设施、线路定期检测，及时更换、改造老化供电设施和线路，对私接乱拉电

线、超负荷用电等影响消防安全的行为，可以停止供电。 

  单位和个人敷设电线、使用电器产品和燃气用具必须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并定期检测、清洗和维护，

及时更新老化的电气线路，不得超负荷用电、违规操作。 

  第五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消防工作的领导，采取措施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组织建立和督

促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在春节、清明等节假日以及农村火灾多发季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加强消防

宣传教育，落实防火措施和责任。 

  在野外焚烧秸秆、杂草、垃圾等可燃物的，应当采取防范措施，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

安派出所在农业收获季节应当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查处焚烧秸秆和其他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行为。 

  第四章 灭火救援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针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火灾特点制定应急预案，建立应急反应

和处置机制，为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提供人员、装备等保障。 

  第五十五条 任何人发现火灾都应当迅速报警；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为报警无偿提供便利。严禁谎报火警。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为扑救火灾提供帮助的义务。在消防队到达火灾现场前，有关单位应当迅速组织力量扑救，

减少火灾损失。 

  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时，该场所的现场工作人员应当立即组织、引导在场人员疏散。 

  禁止组织未成年人参加火灾扑救。 

  第五十六条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综合性应急救援队实行二十四小时值勤，接到火警后必须立即赶赴火

灾现场，进行火灾扑救。 

  专职消防队应当服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统一调动，参加火灾扑救。 

  第五十七条 火灾现场总指挥由现场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最高行政领导担任，参与火灾扑救及现场人员必须服

从火灾现场总指挥的统一指挥。 

  为阻止火灾蔓延，避免重大损失，火灾现场总指挥有权决定使用各种水源，划定警戒区，在火场周围实施交通

管制，截断电力、可燃气体和可燃液体的输送，限制用火用电，利用临近建筑物和有关设施，拆除或者破损毗邻建

筑物、构筑物或者设施等。 

  第五十八条 火灾扑灭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调查火灾事故原因，可以封闭现场，进行现场勘验。发生火灾的

单位和相关人员应当配合事故调查，如实提供与火灾有关的情况。未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进

入火灾现场，不得清理、移动现场物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火灾现场勘验、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意见，及时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 

  第五十九条 火灾信息涉及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火灾原因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发布，重特大火灾信息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 

  第六十条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综合性应急救援队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国家和省有

关规定承担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 

  第六十一条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综合性应急救援队在执行火灾扑救、应急救援任务时，交通执勤人员

应当保证消防车优先通行，必要时实行交通管制，可以使用封闭或者限制通行的道路、空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消防车、消防艇不受行驶速度、行驶路线、行驶方向和指挥信号的限制，其他车辆和人员必须避让。 

  消防车在执行火灾扑救、应急救援任务的往返途中免交车辆通行费，免予超限超载检测。 

  第六十二条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综合性应急救援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单位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参加扑救外单位火灾所损耗的燃料、灭火剂和器材、装备等，经当地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核定后，由火灾发生地的人民政府给予补偿。火灾发生单位参加的保险中含有施救费用的，保险公司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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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救费用应当优先用于补偿外单位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的损耗。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六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的范围，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定

期对下级人民政府和本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消防工作情况进行检查考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行业、本系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时督促有

关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职责，整改火灾隐患。 

  第六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应当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职责，负责监督检查和处理责任范

围内违反消防安全的行为。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应当设立举报电话，鼓励公民对违反消防规定的行为和火灾隐患进行举报，并

对举报内容及时组织调查和处理。 

  第六十五条 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发现的依法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责令改正的消防安全

违法行为，应当当场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依法予以处罚。 

  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当场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在检查记录上注明。 

  第六十六条 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或者发现本地

区存在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检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由所属

公安机关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核实情况，组织或者责成有关部门、单位采取措施，

予以整改。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涉及复杂或者疑难技术问题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组织专家论证。组织专家论证的，前

款规定的期限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 

  第六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应当根据整改的难易程

度，合理确定整改期限。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责令整改期限届满或者收到当事人的复查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查。对逾期

不整改的，依法予以处罚。 

  第六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下列火灾隐患，不及时消除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

应当依照规定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予以临时查封： 

  （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或者严重堵塞，已不具备安全疏散条件的； 

  （二）建筑消防设施严重损坏，不再具备防火灭火功能的； 

  （三）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 

  （四）公众聚集场所违反消防技术标准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 

  （五）其他不及时消除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火灾隐患。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为保障消防安全，可以对依法临时查封的场所采取切断电力、燃气供应等措施，电力、燃气

等相关单位接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通知后应当予以配合。 

  临时查封期限不得超过一个月。但逾期未消除火灾隐患的，不受查封期限的限制。 

  第六十九条 火灾隐患消除后，当事人应当向作出临时查封决定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解除临时查封。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解除临时查封的

决定，并送达当事人。 

  对检查确认火灾隐患已消除的，应当作出解除临时查封的决定。 

  第七十条 公安派出所对其日常监督检查范围的单位，应当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公安派出所对群众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受理，依法处理；对属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管辖的，

应当在受理后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处理。 

  第七十一条 公安派出所在日常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火灾隐患，应当在责令改正的

同时，书面报告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第七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消防监督检查的结果，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对检查发现的影响公

共安全的火灾隐患应当定期公布，提示公众注意消防安全。 

  第七十三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公安派出所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做

到公正、严格、文明、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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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公安派出所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应当自觉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公安派出所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控告。

收到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按照职责及时查处。   

  第七十四条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聘用的合同制消防员，经培训考试合格后可以协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

人员从事消防监督检查、火灾事故调查等工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五条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或者警告处罚；属于人员密集场所和易燃易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未履行管理区域内的消防安全责任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三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修改消防设计后不重新申请

消防设计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并按照下列规定罚款： 

  （一）建筑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建筑面积五千平方米以上一万平方米以下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建筑面积五千平方米以下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备案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未依法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或者在竣工后未依法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六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建筑物施工高度超过二十四米，施工单位没有随施工进度落

实消防水源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搭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改变建筑物用途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使用防火性能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建筑构件、建

筑材料和建筑保温材料或者室内装修、装饰材料施工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并处

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一千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 

  （一）公共娱乐场所内的营业性包房未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开设外窗的； 

  （二）在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 

  （三）在公众聚集场所的营业、使用期间，进行电焊、气焊、油漆粉刷等具有火灾危险的施工、维修作业的。 

  在公共娱乐场所的室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

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八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

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允许未经消防安全培训合格的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和进行

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人员上岗作业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未采取防范措施在野外焚烧秸秆、杂草、垃圾等可燃物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并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除第八十二条第二款外，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决定；责令停产停业，对

当地经济、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出意见，并由公安机关报请本级人民政府依法决定，人民

政府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七日内作出决定；警告、五百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 

  第八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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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级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通报批评；拒不改正或者发生重特大火灾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八十九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

分： 

  （一）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建设工程、场所准予审核合格、消防验收合格、消防安全检查

合格的； 

  （二）无故拖延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的； 

  （三）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整改的；  

  （四）利用职务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

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将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防器材、装备和设施用于与消防和应急救援无关的事项的； 

  （六）对危害消防安全的投诉未及时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九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九十一条 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应当参照本条例有关单位的规定，履行消防

安全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具体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告。  

  第九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10 年 11 月 9 日起施行. 

 

 

《江西省消防条例》2018 

江西省消防条例（2018 年修订版） 

(1995 年 12 月 20 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7 年 4 月 18 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一次修正     

1999 年 6 月 30 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2001 年 8 月 24 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次修正     

2010 年 9 月 17 日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2011 年 12 月 1 日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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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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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加强应急救援工作，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以及相关应急救援工作，适用本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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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

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等多种形式的消

防组织，加强消防技术人才培养，增强火灾预防、扑救和应急救援的能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以公安消防队伍及其他优势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为依托，建立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以及村(居)民委员会根据有关规定和消防工作实际需要，建立专职消防队、志愿消

防队。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

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按规定由地方承担的消防事业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的发展、消防工作任务

的变化、财政保障能力的提高，逐步增加财政投入，保障火灾预防和扑救工作的需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应急救援车辆、装备和物资

购置，由各级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合理编制需求计划和经费预算，本级财政专项安排。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

构负责实施。 

军事设施的消防工作，由其主管单位监督管理，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协助;矿井地下部分、核电厂的消防工作，由其主

管单位监督管理。 

法律、法规对森林的消防工作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七条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灾、报告火警的义务。任

何单位和成年人都有参加有组织的灭火工作的义务。 

鼓励单位和个人支持消防公益事业。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人员的消防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扑救初起

火灾、组织疏散逃生的能力。 

公安机关及其消防机构应当加强消防法律、法规的宣传，并督促、指导、协助有关单位做好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以及学校、有关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将防火、灭火、应急逃生等消防知识纳入教

育、教学、培训的内容。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站等传播媒体应当积极开设消防安全教育栏目，开展公益性消防宣传教育。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团体应当结合各自工作对象的特点，采取各种形式做好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人民政府以及公安机关等部门，加强消防宣传教育。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对在火灾预防、扑救和应急救援等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

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 

第十条 对因参加业务训练、扑救火灾或者应急救援受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给予工

伤、医疗、抚恤待遇。 

第十一条 每年 11 月 9 日为本省消防日。  

第二章 消防安全责任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消防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分管负责人对分管领域的消防工作负具体领导责

任。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工作职责: 

(一)贯彻实施消防法律、法规、规章，编制消防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器材装备配备、消防训练基地建设和消防组织建设; 

(三)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四)组织本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检查; 

(五)制定火灾事故和综合应急救援预案，组织重大火灾扑救和其他重大灾害事故的应急救援，并定期组织演练;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火安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定期研究并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内消防工作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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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指导各部门、各单位履行消防工作职责。 

第十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健全消防安全组织，指导、支持和帮助村(居)民委员会和驻地单位开展

群众性消防活动，组织或者协助做好火灾和其他灾害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工作职责: 

(一)贯彻执行消防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技术标准; 

(二)开展消防宣传教育，组织指导消防安全培训; 

(三)指导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工作，组织消防业务训练，根据需要指导单位开展消防演练，指导公安派出所开

展消防监督工作; 

(四)负责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负责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和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五)负责消防监督检查，查处消防违法行为，监督火灾隐患整改; 

(六)对投入使用的消防产品质量实施监督检查; 

(七)推广使用先进的消防和应急救援技术、消防设备; 

(八)承担火灾扑救工作，调查火灾事故原因，统计火灾事故损失; 

(九)参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的应急救援工作;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六条 公安派出所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工作职责: 

(一)负责上级公安机关确定的单位的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二)监督检查辖区内村(居)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 

(三)按照本条例规定对消防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或者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查处; 

(四)协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火灾事故调查; 

(五)上级公安机关确定的其他消防管理职责。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履行下列消防工作职责: 

(一)发展改革主管部门应当将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二)财政主管部门应当妥善安排本级消防事业经费以及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工作所需经费的预算，并及时拨

付; 

(三)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等有关部门具体组织消防规划的编制和管理工作; 

(四)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纳入年度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统筹实施，并加强

日常维护; 

(五)产品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六)安全生产监督主管部门负责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单位制

定和实施易燃易爆危险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文物主管部门指导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使用、管理单位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八)供水、供电、通信等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监督相关企业保障消防供水、供电、通信等公共消防设施的正常使用。 

第十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各级、各岗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及其职责，制定本单位消防安全制度和消防安全操作

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组织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 

(二)按照消防技术标准配置消防设施、装备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存档备查; 

(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五)定期组织开展防火检查、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六)保证本单位消防安全工作经费; 

(七)确定专(兼)职消防安全员，成立相应的消防组织，根据需要建立专职消防队或者志愿消防队、微型消防站，加强

队伍建设，定期组织训练演练，加强消防装备配备和灭火药剂储备，建立与公安消防队联勤联动机制，提高扑救初

起火灾能力; 

(八)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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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确定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除应当履行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职责外，还应当履

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二)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 

(三)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四)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五)安装、使用电器产品、燃气用具和敷设电气线路、管线必须符合相关标准和用电、用气安全管理规定，并定期

维护保养、检测; 

(六)积极应用消防远程监控、电气火灾监测、物联网技术等技防物防措施。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中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火灾的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单位和高层、地下公共建筑等，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应当确定为火灾高危单位，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一并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火灾高危单位除履行本条例第十八条、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职责外，还应当定期召开消防安全工作例会，按照国家标

准配备应急逃生设施设备和疏散引导器材，建立消防安全评估制度，委托具有资质的机构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评估，

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并报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 

第二十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村(居)民制定防火安全公约，宣传家庭防火和应急逃生知

识，进行防火安全检查。 

第二十一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履行管理区域内的消防安全责任，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 

物业服务企业承接物业管理时，应当查验共用消防设施的完好状况，做好查验、交接记录，并告知业主委员会，未

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应当及时告知全体业主。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加强管理区域内消防安全巡查，发现火灾隐患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做好管理区域内共用消防设施

的日常维护保养工作。物业服务企业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和消防登高场地的行为，

应当予以劝阻、制止;对不听劝阻、制止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者公安派出所报告。 

第二十二条 同一建筑物由两个以上单位管理或者使用的，应当书面约定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共同制定灭火和应

急疏散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消防车通道进行统一管理，

共用各方不得设置影响疏散的分隔设施。 

建筑物或者场所出租使用的，产权方与承租方应当以书面形式明确各方消防安全责任。 

第二十三条 公民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义务: 

(一)遵守消防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消防安全规定; 

(二)安全用火、用电、用油、用气; 

(三)爱护公共消防设施; 

(四)不乱堆、乱放可燃物，不堵塞公共通道; 

(五)装修住宅符合防火要求; 

(六)学习消防常识，掌握相应的防火、报警、灭火和逃生救生方法; 

(七)对未成年人进行消防安全教育。 

 第三章 火灾预防  

第一节 消防规划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发展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

运输、国土资源等有关主管部门以及供水、供电、通信等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消防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消防规划应当包括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消防训练教育基地、抢险救援保障

基地、消防装备等内容。 

消防规划经批准后纳入城乡规划，由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具体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城乡消防安全布局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应当及时调整、完善。 

各级人民政府对不符合消防安全布局的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储存场所等重大危险源，应当限期搬迁;对无法保证

消防安全的，应当责令停止使用。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和本省有关规定规划建设特勤消防站、普通消防站、战勤保障消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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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职消防队站，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公共消防安全需要，加密规划建设小型消防站，缩短灭火救援响应时间。 

不在公安消防队保护半径范围内的历史文化名镇、省级以上重点镇、中心镇，建成区面积超过二平方公里或者常住

人口超过一万人的乡镇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 

纳入城乡规划的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用地，应当列入控制性详细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擅自改变其使用

性质。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消防规划改造供水管网，修建消火栓、消防水池和天然水源取水设施，确保消

防用水。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照消防规划和技术标准，建设、配置和维护消防站、消防车通

道、消防通信等公共消防设施。 

公共消防设施损坏、不足或者不适应实际需要的，公安机关应当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应当

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增建、改建、配置或者进行技术改造。 

新建居民住宅区、开发区、工矿区、旅游度假区的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应当与其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规划，同步实施。 

统一规划建设的农村住宅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保持防火间距，并设置必要的消防设施。 

 第二节 建设工程火灾预防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应当符合本省消

防技术标准。设计单位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质量负责，施工单位对消防工程施工质量、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负责，工

程监理单位对消防工程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建设单位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消防产品，不得要求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和人员违反消防

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技术标准，降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 

第三十条 国家规定的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公安机关消防机

构审核。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出具书面审核意见。但是依照国家规定需

要组织专家评审的，专家评审时间不计算在审核时间内。 

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负责审批该工程施

工许可的部门不得给予施工许可，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得施工。 

除本条第一款规定外的其他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在取得施工许

可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对备案的建设工程消防设

计进行抽查，并在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公告抽查结果。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施工。 

第三十一条 从境外引进项目的工程设计，应当符合我国消防法律法规的要求。我国现有规范尚未包括的新项目、

新设计或者国外规范与我国规范不相吻合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组织技术论证。 

第三十二条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或者已经依法备案的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确需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重新申请消防设计审核或者重新备案。 

第三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依照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或者备案的消防设计进行施工。 

施工单位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工作，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灭火器具。建筑物施工

高度超过二十四米时，施工单位应当随施工进度落实消防水源。 

第三十四条 在城乡规划区内，搭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改变建筑物用途，应当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第三十五条 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建筑保温材料和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的防火性能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

准的，应当符合行业标准。 

第三十六条 按照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竣工，依照下列规定进行消防验收、备案: 

(一)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

合格的，禁止投入使用; 

(二)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

当对备案的建设工程进行抽查，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 

前款规定的建设工程中，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固定灭火系统、防排烟系统的，建设单位在申请验收、备案时，

应当提交由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对相关系统的检测报告。 

 第三节 公众聚集场所火灾预防  

第三十七条 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或者营业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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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检查。申请消防安全检查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三)依法取得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的法律文件复印件; 

(四)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场所平面布置图; 

(五)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取得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六)其他依法应当申报的材料。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根据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对该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第三十八条 高层建筑、地下工程、商场、宾馆、文化娱乐场所以及其他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其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必须保持畅通，在明显位置标明紧急疏散警示，并配置必要的逃生、救生器材。 

公共娱乐场所内的营业性包房，应当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开设外窗。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第三十九条 禁止在公众聚集场所安全范围内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禁止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众聚集场

所。 

在公众聚集场所营业、使用期间，禁止进行电焊、气焊、油漆粉刷等具有火灾危险的施工、维修作业。 

在公共娱乐场所室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第四十条 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等单位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当包含在火灾发生时

保护婴幼儿、学生、老人、残疾人、病人的相应措施。 

前款所列单位应当按照本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在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指导下定期组织消防演练。 

第四十一条 歌舞厅、影剧院、网吧等公共娱乐场所应当根据消防安全管理的需要投保火灾公众责任险。鼓励、引

导其他公众聚集场所和生产、运输、储存、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单位投保火灾公众责任险。鼓励保险公司承保火

灾公众责任险。 

 第四节 火灾预防其他规定  

第四十二条 居民聚居区、大型商业区、党政机关、学校、铁路干线、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区以及其他重要场所周

边，在国家规定的距离范围内不得新建、改建、扩建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生产设施或者储存场所。已经建成的易燃易

爆危险品的生产设施或者储存场所周边，在国家规定的距离范围内不得建造居民聚居区、大型商业区、党政机关办

公场所和学校。 

第四十三条 生产、储存、销售、运输、携带、使用或者销毁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应当遵守国家和本省有关易燃易

爆危险品的安全管理规定。 

禁止擅自携带火种进入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 

第四十四条 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擅自动用明火或者吸烟。需要动用明火作业的，应当事先按照有关

规定办理审批手续，作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规定，并采取严密的消防安全措施。 

禁止指使、强令他人从事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生产和作业。 

第四十五条 公共交通工具应当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保持完好、有效，并设置明显标识和使用说明。 

公共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消防安全培训，使其能够熟练使用消防器材，并在火灾等突发事件发生时

引导、协助乘客及时疏散。 

公共交通运营单位应当通过广播、电视、宣传手册等形式，向乘客宣传防火措施、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和避难、逃

生方式等消防安全知识。 

禁止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第四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做好消防设施的保护工作，禁止下列行为: 

(一)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 

(二)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 

(三)占用防火间距，破坏防火防烟分区; 

(四)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第四十七条 消防产品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应当符合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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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制的尚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消防产品，应当按照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

办法，经技术鉴定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方可生产、销售、使用。 

从事生产、销售、维修消防产品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产品质量和标识的技术标准或者有关规定。 

第四十八条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和防排烟系统等技术性能较高的消防设施，应当由有资质的单位安

装，并由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定期检测和维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推动智慧消防建设，建立消防大数据应用平台，推广使用物联网消防远程监

控系统、智慧安全用电监测管理系统。在已建成物联网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城市，设有自动消防设施、智慧安全用

电监测管理系统或者智能型火灾报警探测装置的单位和场所，应当自行或者委托消防维保服务、安全监测等机构，

运用物联网技术将火灾报警、消防设施和安全用电监测等数据接入城市物联网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第四十九条 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可以提供消防产品质量认证、消防设施检测、消防安全监测、

消防技术咨询、消防安全评估、火灾损失核定等方面的技术服务，并对所提供的服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对其进行监督。 

第五十条 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在本省生产、销售的消防产品和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基本信息。 

第五十一条 下列人员应当接受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一)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二)专(兼)职消防队员; 

(三)自动消防系统操作、维护、保养人员; 

(四)消防工程设计、施工、监理人员; 

(五)消防设施检测、消防安全监测等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人员; 

(六)消防产品检验、维修技术人员; 

(七)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的作业人员; 

(八)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使用、储存、经营、运输人员; 

(九)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接受消防安全培训的人员。 

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第五十二条 供电企业应当对供电设施、线路定期检测，及时更换、改造老化供电设施和线路，对私接乱拉电线、

超负荷用电等影响消防安全的行为，可以停止供电。 

单位和个人敷设电线、使用电器产品和燃气用具必须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并定期检测、清洗和维护，及

时更新老化的电气线路，不得超负荷用电、违规操作。 

第五十三条 城镇规划内的住宅小区内业主的共用消防设施和器材的维修、更新、改造所需经费，保修期内由建设

单位承担;保修期满后，日常维护保养由物业费支出，严重失修所需的费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在房屋专项维修

资金中列支。 

设立专项维修资金的住宅小区，其共用消防设施设备严重失修，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出具整改通知书的，经业主委员

会、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相关业主依照国家和本省规定的程序提出，房地产主管部门审查核准后，按照危及房屋安全

等紧急情况的程序从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维修、更新、改造所需费用。 

未按照前款规定实施维修和更新、改造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组织代为维修、更新、改造，所需费

用按照前款规定执行。 

未设立房屋专项维修资金或者专项维修资金不足的，共用消防设施和器材的维修、更新、改造所需费用，由业主按

照约定承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组织业主按照房屋权属证书登记的面积

占建筑物总面积的比例承担。 

第五十四条 寄宿性幼儿园、学生宿舍、员工集体宿舍应当设置智能型安全用电监控装置，按照消防技术标准不需

要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应当在容易发生火灾部位设置智能型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鼓励在居民住宅户内安

装智能型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 

停放电动自行车较多的单位和居住小区，应当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并设置符合用电安全要求的充

电设施，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因客观条件无法设置集中停放、充电场所的，管理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加强日常

管理，做好巡查、检查工作。 

不得在建筑物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存放电动自行车或者给电动自行车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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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消防工作的领导，采取措施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组织建立和督促落

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在春节、清明等节假日以及农村火灾多发季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加强消防宣传教育，

落实防火措施和责任。 

在野外焚烧秸秆、杂草、垃圾等可燃物的，应当采取防范措施，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

出所在农业收获季节应当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查处焚烧秸秆和其他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行为。  

第四章 灭火救援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针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火灾特点制定应急预案，建立应急反应和处

置机制，为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提供人员、装备等保障。 

第五十七条 任何人发现火灾都应当迅速报警;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为报警无偿提供便利。严禁谎报火警。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为扑救火灾提供帮助的义务。在消防队到达火灾现场前，有关单位应当迅速组织力量扑救，减

少火灾损失。 

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时，该场所的现场工作人员应当立即组织、引导在场人员疏散。 

禁止组织未成年人参加火灾扑救。 

第五十八条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综合性应急救援队实行二十四小时值勤，接到火警后必须立即赶赴火灾现

场，进行火灾扑救。 

专职消防队应当服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统一调动，参加火灾扑救。 

第五十九条 火灾现场总指挥由现场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最高行政领导担任，参与火灾扑救及现场人员必须服从火

灾现场总指挥的统一指挥。 

为阻止火灾蔓延，避免重大损失，火灾现场总指挥有权决定使用各种水源，划定警戒区，在火场周围实施交通管制，

截断电力、可燃气体和可燃液体的输送，限制用火用电，利用临近建筑物和有关设施，拆除或者破损毗邻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设施等。 

第六十条 火灾扑灭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调查火灾事故原因，可以封闭现场，进行现场勘验。发生火灾的单位和

相关人员应当配合事故调查，如实提供与火灾有关的情况。未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火灾

现场，不得清理、移动现场物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火灾现场勘验、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意见，及时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 

第六十一条 火灾信息涉及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火灾原因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发布，重特大火灾信息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发布。 

第六十二条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综合性应急救援队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国家和省有关

规定承担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 

第六十三条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综合性应急救援队在执行火灾扑救、应急救援任务时，交通执勤人员应当

保证消防车优先通行，必要时实行交通管制，可以使用封闭或者限制通行的道路、空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消防

车、消防艇不受行驶速度、行驶路线、行驶方向和指挥信号的限制，其他车辆和人员必须避让。 

消防车在执行火灾扑救、应急救援任务的往返途中免交车辆通行费，免予超限超载检测。 

第六十四条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综合性应急救援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单位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参加扑救外单位火灾所损耗的燃料、灭火剂和器材、装备等，经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

构核定后，由火灾发生地的人民政府给予补偿。火灾发生单位参加的保险中含有施救费用的，保险公司支付的施救

费用应当优先用于补偿外单位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的损耗。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六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的范围，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定期对

下级人民政府和本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消防工作情况进行检查考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行业、本系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时督促有关单

位落实消防安全职责，整改火灾隐患。 

第六十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应当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职责，负责监督检查和处理责任范围内

违反消防安全的行为。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应当设立举报电话，鼓励公民对违反消防规定的行为和火灾隐患进行举报，并对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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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内容及时组织调查和处理。 

第六十七条 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发现的依法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责令改正的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应当当场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依法予以处罚。 

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当场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在检查记录上注明。 

第六十八条 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或者发现本地区存

在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检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由所属公安

机关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核实情况，组织或者责成有关部门、单位采取措施，予

以整改。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涉及复杂或者疑难技术问题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组织专家论证。组织专家论证的，前款规

定的期限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 

第六十九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应当根据整改的难易程度，

合理确定整改期限。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责令整改期限届满或者收到当事人的复查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查。对逾期不整

改的，依法予以处罚。 

第七十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下列火灾隐患的，应当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立即采取措施消

除隐患;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照规定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予以临时

查封: 

(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或者严重堵塞，已不具备安全疏散条件的; 

(二)建筑消防设施严重损坏，不再具备防火灭火功能的; 

(三)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 

(四)公众聚集场所违反消防技术标准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 

(五)其他不及时消除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火灾隐患。 

第七十一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临时查封期限内，对临时查封的危险部位或者场所进行检查。检查确认火灾

隐患已消除的，应当作出解除临时查封的决定。 

火灾隐患消除后，当事人可以向作出临时查封决定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解除临时查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

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解除临时查封的决定，并送达当事

人。 

第七十二条 公安派出所对其日常监督检查范围的单位，应当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公安派出所对群众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受理，依法处理;对属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管辖的，应当

在受理后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处理。 

第七十三条 公安派出所在日常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火灾隐患，应当在责令改正的同时，

书面报告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第七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消防监督检查的结果，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对检查发现的影响公共安

全的火灾隐患应当定期公布，提示公众注意消防安全。 

第七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公安派出所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做到公

正、严格、文明、高效。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公安派出所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应当自觉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公安派出所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控告。收到

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按照职责及时查处。 

第七十六条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聘用的合同制消防员，经培训考试合格后可以协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

从事消防监督检查、火灾事故调查等工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七条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项至四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或者警告处罚;属于人员密集场所和易燃易爆场所

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未按照规定将火灾报警、消防设施和安全用电监测等数据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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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市物联网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未履行管理区域内的消防安全责任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三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修改消防设计后不重新申请消防

设计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并按照下列规定罚款: 

(一)建筑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建筑面积五千平方米以上一万平方米以下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建筑面积五千平方米以下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备案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未依法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备案，或者在竣工后未依法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六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逾

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 

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建筑物施工高度超过二十四米，施工单位没有随施工进度落实消

防水源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搭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改变建筑物用途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使用防火性能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和建

筑保温材料或者室内装修、装饰材料施工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一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 

(一)公共娱乐场所内的营业性包房未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开设外窗的; 

(二)在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 

(三)在公众聚集场所的营业、使用期间，进行电焊、气焊、油漆粉刷等具有火灾危险的施工、维修作业的。 

在公共娱乐场所的室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

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

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具备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条件的管理单位或者住

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不按照规定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或者场所设置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个人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未采取防范措施在野外焚烧秸秆、杂草、垃圾等可燃物的，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并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九十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除第八十四条第二款外，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决定;责令停产停业，对当地经

济、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出意见，并由公安机关报请本级人民政府依法决定，人民政府应

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七日内作出决定;警告、五百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 

第九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

级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通报批评;拒不改正或者发生重特大火灾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九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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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建设工程、场所准予审核合格、消防验收合格、消防安全检查合格的; 

(二)无故拖延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的; 

(三)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整改的; 

(四)利用职务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

工单位的; 

(五)将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防器材、装备和设施用于与消防和应急救援无关的事项的; 

(六)对危害消防安全的投诉未及时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九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九十四条 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应当参照本条例有关单位的规定，履行消防安全

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具体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告。 

第九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10 年 11 月 9 日起施行 

 

 

 

8.3.192）《建筑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2009 年 4 月 30 日公安部令第 106 号，2012年 7 月 17 日公安部令第 119

号) 

http://www.mps.gov.cn/n2254314/n2254409/n2254443/n2254450/c3940168/content.html 1996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09/8/27/art_5052_259787.html   2009 

http://www.shuyang.gov.cn/zgsy/003/20170814/003001011003_91a524c9-8064-4b54-a521-ef7560ed10f7.htm   2009 

http://www.mps.gov.cn/n2254536/n2254778/c3761702/content.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2/content_2256573.htm  2012 

http://119.gov.cn/xiaofang/zcfgyj/19502.htm   2012 

 

《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 1996 

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30 号） 

   1996 年 10 月 16 日公安部令第 30 号公布 自 1997 年 3 月 1 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30 号 

    《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已经 1 9 9 6 年 9 月 26 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199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1996 年 10 月 16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筑工程的消防监督审核管理，提高建筑工程防火抗灾能力，保障人民生命和公私财产安全，

保障国家消防法律、行政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贯彻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是指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对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内部装修和用途变

更的建筑工程项目，从设计、施工到竣工验收所实施的消防设计审核、施工安装监督检查和消防验收。 

    具体监督审核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作出规定。 

    第三条  凡从事建筑工程建设，消防设计、施工安装和建筑消防设施检测、维修保养的单位和个人，建筑物所有者

以及各级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均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二章   建设、设计、施工安装单位的责任 

    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内部装修以及用途变更工程项目的消防设计图纸和资料送公安消

防监督机构审核，并填写相应的《建筑消防设计防火审核申报表》、《自动消防设施设计防火审核申报表》或者《建

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审核申报表》，经审核批准后，方可开工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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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设计单位在进行工程项目设计时，必须执行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和其他工程建设标准有关消防设计的规定。 

    由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有关单位设计的建筑工程项目，必须符合我国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 

    国家、省级重点工程和其他设置建筑自动消防设施的建筑工程设计应当编制消防设计专篇，该专篇包括设计依据、

工程概况说明和工程项目中涉及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内容的图纸资料。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

意见书》修改消防设计图纸。 

第六条  设计单位应当建立消防设计责任制。法定代表人负责组织本单位的消防设计管理工作，检查消防设计质量；

技术负责人应当把消防设计纳人工程设计审查范围，凡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工程设计不应当签发；设计单位应当

组织工程设计人员学习、掌握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定期进行考核。 

    第七条  施工安装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消防设计图纸施工安装，不得擅自改动。 

    第八条  凡含有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五项至第九项建筑自动消防设施的建筑工程，在工程竣工后，施工安装单位必

须委托具备资格的建筑消防设施检测单位进行技术测试，取得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测试报告。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提出工程消防验收申请，送达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测试报告，填写《建

筑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并组织消防验收。 

    消防验收不合格的，施工单位不得交工，建筑物的所有者不得接收使用。 

    第十条  建筑工程消防验收后，建筑物的所有名或者管理者应当落实建筑消防设施的管理和值班人员，与具备建

筑消防设施维修保养资格的企业签订建筑消防设施定期维修保养合同，保证消防设施的正常运行。 

    第十一条  建筑消防设施的设计、安装调试、检测和维修保养必须选用已经取得省级以上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查

许可的单位。 

    第十二条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和建筑消防设施应当积极采用先进的消防技术。 

    建筑消防设施、防火材料等必须选用经国家产品质量认证、国家核发生产许可证或者国家消防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检测合格的产品。            

    第三章  消防监督机构的责任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对建筑工程的消防监督审核实行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及其所辖区（市、县）两级和地区

(州、盟)及其所辖县(市、旗)两级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分工审核制度。具体分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消防监督

机构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规定。 

省、自治区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负责制定本地区有关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的规章制度，管理、检查本辖区建筑

工程消防监督审核工作，参加、指导对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项目的消防监督审核。跨省、跨地区的建筑工程消防监

督审核工作，由公安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负责组织。 

    第十四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对送审的建筑工程项目应当按照建筑防火设计、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分专业实行分工

审核和技术总复核制度。城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内部应当将消防设计审核管理权和消防验收管理权分离。在实施消

防验收时，应当组织防火监督检查、消防产品质量监督、灭火战训和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

参加。 

    第十五条  消防设计审核的主要内容： 

    (一)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中涉及消防安全的防火间距、消防车道、消防水源等； 

(二)建筑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和耐火等级； 

(三)建筑防火防烟分区和建筑构造； 

(四)安全疏散和消防电梯； 

(五)消防给水和自动灭火系统； 

(六)防烟、排烟和通风、空调系统的防火设计； 

(七)消防电源及其配电； 

(八)火灾应急照明、应急广播和疏散指示标志； 

(九)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消防控制室； 

(十)建筑内部装修的防火设计； 

(十一)建筑灭火器配置； 

(十二)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房的防爆设计； 

(十三)国家工程建设标准中有关消防设计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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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下列建筑工程项目应当列为消防设计审核的重点； 

(一)甲、乙、丙类火灾危险性的厂房、库房（含堆场）、储罐区，洁净厂房，高层工业建筑； 

(二)高层民用建筑； 

(三)发电厂（站），广播、电视中心，邮政、通讯枢纽等重要工程。 

(四)宾馆、商(市)场、体育馆、影剧院、礼堂、歌舞厅、医院、铁路旅客站、汽车客运站、码头，机场侯机楼等公共

建筑； 

(五)地下工程； 

(六)科研基地、学校、幼儿园、图书馆、档案馆、展览馆、博物馆等； 

(七)其他重要工程。 

第十七条  消防设计审核应当遵循国家消防法律、行政法规和技术标准。 

对由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有关单位设计的建筑工程项目，应当依据我国消防技术标准进行审核。 

对于我国消防技术标准尚未规定的消防设计内容和新材料、新技术带来的有关消防安全的新问题，应当由省一级公

安消防监督机构或者公安部消防局会同同级建设主管部门组织设计、施工、科研等部门的专家论证，提出意见，作

为消防设计审核的依据。 

第十八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对送审的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应当及时审核，从登记收图之日起，一般工程应当在十日

之内，国家、省级重点建筑工程以及设置建筑自动消防设施的建筑工程应当在二十日之内签发《建筑工程消防设计

审核意见书》。需要组织专家论证消防设计的工程，可以延长至三十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予答复，即为同意。 

第十九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在建筑施工中应当根据本规定第七条和第十二条要求，对消防设计的实施进行抽样性

检查。 

第二十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在接到建设单位消防验收申请时，应当查验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测试报告等消防验收申

报材料，材料齐全后，应当在十日之内按照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消防验收，并在消防验收后七日之内签发《建筑

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第二十一条  省级以上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对承担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检测和维修保养等服务企业、机构

实行消防专业资格定期审查，每两年进行一次，合格后，核发许可证；不合格的，不发或者撤销许可证，并定期向

社会公告。 

第二十二条  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应当建立档案，并按年限、工程的性质和重要性分类保管。 

第二十三条  承担消防设计审核的消防监督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工程技术专业知识，按照公安部有关消防监督人员

资格管理规定，取得岗位资格，方可上岗。 

第二十四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和人员严禁以任何名义和形式指定某个企业承担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和维

修保养，或者指定使用某个企业的消防产品。选择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和维修保养企业或者选用消防产品，

一律由建设单位根据有关公告确定。 

第二十五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和人员必须无偿履行消防监督职责，严禁开办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检测

和维修保养等服务企业、机构；严禁在上述企业、机构兼职；严禁向企业收取各种名目的咨询费、管理费等；严禁

向企业强行摊派各种费用或者无偿占有企业的钱物。               

第四章   奖  惩 

第二十六条 对执行消防技术标准和本规定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公安机关、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位给予表彰

奖励。 

第二十七条  消防设计不合格的建筑工程设计，不得评为优秀设计。建筑消防设施安装质量不合格的不得评为优秀

工程。 

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

人员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对拒不改正或者限期不改的，责令停止施工，已经完工的，责令停止使用： 

（一）未按规定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送审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图纸，即开工兴建的； 

（二）施工中擅自改动消防设计，违反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 

（三）建筑消防设施未经验收合格，擅自接收使用的。 

第二十九条  设计、施工、安装调试、检测、维修保养单位和个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

改正，并可以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主管人员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对拒不改正或者限期不改的，责令停工，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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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不得验收交付使用；已经取得设计、安装调试、检测和维修保养许可证的单位，由省级以上公安消防监督机构

撤销其许可证： 

（一）工程设计违反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和其他工程建设标准有关消防设计规定，造成后果的； 

（二）建筑装修施工中擅自移动消防设备，影响消防设施使用功能的： 

（三）未取得许可证和年度复验，或者超越许可范围承担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的； 

（四）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检测、维修保养弄虚作假，质量低劣的。 

（五）选用未经国家法定检测机构检测合格的消防产品，经纠正不改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情节、后果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对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及人员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 

第三十二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及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给

予责任者行政处分并调离消防监督岗位： 

(一)故意不履行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职责的不作为行为； 

(二)对应当办理审批、验收，故意拖延不办，超过审批、验收期限的； 

(三)向建设单位指定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和维修保养企业的； 

(四)向建设或者施工安装单位指定使用某个企业的消防产品的； 

(五)擅自收取各种名目的咨询费、管理费等的； 

(六)强行摊派各种费用，无偿占有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财物的； 

(七)索要、接受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财物的； 

(八)参与建筑消防设施设计、安装调试、检测、维修保养或者开办从事上述业务的企业、机构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以前有关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的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按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公安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起施行。 

本《规定》附件： 

1、建筑消防设计防火审核申报表（略） 

2、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审核申报表（略） 

3、自动消防设施设计防火审核申报表（略） 

4、建筑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略） 

5、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略） 

6、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略） 

7、责令停工停止使用整改通知书（略） 

8、复查意见书（略） 

 

《建筑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2009 

建筑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2009 年 4 月 30 日公安部令第 106 号修订发布  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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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落实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和安全责任，规范消防监督管理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含室内装修、用途变更）等建设工程的消防监督管理。 

本规定不适用住宅室内装修、村民自建住宅、救灾和其他临时性建筑的建设活动。 

第三条  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应当遵守消防法规、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

质量和安全负责。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 

第四条  除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承担辖区建设工程

的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工作。具体分工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确定，并报公安部消防局备案。 

跨行政区域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工作，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指定管辖。 

第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应当遵循公正、严格、文明、高效的原则。 

第六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新颁布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实施之前，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已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或者备案的，

分别按原审核意见或者备案时的标准执行。 

第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建设工程进行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应当由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实施。 

第二章 消防设计、施工的质量责任 

第八条 建设单位不得要求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和人员违反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降

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并承担下列消防设计、施工的质量责任： 

（一）依法申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依法办理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并接受抽查；建设工程

内设置的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二）实行工程监理的建设工程，应当将消防施工质量一并委托监理； 

（三）选用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等级的消防设计、施工单位； 

（四）选用合格的消防产品和满足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及室内装修装饰材料； 

（五）依法应当经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不得组织施工；未经验收或

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九条 设计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设计的质量责任： 

（一）根据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消防设计，编制符合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不得违反国家工

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进行设计； 

（二）在设计中选用的消防产品和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室内装修装饰材料，应当注明规格、性

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三）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实施情况签字确认。 

第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施工的质量和安全责任： 

（一）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或者备案的消防设计文件组织施工，不得擅自改变消

防设计进行施工，降低消防施工质量； 

（二）查验消防产品和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及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的质量，使用合格产品，保证消

防施工质量； 

（三）建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责任制度，确定消防安全负责人。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落实动火、用电、

易燃可燃材料等消防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在建工程竣工验收前消防通道、消防水源、消防设施和器材、消防

安全标志等完好有效。 

第十一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施工的质量监理责任： 

（一）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或者备案的消防设计文件实施工程监理； 

（二）在消防产品和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室内装修装饰材料施工、安装前，核查产品质量证明

文件，不得同意使用或者安装不合格的消防产品和防火性能不符合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室内装修装饰材料； 

（三）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签字确认。 

第十二条 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提供图纸审查、安全评估、检测等消防技术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应当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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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相应的资质、资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执业标准提供消防技术服务，并对出具的审

查、评估、检验、检测意见负责。 

第三章 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 

第十三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

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建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

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

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

舍； 

（六）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

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第十四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

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设有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二）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三）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其他公共建筑； 

（四）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五）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

站、调压站。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申报表； 

（二）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三）新建、扩建工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 

（四）设计单位资质证明文件； 

（五）消防设计文件。 

第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除提供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材料外，应当同时提供特殊消防设计的技术方

案及说明，或者设计采用的国际标准、境外消防技术标准的中文文本，以及其他有关消防设计的应用实例、产品说

明等技术资料： 

（一）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的； 

（二）消防设计文件拟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消防安全，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 

（三）拟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境外消防技术标准的。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出具书面审核意见。但是依照本规定需

要组织专家评审的，专家评审时间不计算在审核时间内。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对申报的消防设计文件进

行审核。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出具消防

设计审核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一）新建、扩建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设计单位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 

（三）消防设计文件的编制符合公安部规定的消防设计文件申报要求； 

（四）建筑的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耐火等级、建筑构造、安全疏散、消防给水、消防电源及配电、消防设施等

的设计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 

（五）选用的消防产品和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有关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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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对具有本规定第十六条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之日起五

日内将申请材料报送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组织专家评审。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会同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召开

专家评审会，对建设单位提交的消防技术方案进行评审。参加评审的专家应当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总数不

应少于七人，并应当出具专家评审意见。评审专家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注明。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专家评审会后五日内将专家评审意见书面通知报送申请材料的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同时报公安部消防局备案。 

对三分之二以上评审专家同意的消防技术方案，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设计审核

合格意见。 

第二十条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确需修改的，建

设单位应当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重新申请消防设计审核。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三）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四）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

格证； 

（五）消防设施、电气防火技术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六）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七）其他依法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消防验收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组织消防验收，并出具消防验收意见。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申报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应当依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对已经消防设计

审核合格的内容组织消防验收。 

对综合评定结论为合格的建设工程，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对综合评定结论为不合格的，

应当出具消防验收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四条 对通过消防设计审核的高层建筑、地下工程，以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建设工程，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应当重点进行监督检查，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工程建设消防安全和质量责任。 

第四章 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的备案抽查 

第二十五条 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的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备案，

或者报送纸质备案表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录入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收到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备案后，应当出具备案凭证，并通过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

案受理系统中预设的抽查程序，随机确定抽查对象；被抽查到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收到备案凭证之日起五日内按照备

案项目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供本规定第十五条或者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材料。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收到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备案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依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

术标准强制性要求完成图纸检查，或者按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完成工程检查，制作检查记录。检查结果应

当在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中公告。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发现消防设计不合格的，应当在五日内书面通知建设单位改正；已经开始施工的，同

时责令停止施工。 

建设单位收到通知后，应当停止施工，对消防设计组织修改后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复查。经复查，对消防设计符合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书面复查意见，告知建设单位恢复施工。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竣工验收抽查时，发现有违反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

求或者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应当在五日内书面通知建设单位改正。 

建设单位收到通知后，应当停止使用，组织整改后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复查。经复查符合要求的，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应当出具书面复查意见，告知建设单位恢复使用。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未依法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法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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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建设单位在五日内备案，并纳入抽查范围；对逾期不备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备案期限届满之日起五

日内通知建设单位，责令其停止施工、使用。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三十条 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下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第三十一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办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实行主责承办、技术复核、审验分离和集体

会审等制度。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的主责承办人、技术复核人和行政审批人应当依照职责对消防执法

质量负责。 

第三十二条 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互联网上设立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结合辖区内建设工程

数量和消防设计、施工质量情况，统一确定消防设计与竣工验收备案预设程序和抽查比例，并对备案、抽查实施情

况进行定期检查。对设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的抽查比例不应低于百分之五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人员应当依照本规定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实施备案抽查，不得擅自确定抽查对象。 

第三十三条 办理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近亲

属，或者与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办理公正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接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关建设工程违反消防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

术标准的举报，应当在三日内组织人员核查，核查处理情况应当及时告知举报人。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时，不得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产品设定法律法规规

定以外的地区性准入条件。 

第三十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指定或者变相指定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和消

防技术服务机构。不得指定消防产品和建筑材料的品牌、销售单位。不得参与或者干预建设工程消防设施施工、消

防产品和建筑材料采购的招投标活动。 

第三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的依据、范围、条件、程序、期限及其需要提交的全部材

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应当在互联网网站、受理场所、办公场所公示。 

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的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以外，应当予以公开，公众

有权查阅。 

第三十九条 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具许可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

者其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依法撤销许可意见： 

（一）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作出的； 

（二）建设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 

（三）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超出法定职责和权限作出的； 

（四）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的；  

（五）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的。 

依照前款规定撤销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第四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

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五条二款、第六十六

条、第六十九条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有关消防法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

准，造成危害后果的，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时，提供虚假材料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

可并处警告。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第四十四条 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擅自投入

使用的，分别处罚，合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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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一）已经通过消防设计审核，擅自改变消防设计，降低消防安全标准的； 

（二）建设工程未依法进行备案，且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的； 

（三）经责令限期备案逾期不备案的； 

（四）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函告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一）建设工程被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的； 

（二）建设工程经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抽查不合格的； 

（三）其他需要函告的。 

第四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下列行

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消防验收的申请，不予受理、审核、验收或者拖延时间办理的； 

（三）指定或者变相指定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的；  

（四）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利用职务接受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财物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是指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必须严格执行的规定。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中的“三日”、“五日”、“七日”、“二十日”、“三十日”均指工作日。 

第五十条 执行本规定所需的法律文书式样由公安部统一制定。 

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1996 年 10 月 16 日发布的《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公

安部令第 30 号）同时废止。 

 

《建筑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 

第 119 号 

  《公安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已经 2012 年 7 月 6 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

现予发布，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部 长  孟建柱      

                              2012 年 7 月 17 日    

  

公安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消防 

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 

  为进一步加强对建设工程的消防监督管理，公安部决定对《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第一款中的“含室内装修、用途变更”修改为“含室内外装修、建筑保温、用途变更”。 

  将第二款中的“其他临时性建筑”修改为“其他非人员密集场所的临时性建筑”。 

  二、将第三条修改为：“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应当遵守消防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法规和国

家消防技术标准，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和安全负责。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对建设工程进行消防监督。” 

  三、将第七条中的“二名”修改为“两名”。 

  四、将第八条中的“竣工验收备案”修改为“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五、将第十二条修改为：“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依法设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工作应当依法开展。为建

设工程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提供图纸审查、安全评估、检测等消防技术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

质、资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执业准则提供消防技术服务，并对出具的审查、评估、检

验、检测意见负责。” 

  六、将第十四条第三项修改为：“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 4 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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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50 米的公共建筑”。 

  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七、删去第十五条第三项，并增加一项，作为第五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应当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依法需

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临时性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应当提供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文件。” 

  八、将第十六条中的“特殊消防设计的技术方案及说明”修改为“特殊消防设计文件”。 

  九、将第十八条修改为：“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对申报的消防设

计文件进行审核。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

出具消防设计审核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一）设计单位具备相应的资质； 

  “（二）消防设计文件的编制符合公安部规定的消防设计文件申报要求； 

  “（三）建筑的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耐火等级、建筑构造、安全疏散、消防给水、消防电源及配电、消防设

施等的消防设计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四）选用的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有关管理规定。” 

  十、将第十九条第二款中的“消防技术方案”修改为“特殊消防设计文件”。 

  将第四款修改为：“对 2/3 以上评审专家同意的特殊消防设计文件，可以作为消防设计审核的依据。” 

  十一、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 

  “（三）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四）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

格证； 

  “（五）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六）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七）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十二、删去第二十四条。 

  十三、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

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7 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

收消防备案，或者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业务受理场所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 

  “建设单位在进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或者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应当分别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供备案申报表、

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相关材料及施工许可文件复印件或者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材料。按照住房和城乡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施工图审查的，还应当提供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合格文件复印件。 

  “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可以不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十四、将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合并，作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收到消

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申报后，对备案材料齐全的，应当出具备案凭证；备案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 日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已经备案的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工程中，随机确定检查对象并向社会公告。对确定

为检查对象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 20 日内按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完成图纸检查，或者

按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完成工程检查，制作检查记录。检查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检查不合格的，还应当

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收到通知后，应当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组织整改后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复查。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进行复查并出具书面复查意见。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已经依法备案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确需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申

报消防设计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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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未依法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备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法处罚，责令建设单位在 5 日内备案，并确定为检查对象；对逾期不备案的，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备案期限届满之日起 5 日内通知建设单位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 

  十六、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与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抽查比例由省级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结合辖区内施工图审查机构的审查质量、消防设计和施工质量情况确定并向社会公告。对设有人员

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的抽查比例不应低于 50%。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照本规定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实施备案抽查，不得擅自确

定检查对象。” 

  十七、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四十四条，第一项修改为：“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

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或者通过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抽查的”。 

  将第二项修改为：“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消防验收的申请或者消防设计、竣工验收的备案、

抽查，不予受理、审核、验收或者拖延办理的”。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五条：“本规定中的建筑材料包含建筑保温材料。” 

  十九、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六条，修改为：“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是指国家工程建设

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 

  二十、将第四十九条改为第四十七条，修改为：“本规定中的‘日’是指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 

  二十一、将第五十条改为第四十八条，修改为：“执行本规定所需要的法律文书式样，由公安部制定。” 

  二十二、将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的“室内装修装饰材料”修改为“装修材料”。 

  二十三、将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的“有防火性能要求的”修改为“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 

  二十四、《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有关条文序号根据本决定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2009 年 4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06 号发布，根据 2012 年 7 月 17 日《公安部关于修改〈建设

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落实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和安全责任，规范消防监督管理

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含室内外装修、建筑保温、用途变更）等建设工程的消防监督管理。 

  本规定不适用住宅室内装修、村民自建住宅、救灾和其他非人员密集场所的临时性建筑的建设活动。 

  第三条 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应当遵守消防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法规和国家消防技术标准，

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和安全负责。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对建设工程进行消防监督。 

  第四条 除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承担辖区建设

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工作。具体分工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确定，并报公安部消防局备案。 

  跨行政区域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工作，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指定管

辖。 

  第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应当遵循公正、严格、文明、高效的原则。 

  第六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新颁布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实施之前，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已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或者备案

的，分别按原审核意见或者备案时的标准执行。 

  第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建设工程进行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应当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实

施。 

第二章 消防设计、施工的质量责任 

  第八条 建设单位不得要求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和人员违反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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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降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并承担下列消防设计、施工的质量责任： 

  （一）依法申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依法办理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手续并接受抽查；

建设工程内设置的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二）实行工程监理的建设工程，应当将消防施工质量一并委托监理。 

  （三）选用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等级的消防设计、施工单位。 

  （四）选用合格的消防产品和满足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及装修材料。 

  （五）依法应当经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不得组织施工；未经验

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九条 设计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设计的质量责任： 

  （一）根据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消防设计，编制符合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不得违反国

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进行设计； 

  （二）在设计中选用的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应当注明规格、性能

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三）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实施情况签字确认。 

  第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施工的质量和安全责任： 

  （一）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或者备案的消防设计文件组织施工，不得擅自改

变消防设计进行施工，降低消防施工质量。 

  （二）查验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及装修材料的质量，使用合格产品，保证消防

施工质量。 

  （三）建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责任制度，确定消防安全负责人。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落实动火、

用电、易燃可燃材料等消防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在建工程竣工验收前消防通道、消防水源、消防设施和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等完好有效。 

  第十一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承担下列消防施工的质量监理责任： 

  （一）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或者备案的消防设计文件实施工程监理； 

  （二）在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施工、安装前，核查产品质量证明文

件，不得同意使用或者安装不合格的消防产品和防火性能不符合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 

  （三）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签字确认。 

  第十二条 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依法设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工作应当依法开展。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

竣工验收提供图纸审查、安全评估、检测等消防技术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资格，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执业准则提供消防技术服务，并对出具的审查、评估、检验、检测意见负责。 

第三章 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 

  第十三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

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建筑总面积大于 2 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建筑总面积大于 1.5 万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建筑总面积大于 1 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建筑总面积大于 2500 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

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建筑总面积大于 1000 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

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

体宿舍； 

  （六）建筑总面积大于 500 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

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第十四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

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设有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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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三）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 4 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 50 米的公共建筑； 

  （四）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五）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六）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

供应站、调压站。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申报表； 

  （二）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三）设计单位资质证明文件； 

  （四）消防设计文件；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应当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依法需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

临时性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应当提供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文件。 

  第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除提供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材料外，应当同时提供特殊消防设计文

件，或者设计采用的国际标准、境外消防技术标准的中文文本，以及其他有关消防设计的应用实例、产品说明等技

术资料： 

  （一）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的； 

  （二）消防设计文件拟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消防安全，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 

  （三）拟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境外消防技术标准的。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出具书面审核意见。但是依照本规

定需要组织专家评审的，专家评审时间不计算在审核时间内。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对申报的消防设计文件进行审

核。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出具消防设计

审核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一）设计单位具备相应的资质； 

  （二）消防设计文件的编制符合公安部规定的消防设计文件申报要求； 

  （三）建筑的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耐火等级、建筑构造、安全疏散、消防给水、消防电源及配电、消防设

施等的消防设计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四）选用的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有关管理规定。 

  第十九条 对具有本规定第十六条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之日

起 5 日内将申请材料报送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组织专家评审。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30 日内会同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召

开专家评审会，对建设单位提交的特殊消防设计文件进行评审。参加评审的专家应当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总数不应少于 7 人，并应当出具专家评审意见。评审专家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注明。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专家评审会后 5 日内将专家评审意见书面通知报送申请材料的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同时报公安部消防局备案。 

  对 2/3 以上评审专家同意的特殊消防设计文件，可以作为消防设计审核的依据。 

  第二十条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确需修改

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重新申请消防设计审核。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 

  （三）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四）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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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六）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七）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消防验收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组织消防验收，并出具消防验收意见。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申报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应当依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对已经消防

设计审核合格的内容组织消防验收。 

  对综合评定结论为合格的建设工程，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对综合评定结论为不合格

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四章 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的备案抽查 

  第二十四条 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之日起 7 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或者到公安机关消防机

构业务受理场所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建设单位在进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或者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应当分别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供备案申报表、

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相关材料及施工许可文件复印件或者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材料。按照住房和城乡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施工图审查的，还应当提供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合格文件复印件。 

  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可以不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收到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申报后，对备案材料齐全的，应当出具备案

凭证；备案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 日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已经备案的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工程中，随机确定检查对象并向社会公告。对确定为

检查对象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 20 日内按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完成图纸检查，或者按

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完成工程检查，制作检查记录。检查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检查不合格的，还应当书

面通知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收到通知后，应当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组织整改后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复查。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进行复查并出具书面复查意见。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已经依法备案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确需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申报

消防设计备案。 

  第二十六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未依法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法

处罚，责令建设单位在 5 日内备案，并确定为检查对象；对逾期不备案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备案期限届满

之日起 5 日内通知建设单位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二十七条 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下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

导。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办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实行主责承办、技术复核、审验分离

和集体会审等制度。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的主责承办人、技术复核人和行政审批人应当依照职责对消防

执法质量负责。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与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抽查比例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结合辖区内施工图

审查机构的审查质量、消防设计和施工质量情况确定并向社会公告。对设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的抽查比例不

应低于 50%。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照本规定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实施备案抽查，不得擅自确定

检查对象。 

  第三十条 办理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近

亲属，或者与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办理公正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一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接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关建设工程违反消防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

防技术标准的举报，应当在 3 日内组织人员核查，核查处理情况应当及时告知举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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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时，不得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产品设定法律

法规规定以外的地区性准入条件。 

  第三十三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指定或者变相指定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

位和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不得指定消防产品和建筑材料的品牌、销售单位。不得参与或者干预建设工程消防设施施

工、消防产品和建筑材料采购的招投标活动。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的依据、范围、条件、程序、期限及其需要提交的

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应当在互联网网站、受理场所、办公场所公示。 

  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的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以外，应当予以公开，

公众有权查阅。 

  第三十六条 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具许可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或者其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依法撤销许可意见： 

  （一）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作出的； 

  （二）建设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 

  （三）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超出法定职责和权限作出的； 

  （四）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的； 

  （五）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的。 

  依照前款规定撤销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第三十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二款、

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有关消防法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

术标准，造成危害后果的，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时，提供虚假材料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不予受理或者

不予许可并处警告。 

  第四十条 违反本规定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第四十一条 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擅自

投入使用的，分别处罚，合并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一）已经通过消防设计审核，擅自改变消防设计，降低消防安全标准的； 

  （二）建设工程未依法进行备案，且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的； 

  （三）经责令限期备案逾期不备案的； 

  （四）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函告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一）建设工程被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的； 

  （二）建设工程经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抽查不合格的； 

  （三）其他需要函告的。 

  第四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

下列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出具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或者通过消防设计、竣工

验收消防备案抽查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消防验收的申请或者消防设计、竣工验收的备案、抽查，不予受

理、审核、验收或者拖延办理的； 

  （三）指定或者变相指定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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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利用职务接受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财物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中的建筑材料包含建筑保温材料。 

  第四十六条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是指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中的“日”是指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 

  第四十八条 执行本规定所需要的法律文书式样，由公安部制定。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1996 年 10 月 16 日发布的《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

定》（公安部令第 30 号）同时废止。 

 

 

8.3.193）《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意见》(2004 年 11 月 1日·中组发〔2004〕10号) 

http://www.audit.gov.cn/n577/n704/n705/c65746/content.html  

http://dj.ouhai.gov.cn/art/2016/4/18/art_1266102_3668764.html  

http://www.jmdjw.gov.cn/read.asp?id=6831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2004 年 11 月 1 日·中组发〔2004〕1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中直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部，国资委党委、各金融机构党委组织

部，铁道部政治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探索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新机制，加强流动党员管理 ，促进广大党员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从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入手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是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对

于严密党的组织，切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组织部就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各地各部门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在

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方面积累了许多好做法、好经验。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员

组织关系管理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必须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为了加强新形势下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工作，现将《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意见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人员在产业之间转移和地区之间流动日趋广泛，流动方式呈

现多样化，党员流动也日益频繁，党员组织关系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

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确保每个党员都能及时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

受党组织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始终保持先进性，现就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提

出如下意见。 

一、规范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系凭证及使用范围 

党员组织关系包括正式组织关系和临时组织关系。转移和接收正式组织关系，应当凭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

绍信；转移和接收临时组织关系，应当凭据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信或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 

  党员外出地点或工作单位相对固定，外出时间 6 个月以上的，一般应当开具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外

出时间 6 个月及 6 个月以内的，一般应当开具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信。外出地点、时间不确定的，一般应当持有中

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短期外出开会、参观、学习、实习、考察等，时间在 3 个月及 3 个月以内，无需证明党

员身份的，可不开具党员组织关系凭证。 

二、进一步明确在全国范围相互直接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系的权限 

按照中央组织部有关文件的规定，原具有在全国范围相互直接转移和接收党员正式组织关系权限的党组织不变。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境内企业党委（直属党委），铁道部部属各公司、各铁路分局及分局级公司党

委，省（自治区、直辖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组织部（处），可以在全国范围相互直接转移和接收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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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组织关系。 

具有在全国范围相互直接转移和接收党员正式组织关系权限的党组织，同时具有相互直接转移和接收党员临时组织

关系的权限。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及市（地、州、盟）各部门的机关党组织，县（市、区、旗）直属

机关党（工）委，乡镇党委，城市街道党（工）委，企事业单位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团或相当于

团级单位政治机关，可以在全国范围相互直接转移和接收党员临时组织关系。 

三、在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系中有关党组织的主要职责及对党员的要求 

转出党员组织关系党组织的主要职责是： 

1、教育督促党员按照规定及时转移组织关系，并如实填写党员组织关系凭证。 

2、建立转移组织关系党员基本情况登记制度，对临时外出的党员要采取适当方式与其保持联系。 

3、及时了解党员外出期间的表现，查验流动党员活动证记载的有关内容。 

4、及时掌握党员去向，与党员所去地方或单位党组织保持联系。 

接收党员组织关系党组织的主要职责是： 

1、认真查验转移党员组织关系凭证，为党员办理组织关系接收手续，及时将党员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并加强对党

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 

2、将接收党员的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及时反馈给转出组织关系的党组织。 

3、在流动党员活动证上如实填写党员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组织关系变更、民主评议情况等内容，并将

相关材料转给其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 

4、对于因工作需要、经济条件等原因不能回原所在党组织办理组织关系转移手续的党员，帮助其办理组织关系转

移手续。 

对党员的要求是： 

1、因工作、学习、生活等原因离开原所在党组织，要及时转移党员组织关系，在规定时间内到所去地方或单位党

组织报到。 

2、短期外出或外出时间较长但无固定地点的，应当通过适当方式主动与原所在党组织保持联系，汇报外出期间的

有关情况，按照规定交纳党费。 

3、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

行脱党。支部大会应当决定把这样的党员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四、有针对性地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和接收工作 

凡党员所去单位已建立党组织的，应当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单位党组织；单位未建立党组织的，应当将其组织关

系转移到单位所在地或其居住地党组织，也可以转移到行业主管部门党组织，或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

的人才（劳动）服务机构党组织。 

集体外出、地点相对集中且外出时间较长的党员，可不转移党员组织关系，由原所在党组织在他们中建立党组织并

进行管理，所去地方或单位党组织协助管理；也可以由原所在党组织委托所去地方或单位党组织管理，原所在党组

织协助管理。 

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党员，流向比较集中的，原所在单位党组织应当与其所去单位或地方党组织做好衔接工作，

为他们集体办理党员组织关系移交手续；流向分散的，原所在单位党组织也要主动向党员所去地方或单位党组织提

供情况，帮助党员及时落实组织关系。党员所去单位或地方党组织原则上不能拒绝接收。暂时不具备接收条件的，

上级党组织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积极为这些党组织创造条件，并对其接收外来党员提出具体的时间等要求。 

离退休干部、职工中的党员组织关系的管理，原则上按照已有规定办理。对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纳入社区管理

的退休干部、职工中的党员，应当将其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社区所在的街道党组织，并将其纳入所居住的社区党组

织进行管理，社区党组织接收确有困难的，上级党组织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积极创造条件，并对社区党组织接收

外来党员提出具体的时间等要求；被原单位返聘的，其党员组织关系可继续留在原单位党组织；对易地安置的，应

当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安置地党组织；对异地居住、受聘到新的单位工作或外出务工经商的，应当根据时间长短

及工作单位等具体情况转移正式组织关系或临时组织关系。 

高校毕业生党员，已经落实工作单位的，应将党员组织关系及时转移到所去单位党组织；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可

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

属的人才（劳动）服务机构党组织；按国家有关规定选择将户口两年内继续保留在原就读学校的，也可将党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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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保留在原就读学校党组织，原就读学校党组织要承担对其教育管理的责任，党员本人要主动与原就读学校党组

织保持联系，按规定交纳党费。 

五、切实加强对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工作的领导 

党员组织关系管理，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各级党委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对于加强党员队伍

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管理和具体指导。要健全管理制度，落实专人负责，定期

督促检查，确保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各项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切实增强服务意识，积极帮助党员解决转移组织关系中遇到的困难。要协调

有关部门和单位，重点做好国有企业改制中党员组织关系的转移和接收工作，使企业、街道社区等有关单位党组织

的工作有效衔接，妥善解决相关问题，防止党员组织关系“挂空”，确保每个党员都能纳入党的一个组织的教育管

理之中。 

要严肃党的纪律。对在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系过程中推诿扯皮、无故拒转拒接的党组织和党员，上级党组织要及

时进行纠正，对拒不纠正的，要按照有关规定，对主要责任者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对采取弄虚作假手段伪造党员

身份证明的，要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8.3.194）《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 

http://newspaper.jcrb.com/2017/20170626/20170626_001/20170626_001_1.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6/25/content_5205377.htm  

http://iplr.whu.edu.cn/index.php?c=article&id=109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47/info69581.htm  

 

 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  近日中共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贯彻

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重大决策部署，从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加快构

建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对加强新形势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提出明确要求、作出统筹部署。 

《意见》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

党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 

《意见》要求，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思想建党

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坚持从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实际出发，坚持制定和实施并重，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把中央要

求、群众期盼、实践需要和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扎实推进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保持党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提供坚强法规制度保证，确保党

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 

《意见》提出，到建党 100 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高效的党内法规制度实施体系、有力的党

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体系，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 

《意见》强调，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

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按照“规范主体、规范行为、规

范监督”相统筹相协调原则，完善以“1+4”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即在党章之下分为党的组织法规制

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 4 大板块。完善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全面

规范党的各级各类组织的产生和职责，夯实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组织制度基础。完善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加强和

改进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为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提供制度保证。完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

度，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

战斗力。完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切实规范对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监督、考核、奖惩、保障等，确

保行使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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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要求，中央纪委、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区市党委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谋划、积极推进本系统本地区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探索赋予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党委在基层党建、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定权。 

《意见》强调，制定党内法规制度必须牢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方向要正确、内容要科学、程序要规范，保证每项

党内法规制度都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 

《意见》要求，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要坚持以上率下，从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做起，以身作则、严

格要求，带头尊规学规守规用规。加强学习教育，加大党内法规宣讲解读力度，将党内法规制度作为各级党委（党

组）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纳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必修课程。强化监督检查，将党内法规制度实施情况作

为各级党委督促检查、巡视巡察的重要内容，对重要党内法规制度实施情况开展定期督查、专项督查。加大责任追

究和惩处力度，严肃查处违反和破坏党内法规制度的行为。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建立贯通上下的备案工作体系，建

立备案工作考核通报制度。 

《意见》强调，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党委要认真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工作，与党建其他工作一同

部署、抓好落实。加强党内法规工作机构建设，充实配强工作力量。省区市党委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党内法规工作机

构，承担党内法规制度规划计划、起草审核、备案清理、督促指导和服务党委领导立法、法律顾问等职责。制定党

内法规人才发展规划，建设党内法规专门工作队伍、理论研究队伍、后备人才队伍。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着力打造一支对党绝对忠诚、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勇于担当负责、甘于吃苦奉献的党内法规专门工作队伍。 

 

 

8.3.195）《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2015 年 12 月 9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3/c_1117444525.htm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5/1214/c1001-27923131.html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12/id/1766904.shtml  

   党校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发挥党校作用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执政水平的重要保证。为适应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更好地促进党校事业发展，现就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党校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各级党校在干部队伍建

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进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撑。现在，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致力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于锻造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提高党的执政能

力，实现党的执政使命，迫切需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要求，进一步发挥党校培

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作用，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强化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

线思维，全面提升能力素养，解决新形势下能力欠缺、“本领恐慌”问题，更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二）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提

高党员干部思想理论素养和党性修养。现在，一些干部不合格，主要是思想政治素质不合格；一些干部出问题，根

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问题。党校承担着强化理论武装、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职责，

肩负着加强党性党风教育、传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重要使命。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充分发挥“三个阵地、一个

熔炉”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推动党员干部落实“三严三实”要求，从思想、政治、作风等方面严起来、强起来，做

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把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落到实处。 

    （三）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是促进党校事业健康发展的紧迫课题。伴随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校事业取得历

史性进步，各方面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的定位不准，没有突

出党校有别于一般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的特色和优势；有的主业主课不突出，存在重一般知识技能培训、轻党的理

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现象；有的教学针对性实效性不强，不善于运用科学理论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有的在管理上

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导致学风不好、校风不正；有的对党校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保障不力，等等。这些问题严

重制约党校事业发展和党校作用发挥，必须认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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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坚持党校姓党根本原则 

    （四）坚定政治方向。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党校办学第一位的要求，是党校姓党最重要的标志。要全面贯彻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党

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切教学、科研和办学活动都要坚持党性原则、遵循党的政治路线，

做到党的重大理论成果、重大战略部署及时进课堂，党中央作出的决策迅速贯彻、关注的问题深入研究、交付的任

务认真完成。 

    （五）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党校姓党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到党校各项工作中，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防止书斋式的空

谈、教条式的研究。既加强对学员进行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教育，又倡导教职工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弘扬求真务实风气、民主讨论风气、创新进取风气。鼓励学员之间、教员之间、学员和

教员之间开展平等讨论交流，实现学学相长、教学相长。 

    （六）坚持质量立校。办学质量是党校安身立命之本。要把质量立校作为党校工作的重要遵循，作为全面提升

党校工作水平的一项战略任务。坚持高标准办学，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积极探索和运用党校教育规律、干部成长规

律，着力提高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形成以质量为办学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激励

约束机制、责任落实机制，充分调动教职工和学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更好发挥党校特色和优势。 

    （七）坚持从严治校。从严治校是全面从严治党在党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对党校校风、校纪、校规的根本

要求。要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学，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建立健全

各项管理制度，加强校风学风建设，严肃查处自由散漫、请客送礼、经营人脉等不正之风。对到党校学习培训的干

部，无论什么身份、什么职务，都要作为学员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引导学员严格遵守学习培训和廉洁

自律各项规定，自觉维护教学秩序。对党校的学历教育，要加强规范，从严管理。 

    三、把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作为党校教学首要任务 

    （八）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主课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是党校的主课，是党校教学

最重要的任务，是必须重点抓好的教学内容。这两类课，在中央党校、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市（地）委

党校教学安排中不低于总课时的 70%。按照分级分类和规范班次学制的要求，党校的培训类班次，省（自治区、直

辖市）委党校一般不少于 3 个月，市（地）委党校一般不少于 2 个月，县（市）委党校一般不少于 1 个月；进修类

班次一般不少于 1 个月；专题研讨班一般不少于 5 天。在一个任期内，县委书记、乡镇（街道）党委书记、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分别由中央党校、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市（地）委党校集中轮训一次。突出主课安排，

完善教学布局，所有主体班次都应当在教学安排中充分体现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主课地位。 

    （九）强化党的理论教育。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理论教育中心内容，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导读课作为重要课程，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教育，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教育，引

导学员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作为重中之重，做好讲话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学员头脑工作，引导学员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坚持及时学、跟进学、深入学，坚持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好地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十）强化党性教育。各级党校每个主体班次都要设置专门的“党性教育单元”，针对不同班次的学制长短，

安排充分的教学内容和时间，确保党性教育课不低于总课时的 20%。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深入

开展党史国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深入开展道德品行教育、法治思维教育、反腐倡廉教育，引导学员提升政治修

养、道德修养、法纪修养、作风修养，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红色基因，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坚持先进典型示范教育与反面典型警示教育相结合、党性分析与组织生活相结合，加强对违法违纪典型案例的剖析，

推动党员干部自觉打扫政治灰尘、净化思想灵魂，认真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时时铭记、事事坚持、处处上心，

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十一）强化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各级党校要把党章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列为各个班次的必修

课，打造党章精品课程，推动学员把党章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遵循，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

护党章，真正使党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抓好党规党纪学习教育，加强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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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的学习教育，加强党内有关规章制度学习教育，引导学员守住党规

党纪底线，自觉用党规党纪规范言行。 

    （十二）创新优化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方式。弘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强化问题导向、实践导向，注重

回答学员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倡导和运用研讨式教学、案例式教学、体验式教学、情景模拟式教学和现场教学等

多种教学方式，深入开展领导工作经验交流和党性分析等教学活动，重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提高教学的吸引力感

染力。加强教学基地建设，规范基地管理。制定全国党校理论教育教学大纲和党性教育教学大纲，加强基础课程、

公共课程统编教材建设。实行严格的教案审核、集体备课、课前试讲等制度，对课堂教学进行科学评估并建立激励

机制。根据不同班次特点建立学习考核制度，激发学员学习动力。 

    （十三）加强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建设。根据党校定位确定重点学科，加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加强党性教育学科建设，积极扶持教学急需且相对薄弱学科，逐步形成突出党校特色、

满足干部培训需要的学科体系。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

把培养高素质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工作做实做好做出更大成效，确保党的理论教育后继有人。重视学位点建设，加

强学科带头人培养工作。学位研究生教育要坚持国家标准、办出党校特色。党校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纳入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 

    四、提升党校科研水平和影响力 

    （十四）发挥科研工作的支撑作用。党校科研要紧紧围绕教学展开，以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校教育

培训。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研究，加强对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加强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加强对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建立

健全科研考核激励机制，确保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及时跟进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到重大节点有声音、重大问题亮

观点、重大时段搭平台，为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中央精神提供正确引领和学理支撑。加强对社会思潮的辨析和引导，

发挥党校报刊、网站等思想理论阵地的作用，及时澄清模糊认识，抵制错误思想，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加强

同国内理论界学术界联系与交流，不断提高党校科研的影响力。加大对外交流力度，注重用中国理论阐述中国实践，

进一步提高对外交流工作水平。 

    （十五）积极推进新型智库建设。中央党校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党委和

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及时向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反映重要思想理论动态、提出有

价值的对策建议。建立和完善符合党校智库运行特点的经费管理使用机制，加强智库成果在决策中的转化应用。创

新党校学员参与决策咨询机制。建立全国党校系统智库建设协作机制，确立决策咨询模式和智库成员管理模式，提

高决策咨询服务水平。加强党校系统与行政学院系统、高等学校系统、科研院所系统的智库交流与合作，构建协同

创新的新模式新机制。 

    五、加强党校师资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 

    （十六）严格政治要求。加强和改进党校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教师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忠诚于党、

忠诚于党校事业，坚持党的立场，坚定党的信仰，践行党的宗旨。严明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

讲坛论坛有纪律，促进教师正确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旗帜鲜明、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推动教师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恪守职业道德，弘扬优良作风，坚持为人师表，自觉维护

党的形象和党校声誉。对师德师风不良或不适宜从事党校教学的，调整工作岗位或调离党校。 

    （十七）优化教师队伍结构。落实人才强校战略，把更多优秀人才吸引到党校事业中来。拓宽教师来源渠道，

坚持严格的政治标准和业务标准，注重从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中招录青年教研人员，从高等学校和其他部门引进符

合党校教学要求的优秀人才。加强党校与其他党政机关和单位干部的交流力度，畅通人才双向交流渠道。选聘政治

素质过硬、理论水平较高、善于课堂讲授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选聘先进典型人物、知名专家

学者，担任党校兼职教师。 

    （十八）切实提高师资水平。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实施党校系统“名师工程”，以学科学术带

头人为主体，着力培养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知名教师。通过加强经典著作学习、加强教学科研实践、发挥优

秀教师传帮带作用等多种途径，加强拔尖人才、学术领军人才培养，加快中青年教师培养。加大党校教师到党政机

关或基层挂职锻炼力度，实行蹲点调研制度，组织党校教研人员到基层一线深入了解实际，加深对国情党情的认识，

增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专职教研岗位在全校岗位总量中的比例。 

    （十九）创新师资管理。推进党校组织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形成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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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符合干部教育培训特点的师资准入和退出机制、师资考核评价体系、职称评定和岗位聘任办法，推行教师

竞争竞聘上岗，探索建立岗位等级、工作业绩与薪酬福利挂钩机制。切实保障党校教师工资待遇，增强党校教师岗

位的吸引力。 

    （二十）抓好组织员或班主任队伍建设。党校的组织员或班主任处于教学管理一线，在联系、管理和服务学员

中负有重要责任。根据党校层级、编制数量、办学规模等，配好配强相应级别和数量的组织员或班主任。引导组织

员或班主任提高自身素质，强化责任意识，讲认真、敢较真，督促学员严格遵守学习纪律、课堂纪律、考试纪律、

请假纪律，对违反纪律和规定的学员，该提醒的提醒、该批评的批评、该通报的通报，落实好从严管理学员的责任。 

    六、充分发挥党校系统整体优势 

    （二十一）加强上级党校对下级党校的指导。坚持统筹协调、上下联动，强化全国党校系统的整体功能。中央

党校要制定对地方党校和中央党校分校业务指导的年度工作计划；制定《〈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执行情况评

估办法》和《党校办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并抓好督促落实；制定全国党校系统干部培训班次及其培训目标建议清

单、各种培训班课程设置建议清单，提高党校系统培训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整体质量。中央党校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委党校、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设立党校教研与管理骨干研修班，为下级党校培训师资和干部。在中央党校

建立全国党校教师进修学院，有计划培训党校教师。加强中央党校分校建设，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加强各级

党校之间交流，科学统筹党校系统资源，强化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方面合作，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教学效果。

深入开展精品课示范教学，建立全国党校系统名师名课库，推动名师名课资源共享。 

    （二十二）因地制宜推进县（市）委党校办学体制改革。坚持从实际出发，有效整合县域干部教育培训资源。

有条件的县（市）可独立设置党校，并探索实行县委党校与讲师团合并。提倡和鼓励将市辖区委党校和不具备办学

条件的县委党校设为市（地）委党校分校，由市（地）委党校统筹安排有关培训任务和师资力量，集中力量办好市

（地）委党校。党政部门、国有企业、高等学校、部队等所属党校是培训党员干部和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阵地，都

要履行好职能，充分发挥作用。 

    七、加强和改善党委对党校工作的领导 

    （二十三）坚持党委办党校。各级党委要把办好管好建好党校作为履行党建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把党校工

作纳入党委整体工作部署和党的建设总体安排，每年至少专题研究一次党校工作。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经常过

问党校工作，每年至少一次到党校调研指导或与学员座谈。兼任党校校长的党委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职尽责，做到时

间到位、精力到位、工作到位。各级党委要点名选调重要岗位干部和优秀干部到党校培训，防止和纠正一些领导骨

干和业务骨干多年未参加培训、部分干部多次重复培训的现象，真正使党校成为既培养人才又发现人才的重要渠道。

支持和促进党校人员外派挂职交流，为党校教师挂职锻炼、进行社会调查提供必要帮助。 

    （二十四）选优配强党校领导班子。地方党委党校校长一般由同级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选拔政治立场坚定、

理论功底扎实、有实践经验、年富力强、开拓创新的优秀干部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地方党委党校主持日常

工作的副校长可按同级党委部门正职领导干部选配并作为同级党委成员提名人选，主管教学、科研的副校长人选一

般从教师队伍中选拔产生，防止把党校作为单纯照顾安排干部的地方。 

    （二十五）建立和实行领导干部到党校讲课制度。领导干部到党校讲课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一大优势，必须

长期坚持并形成制度。坚持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到中央党校讲课的做法。省、市、县党委领导班子成员每人每年至少

到同级党校讲一次课。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根据需要不定期到同级党校讲课。每年领导干部

讲课总课时，占各级党校主体班次总课时的比例不低于 20%。领导干部到党校讲课，要以问题为导向，紧密结合干

部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采取形势报告、专题讲座、讲党课等形式，为学员阐明形势、解析政策、交流经验、答疑

释惑，增强讲授的思想性和指导性。各级党委要把领导干部到党校讲课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纳入经常性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 

    （二十六）重视地方党校基础设施建设和办学经费保障。学员教室、学员宿舍、学员食堂、学员图书馆等设施

是党校正常办学必需的基础设施，相关经费由同级财政性资金等途径解决。健全党校经费保障机制，党校办学经费

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统筹考虑。中央财政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相

关地区可统筹中央补助和自有财力加大对党校的经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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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96）《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2/20/content_5169482.htm  

http://news.jstv.com/a/20170221/1487673773803.shtml  

http://www.hlj.gov.cn/zwfb/system/2017/10/27/010852247.shtml  

新华社北京 2 月 20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全文如下。 

为加快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服务功能，健全服务机制，创新服务手段，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

推进乡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就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

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

众新期待，准确把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方向，以增强乡镇干部宗旨意识为关键，以强化乡镇政府服务

功能为重点，以优化服务资源配置为手段，以创新服务供给方式为途径，有效提升乡镇政府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创造良好条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保证正确方向。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始终把党的领导作为加

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根本保证，充分发挥乡镇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确保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坚持改革创新，严格依法行政。加强顶层设计，鼓励地方探索，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坚持以法治思维推动

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保证行政权力规范透明运行，人民权益切实有效保障。 

——坚持以人为本，回应民生诉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

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为人民群众提供精准有效服务，让人民群众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 

——坚持统筹兼顾，实施分类指导。围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协调推进，综合考虑各地经济

社会发展状况和区域特点，找准工作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做到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结合，因地制宜、稳妥有序

推进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不搞“一刀切”。 

（三）主要目标。到 2020 年，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服务内容更加丰富，服务方式更加便捷，服务体系更

加完善，基本形成职能科学、运转有序、保障有力、服务高效、人民满意的乡镇政府服务管理体制机制。 

二、强化乡镇政府服务功能 

（四）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加快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步伐，着力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乡镇政府主要提供以下

基本公共服务：巩固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和水平，改善乡村教学环境，保障校园和师生安全，做好控辍保学和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教育帮扶等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推动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社区教育、

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创业扶持等劳动就业服务；做好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

等社会保险服务；落实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和优抚安置政策，为保障对象提供基本养老服务、残疾人基本公共

服务，维护农民工、困境儿童等特殊人群和困难群体权益等基本社会服务；做好公共卫生、基本医疗、计划生育等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对古村落、古树名木和历史文

化村镇的保护和发展，健全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推动全民阅读、数字广播电视户户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组织开

展群众文体活动等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乡镇政府还要提供符合当地实际和人民群众需求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农民

基本经济权益保护、环境卫生、环境保护、生态建设、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矛盾纠纷化解、扶贫济困、未成年人

保护、消防安全、农村危房改造、国防动员等其他公共服务。县级政府要制定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事项目录清单，特

别是要把扶贫开发、扶贫济困等任务列入清单，明确服务对象和要求。 

（五）扩大乡镇政府服务管理权限。按照权力下放、权责一致的原则，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县级以上政府及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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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部门行使的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措施，以及行政许可事项外，对直接面向人民群众、量大面广、由乡镇服务管理

更方便有效的各类事项依法下放乡镇政府，重点扩大乡镇政府在农业发展、农村经营管理、安全生产、规划建设管

理、环境保护、公共安全、防灾减灾、扶贫济困等方面的服务管理权限。强化乡镇政府对涉及本区域内人民群众利

益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参与权和建议权。县级职能部门不得随意将工作任务转嫁给乡镇政

府。省级政府要依法制定扩大乡镇政府服务管理权限的具体办法，明确下放事项、下放程序和法律依据，确定下放

后的运行程序、规则和权责关系，确保下放权力接得住、用得好。 

（六）推进乡镇行政执法改革。推动行政执法重心下移，探索乡镇综合执法有效形式，开展综合执法工作。落实行

政执法责任制，建立健全乡镇政府与县级执法部门的协作机制，强化乡镇政府在执法事项上的综合协调，以及对派

驻执法机构和人员的日常管理。 

（七）统筹乡镇站所管理体制改革。乡镇事业站所可以实行以乡镇管理为主、上级业务部门进行业务指导的管理体

制；经省级政府批准，也可以实行以上级主管部门为主或按区域设置机构的体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要求，统筹

乡镇党政机构设置。根据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乡镇工作实际，确定党政机构设置形式和数额，可设立若干办公室，

也可只设若干综合性岗位。扎实推进乡镇事业站所分类改革，严格控制乡镇事业站所数量。加强农村经营管理体系

建设，夯实基层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基础，确保责任和人员落到实处。除机构编制专项法律法规外，上级业务部门不

得以机构上下对口等手段要求增加乡镇站所设置和人力资源配置。 

三、优化乡镇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规划一体化。按照区域覆盖、制度统筹、标准统一的要求，打破城乡界限，加快城乡

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进程。以服务半径、服务人口、资源承载为基本依据，结合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统

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加强中心镇、重点镇和特色小城镇的公共服务和基础

设施的建设规划，促进服务资源高效配置和有效辐射。对人口减载区域、困难偏远地区，要合理保留和科学完善基

本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拓展，保障符合条件

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无障碍建设和改造，为全社会成员参

与社会生活、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创造更好条件。推进乡镇现有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整合，推动城市优质公共服务资

源向农村延伸。地方各级政府要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省级政府要制定本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强化

标准体系的引导约束机制。 

（九）改进乡镇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机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要支持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项目和社会事

业发展，引导信贷资金投向农村和小城镇。对县级以上政府及其部门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建设项目，属于县

级以上政府事权的，应足额安排资金，不得要求乡镇安排项目配套资金。对承担超出乡镇辖区范围提供服务的重大

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项目，县级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并提倡和鼓励乡镇间的共建共享。 

（十）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合理划分县乡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结合

乡镇经济发展水平、税源基础、财政收支等因素，实行差别化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县级政府要强化统筹所辖乡镇

协调发展责任，帮助弥补乡镇财力缺口。硬化乡镇预算约束，强化预算执行，规范经费支出，严格监督管理，严禁

乡镇举债，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加强和规范乡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进乡镇国库

集中支付全覆盖。 

四、创新乡镇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十一）建立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完善群团组织承接乡镇政府职能的有关办法，将适合群团组织承担的乡镇服

务管理职能依法转由群团组织行使。厘清乡镇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责边界。完善村级

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积极健全城乡社区治理机制，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乡镇公共

服务提供中的作用。推动乡镇政府加强政策辅导、注册和办公场所协助、项目运作、人才培训等工作，支持社会组

织发展。鼓励发展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扶持社会力量兴办为民服务的公益性机构和经

济实体。依法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社会捐赠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通过捐赠或捐助等方式参与乡镇公益事

业发展。加强乡镇政府对各类服务提供主体的统筹协调和有效监管。 

（十二）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加强乡镇政府购买服务公共平台建设，对适宜采取市场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

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应尽可能交由社会力量承担，由花钱养人向花钱办事转变。县级政府要制定乡镇政府购买服

务指导性目录，编制乡镇年度购买服务计划，明确购买服务的种类、性质和内容，完善购买服务招投标、预算管理

和绩效评估机制。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有效方式。鼓励和引导具备法人资格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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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织、社会组织、公益性服务机构，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十三）提高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依托统一的政府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县乡（镇）之间、县级职能部门之间信息

共享、互联互通和业务协同，构建面向公众的一体化在线公共服务体系，并为贫困乡镇建立线上线下互动的信息化

综合服务点，推动医疗、教育、就业、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政策落地。以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系统为支撑，采取

“乡镇前台综合受理，县乡（镇）后台分类办理，乡镇统一窗口出件”的服务流程，逐步实现县乡（镇）政务服务

事项的一窗口办理、一站式服务、一平台共享、全县域通办和全流程效能监督。扩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受理、办理

的数量和种类，简化办理程序，清理不必要的证明和手续，加强政务服务网络无障碍建设，提高群众办事便捷程度。

推广数字智能终端、移动终端等新型载体，灵活运用宽带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物联网等手段，推动

乡镇公共服务向智慧化、网络化方向发展。 

（十四）健全公共服务需求表达和反馈机制。着力完善科学有效的群众权益保障机制，健全公共服务需求表达和评

价机制，强化群众对公共服务供给决策及运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需求

表达和监督评价方面的作用。落实乡镇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建立乡镇干部联系服务群众常态化、全覆盖的有效

办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健全乡镇党委领导的民主协商机制，推行人民建议征集制度、重大事项听

证制度、重要会议旁听制度，建立健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情况和建议的“直通车”制度。全面推进乡镇政务

公开制度，完善乡镇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联动机制，对群众关心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应做到随时公开。

充分发挥互联网站、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作用，及时发布乡镇政府信息。积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

进理念、技术和资源，及时了解公共服务需求，动态掌握实施效果。 

五、加强组织保障 

（十五）切实发挥乡镇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乡镇党委是乡镇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是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的龙头。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强化政治引领功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坚决贯彻落实，始终推动各项改

革、各项工作围绕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来加强。加强对乡镇政府的领导，支持乡镇政府依法行使职权，扎实开展服务

能力建设，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人民群众的水平。严格落实党建责任，加强党委自身的思想、制度、作风、

廉政建设，加大抓村力度，严肃党组织生活，严格党员教育管理，切实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落实党的政策、

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 

（十六）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认真抓好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贯

彻落实，建立健全符合乡镇工作特点的干部管理制度，形成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良性机制。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选优配强乡镇领导班子，特别要加强贫困乡镇的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健全有利于各类人才向

乡镇流动的政策支持体系，有计划地选派县级以上机关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干部到乡镇任职、挂职，加大从优秀村干

部中招录乡镇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力度，有序推进乡镇之间、乡镇与县级机关之间干部交流。完善乡镇事业编制

人员岗位聘用、职级晋升和职称评定方面的倾斜政策。注重从乡镇事业编制人员、优秀村干部、大学生村官中选拔

乡镇领导干部。实行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落实乡镇工作补贴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政策。将乡镇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纳入市、县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建立乡镇干部轮训制度。加强乡镇干部作风建设，牢固树立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增强乡镇干部热爱基层、坚守基层、奉献基层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完善乡镇干部职务行

为规范，推行乡镇干部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业绩评议制、失职追究制，重视乡镇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培养。

建立健全容错机制，落实激励保障，充分激发乡镇干部干事创业活力。坚持从严管理，严格执行工作、考勤、病事

假等制度，督促乡镇干部在岗在位，安心用心，扎实工作，奋发有为。 

（十七）改进乡镇政府服务绩效评价奖惩机制。以乡镇政府职责为依据，结合不同乡镇实际，建立科学化、差别化

的乡镇政府服务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坚持绩效指标设定和目标管理相结合，推行一次性综合考核，探索乡镇政府实

绩“公开、公示、公议”等做法，建立健全县级职能部门和乡镇政府之间履职双向考核评议制度，完善社会满意度

评价及第三方考评办法，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权重。坚持把考评结果作为乡镇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选拔

任用、评优评先、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的重要参考，引导乡镇干部改进作风，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增进

群众感情，做群众的贴心人。对工作实绩差、群众满意度低的乡镇领导班子和干部，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约谈、责

令整改、通报批评、严肃问责。统筹规范针对乡镇的评比表彰、示范创建等活动，未经省级党委和政府批准，不得

对乡镇设置“一票否决”事项。 

（十八）强化乡镇政府监督管理。省级政府结合实际研究确定乡镇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工作，推进乡镇政

府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建立健全乡镇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完善乡镇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制度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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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示制度。健全乡镇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县级政府对乡镇政府经常性指导和监督，发挥乡镇人

大依法监督职能和人大代表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和舆论监督作用，强化

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健全行政问责制度，明确问责事项和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结合实际，科学谋划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总体安排和推进步骤，及时制定实施方案，

抓好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强化部门协作，加强工作指导、政策支持和督促检查。

民政部等相关部门要对本意见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和综合评估，并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8.3.197）《江西省贯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施办法》(赣发【2017】12 号 2017 年 6月 9日) 

http://jw.ecut.edu.cn/b8/d9/c4598a47321/page.htm  

http://www.srlz.gov.cn/a/ggl/2017/1122/5223.html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规范和强化我省党的问责工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党的问责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

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第三条党的问责工作应当坚持的原则：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级负

责、层层落实责任。 

第四条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

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

人。对其他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进行问责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包括：检查、通报、改组。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

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 

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第六条问责应当分清责任。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

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 

集体研究决定的事项应当分清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第七条问责应当正确把握“三个区分开来”的政策界限，保护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 

（一）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二）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

来； 

（三）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第二章 问责情形 

第八条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有《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六条所列情形的，应当予以问责。 

第九条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严重后果或产生恶劣影响的，应

当予以问责： 

（一）落实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领导不力，工作进展缓慢，问题较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的； 

（二）弄虚作假、欺骗组织的； 

（三）任职期间，领导班子成员多人或者多次发生违规违纪问题受到处理的； 

（四）对直接管理的下属违规违纪问题长期失察，或者直接管辖范围内同类违规违纪问题反复发生的；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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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巡视巡察、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专项治理等工作中反馈的问题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 

第三章 问责启动和调查 

第十条党委（党组）发现需要问责的情形，应当启动问责。 

党委(党组)对情况复杂、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情形应当直接进行问责调查；其他需要问责的情形，可以指定纪委

（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进行问责调查。 

第十一条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发现需要问责的情形，应当向有管理权限的党委（党组）提出启动问责的

建议。 

第十二条巡视巡察机构、司法机关、审计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等在工作中发现需要问责的问题线索，应当及时移送

有关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或者党的工作部门。 

第十三条问责调查时间一般不得超过六十日。特殊情况下，经问责调查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后，可以适当延长。 

第十四条问责调查期间，有关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当主动配合调查，对干扰、阻碍、对抗调查工作的领导干部，

问责调查机关可以向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建议暂停其职务。 

第十五条应当被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的，调查机关提出问责建议并将有关材料移交有管理

权限的党组织，由该党组织进行问责。 

第四章 问责决定 

  第十六条问责决定应当由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其中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

权采取通报、诫勉方式进行问责；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按照党章和有关党

内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 

第十七条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作出问责决定，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作出问责决定前，应

当听取被问责对象的陈述和申辩，并且记录在案；对其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 

第十八条问责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追究责任： 

（一）干扰、阻碍、对抗问题调查处理的； 

（二）弄虚作假、隐瞒问题及事实真相的； 

（三）出现问题后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导致危害结果扩大，或者不总结教训、导致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的； 

（四）对调查人、投诉人、检举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的； 

（五）其他应当从重或者加重追究责任的。 

第十九条问责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追究责任： 

（一）对职责范围内发生的问题及时如实报告并主动查处纠正，有效避免损失或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消除不良影响

的； 

（二）积极配合问责调查，并且主动承担责任的； 

（三）认真整改，成效明显的； 

（四）其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追究责任的。 

第二十条问责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免予问责： 

（一）在制定或者执行错误决策过程中，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的； 

（二）按照中央、省委关于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有关规定可以免予问责的情形。 

第五章 问责执行 

第二十一条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

问责决定的执行情况应当在三个月内报告问责决定机关。 

对党的领导干部作出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问责决定的，应当制作《问责决定书》。《问责决定书》应当写明

问责事实、问责依据、问责方式、批准机关、生效时间、当事人的申诉期限及受理机关等。 

第二十二条对党组织作出检查问责决定的，受到检查问责的党组织，应当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书面检查应当

写明失职失责情况、产生原因、认识态度、整改措施等，以党组织的名义报上级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对

书面检查不到位的，应当责成重写。 

对党组织作出通报问责决定的，应当明确通报的范围，采取党内会议、文件等形式进行通报。 

对党组织作出改组问责决定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二条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执行。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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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对党的领导干部作出通报问责决定的，应当明确通报的方式、范围等。通报可以采取党内会议、文件等

形式，一般在被问责对象所在党组织范围内进行，视情可以扩大通报范围。 

对党的领导干部作出诫勉问责决定的，谈话诫勉根据诫勉对象的职务和岗位确定适当的谈话人，谈话诫勉由二人以

上进行，并制作记录。谈话诫勉对象为班子成员的，所在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应当在场。书面诫勉对象为班子成

员的，应当告知所在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对党的领导干部作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问责决定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

免职等措施，由有管理权限的党委（党组）和有关党的工作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对党的领导干部作出纪律处分问责决定的，由有管理权限的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等有关党内法规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有关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

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 

第二十五条党的领导干部受到诫勉问责的，六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重用；受到调整职务问责的，一年内不得提拔；

受到责令辞职、免职问责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问责

的，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纪律处分问责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相关规定执行。同时受到组织处理

和纪律处分问责的，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被问责的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问责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问责决定

机关提出书面申诉。问责决定机关收到书面申诉后，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申诉处理决定。申诉处理决定应当以书面

形式告知申诉人及其所在党组织。对申诉处理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其上一级组织申诉。 

申诉期间，不停止问责决定的执行。 

第六章 问责监督 

第二十七条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向问责决定机关写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

深刻检查，提出整改措施，接受党组织监督。 

第二十八条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采取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一般应当向

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九条各级党委（党组）和纪委（纪检组）应当加强问责工作的监督检查，将问责工作纳入年度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对存在下列情形，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对负有责任的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实

施问责。 

（一）应当问责不进行问责的； 

（二）对问责决定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到位，对存在问题不整改纠正或者整改纠正不到位的； 

（三）打招呼、说情，或者违规以其他方式对问责工作施加影响的，一律记录在案，并严肃问责。 

第三十条实行问责情况报告制度。各级党组织每年应当对问责工作情况进行分析、通报，并向上级党委（党组）和

纪委（纪检组）报告问责工作情况。重大问责情况应当及时报告。 

党的工作部门应当将有关问责情况抄送同级纪委。纪委（纪检组）应当每月汇总统计本地本部门问责情况，向上级

纪委进行书面报告。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本办法的具体解释工作由省委办公厅商省纪委办公厅承担。 

第三十二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我省此前发布的有关问责的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8.3.198）《江西省行政投诉中心管理暂行办法》(赣府厅发[2010]14 号 2010 年 2月 10 日) 

http://www.jxlz.gov.cn/zcfg/snzcfg/201312/t20131230_62217.htm  

http://www.jxwst.gov.cn/doc/2010/03/26/97463.shtml  

https://www.chinaacc.com/new/63_74_/2010_6_23_lv440822344132601024064.shtml  

江西省行政投诉中心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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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投诉中心工作，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

能，优化发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国务院《信访条例》、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

于创建最优发展环境的决定》和《江西省行政效能监察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行政效能投诉工作坚持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和有诉必理、有理必果、有果必复的原则。 

  第三条 本省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投诉中心、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所属部门行政投诉机构（以下统称行政

投诉机构），受理、办理、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投诉人）对本省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

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以下统称被投诉人）有关行政行为的效能投

诉，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上级行政投诉中心对下级行政投诉中心、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投诉中心对本级政府所属部门行政

投诉机构的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 

  第二章 机构和职责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投诉中心属同级人民政府派出机构，归口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同级人民政府和同

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各级政府所属部门行政投诉机构属部门内设机构，对所在部门负责。 

  第六条 行政投诉中心的主要职责： 

  （一）受理、调查和处理管辖范围的行政效能投诉； 

  （二）指导、协调和监督管辖范围的行政效能投诉工作； 

  （三）监督检查管辖范围内被投诉人行政效能情况，督促被投诉人加强机关效能建设，组织或者配合有关部门

对被投诉人进行绩效考核评议； 

  （四）实施对重大公共投资项目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的效能监察； 

  （五）草拟或制订有关行政效能投诉的规章制度。 

  第七条 行政投诉中心的权限： 

  （一）要求被投诉人提供与投诉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财务账目及其他有关材料，进行查阅或者予以复制； 

  （二）要求被投诉人就投诉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或说明； 

  （三）责令被投诉人立即停止或纠正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纪律的行为，对所造成的危害采取补救措施； 

  （四）依法没收、追缴被投诉人的违法、违规所得或者责令退赔； 

  （五）根据检查、调查或者考核评议结果，提出处理意见或者建议。 

  第三章 行政效能投诉的受理  

  第八条 受理投诉的范围： 

  影响发展环境、影响机关行政效能和损害群众利益等方面问题的投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投诉中心受理对下级人民政府、同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含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

务管理职能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及其班子成员的行政效能投诉；受理不服下级人民政府行政投诉

中心、同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行政投诉机构对行政效能投诉问题处理的投诉；管辖范围内确有必要直接受理的重要

投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部门行政投诉机构受理对本部门内设机构、所属各单位的行政效能投诉。 

  对管辖权有争议的投诉件由上一级投诉中心直接受理或由上一级投诉中心指定有管辖权的一方受理。 

  第九条 对下列情况之一的投诉不予受理： 

  （一）越级投诉（来函投诉的信件中如未表明投诉人已经逐级投诉则视为越级投诉）； 

  （二）纪检监察、信访等有关部门对于投诉事项已受理的投诉； 

  （三）投诉事项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或作出行政复议、仲裁决定的投诉； 

  （四）行政效能投诉以外的投诉。 

  第十条 受理来信、来访、来电、网上投诉及其他方式进行的投诉。 

  第十一条 受理的投诉件应有具体的被投诉人、清楚的内容和明确的诉求；投诉件应当署真实姓名，并有通讯

地址或电话等联系方式。 

  第十二条 行政投诉中心应当公布投诉电话、网址，设立投诉信箱，方便投诉人投诉。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有关行政效能的投诉，投诉中心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提出是否受理的意见并告知投诉人。对不属于行政效能投

诉受理范围，不予受理的，须向投诉人作出说明；属其他行政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告知投诉人向有关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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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 

  第十三条 对多人来访投诉反映共同问题的，应当建议投诉人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 5 人。 

  第十四条 投诉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投诉中心给予批评教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害投诉工作场所的公私财物； 

  （二）大声吵闹； 

  （三）纠缠、谩骂、侮辱、殴打、威胁投诉中心工作人员的。 

  第十五条 各级行政投诉中心对上月投诉情况应向上级行政投诉中心报送《受理群众投诉情况统计表》，数据必

须真实、准确、完整。 

  第十六条 各级行政投诉中心应该加强对投诉情况的分析，发现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

防止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各级行政投诉中心应收集、整理典型投诉案例，对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

调研，及时总结。 

  第四章 行政效能投诉的办理  

  第十七条 行政投诉中心受理投诉后，及时确定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可采取自办或转办。 

  对直接受理对象或管辖范围内确有必要直接办理的重要投诉件，可采取自办方式直接进行调查。 

  其他的投诉件可采取转办的方式进行办理。转办的投诉件，应当附《行政效能投诉转办函》；不宜转原件的，

应当摘录投诉件的主要内容。需要报送办理结果的，应当在《行政效能投诉转办函》中予以明确。 

  第十八条 对投诉件的调查，应当由二人以上组成调查组。调查组应制作调查笔录，形成调查报告。调查结论，

由行政投诉中心提出，经本级纪检监察机关或所属部门纪检监察机构批准后，按程序办理。重要投诉件的调查结论，

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 

  行政投诉中心在调查中若发现投诉以外的违纪违法问题，应立即报告本级纪检监察机关或所属部门纪检监察机

构，将案件移送本级纪检监察机关或所属部门纪检监察机构承办，行政效能投诉问题一并查处。 

  第十九条 对已受理的投诉件，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结；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办理期限的，经本监察机关负责人

或所属部门纪检监察机构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间不得超过二个月。 

  第五章 行政效能投诉的处理  

  第二十条 被投诉人行政行为有过错需要追究责任的，由监察机关或者主管机关按《江西省行政效能监察办法》

对被投诉人给予行政责任追究。 

  被投诉人行政过错已损害投诉人合法权益的，责令被投诉人按规定予以纠正、补救。 

  投诉事项失实，或依法不应处理的，应告知投诉人调查结果。 

  第二十一条 上一级行政投诉中心认为下一级行政投诉中心作出的行政效能投诉处理决定不适当的，可以责成

其变更或者撤销。必要时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 

  第二十二条 投诉人对行政效能投诉处理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结果后 30 日内向原投诉处理的行政投诉机构

申诉，原投诉处理的行政投诉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诉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复查决定。对复查决定仍不满意的，可以在

收到复查决定后 30 日内向上一级直至省人民政府行政投诉中心申请复核，收到复核申请的投诉机构应当自收到复

核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复核决定。 

  省人民政府行政投诉中心作出的行政效能投诉处理决定，为行政效能投诉处理的最终决定。 

  申诉、复审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六章 行政效能投诉工作纪律  

  第二十三条 行政投诉中心工作人员应做到“四要、四不得”：要认真履行职责，要高效、快捷、周到地为投诉

人服务，要忠于职守，要廉洁从政；不得拒绝应当受理的行政效能投诉，不得泄露投诉秘密，不得影响投诉人合法

行使权利，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 

  第二十四条 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对投诉人的投诉行为进行阻挠、压制，不得打击报复投诉人；被投诉人不得

干扰、阻碍调查工作，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各级各部门行政投诉中心可以依照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行政投诉中心管理实施细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江西省监察厅、江西省人民政府行政投诉中心负责解释。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254 页 共 3277 页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199）《江西省行政权责清单管理办法》(赣府发[2016]11 号 2016-03-07) 

http://www.jxxgj.gov.cn/xxgk_1/zcfg/gfxwj/201604/t20160418_139068.htm  

http://www.jxyanshan.gov.cn/doc/2016/09/05/122960.shtml  

http://www.jxbb.gov.cn/XZSPGG/XZSP_ZCWJ/201603/t20160317_432389.htm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现将《江西省行政权责清单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6 年 3 月 7 日 

江西省行政权责清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规范运行，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和责任政府，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

办发〔2015〕21 号)精神，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省、市、县三级的行政机关、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等（以下统称行政机关）权力清单

和责任清单（以下简称权责清单）的制定与运行，适用本办法。 

  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按照《江西省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15 号）执行。 

  第三条  行政权责清单制定与运行，应遵循职权法定、简政放权、权责一致、透明规范的原则。 

  第四条  机构编制部门是本级行政权责清单的管理机构，负责本级行政权责事项的组织清理，清单编制、公

布、调整和监督检查等工作。 

  政府法制机构负责本级行政机关权责事项的合法性审查工作。 

  监察机关负责行政权力行使情况和行政责任履行情况的监察工作。 

  行政服务中心负责对进驻的行政权力事项办理的日常管理、监督和服务。 

  第五条  行政机关应对依法行使的直接面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职权，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奖励、其他行政权力等，分类进行梳理，明确权责设

定依据，汇总形成行政权责清单。 

  第六条  行政权力清单的项目要素包括项目编码、实施单位、项目名称、权种类别、设定依据等，责任清单

的项目要素包括责任事项、责任岗位、追责情形、责任设定依据等。 

  省、市、县三级共同实施的行政权责事项应当在要素内容上统一规范。 

  第七条  行政权责清单实行动态管理，依法及时更新。 

  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在行政权力清单中增加行政权力事项： 

  （一）因法定依据的颁布、修订应增加行政权力的； 

  （二）上级政府下放行政权力，按要求应承接的； 

  （三）机构和职能调整，相应增加行政权力的； 

  （四）其他依法应当增加的情形 

  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在行政权力清单中取消或下放行政权力事项： 

  （一）因法定依据颁布、修订、废止，导致原设定依据失效的； 

  （二）上级政府取消行政权力事项，应对应取消的； 

  （三）因行政机关机构和职能调整，相关行政权力不再实施的； 

  （四）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按

规定权限可以取消的； 

  （五）直接面向基层和群众、量大面广、由下级管理更方便有效的； 

  （六）其他依法应当取消或下放的情形。 

  第十条  依法需变更行政权力事项、责任事项及其要素的，行政机关应当在有关规定发布后 15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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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级机构编制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明确修改内容，机构编制部门按程序进行调整。 

  出现本办法所列调整行政权责清单情形而行政机关未按时申请的，机构编制部门可以提出调整建议，按程序调

整行政权责清单。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对经过确认保留和调整的行政职权，按照透明、高效、便民的原则逐项编制或修改权力

运行流程图，明确各环节的承办机构、办理要求、办理时限等，经省政府法制办审查后予以公布。同类行政权力运

行流程基本相同的，可绘制通用流程图。 

  第十二条  除涉密事项外，行政权责清单及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按规定审核确认后对外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三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就行政权责清单的制定与运行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对行政机关违反

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 

  机构编制部门、监察机关、行政服务中心和行政机关应当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收集整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 

  第十四条  机构编制部门对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政机关每年 12 月 20 日前向本级机构编制部

门提供行政权责清单运行情况，设区市、县（市、区）机构编制部门每年 12 月 31 日前向上一级机构编制部门报送

行政权责清单工作情况。 

  行政机关应当定期对行政权责事项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需要调整行政权责事项的，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机构编制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本级机构编制部门对该行政机关给予通报；情节严重的，本级机构编制部门提请任免机关或监察

机关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纪给予处分： 

  （一）编制行政权责清单存在隐瞒或遗漏行政权力事项和责任事项的； 

  （二）行政权力和责任事项的设定依据已经发生变化，怠于申请调整，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或者由机

构编制部门审查提出的； 

  （三）违反规定，擅自行使行政权力清单以外的行政权力，扩大、缩小、放弃行使行政权力，变相实施已取消

下放或转变管理方式的行政权力事项的;  

  （四）违法设定、擅自增加行政权力事项的前置条件的； 

  （五）违法进行行政委托、行政授权的； 

  （六）其他违反本办法应予以处理的行为。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清单以外的行政权力，机构编制部门会同政府法制机构进行研究，有法定

依据的，按程序及时将该行政权力纳入行政权责清单；无法定依据的，按程序报同级政府，由同级政府依法处理；

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由行政机关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  垂直管理部门设在各地具有行政职权的机构，其行政权责清单的编制及调整由其上级部门审核确

认，报同级机构编制部门备案，并对外公布。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8.3.200）《江西省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15 号 2015 年 1 月 19日) 

http://www.jxsl.gov.cn/zwgk/wjfg/fg/bsgz/2015/b8f77a3442974b729e0ff6093dba4468.html  

http://www.jxdoftec.gov.cn/ztzl_1/zwzt/pfzl/yfxz/flfg/201503/t20150302_361213.htm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 

第 215 号 

   《江西省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管理办法》已经 2015 年 1 月 7 日第 36 次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省长 鹿心社 

                             2015 年 1 月 19 日 

   第一条 为严格控制行政许可事项，规范行政许可行为，促进依法行政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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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本省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负责实

施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的编制、调整、公布以及目录的日常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目录管理应当坚持依法合理、从严管控、动态调整、便民公开的原则，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目录管理机构负责本级行政许可事项的组织清理、目录编制、更新和监督管

理等工作，并经本级人民政府授权公布目录。  

   机构编制部门负责本级目录所列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职责审查工作，并结合行政体制改革对行政许可事项提出

调整意见。  

   政府法制机构负责本级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依据、名称、条件、程序的合法性审查工作。 

   监察机关负责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情况的监察工作。 

   政务服务管理机构负责进入政务服务中心的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的日常管理、监督和服务。 

   第五条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负责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应当纳入本级人民政府行政许可事项目录进行统一管理，

目录应当及时公开。未纳入目录、无法定依据的行政许可事项不予实施。  

   省以下垂直管理部门的行政许可事项应当纳入实施地人民政府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第六条 纳入目录的行政许可事项，应当有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务院决定作为依据，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

作为依据。  

   纳入目录的行政许可事项，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只作出原则性管理要求的，不得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等方式擅

自增加行政许可事项或者具有许可性质的管理事项。  

   行政许可事项涉及收费的，应当明确收费依据和标准；涉及前置审批的，应当明确前置审批事项和审批机关。  

   第七条 纳入目录的行政许可事项应当全省统一规范。相同的行政许可事项，各级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公布的行

政许可事项名称、许可设定依据、许可实施对象、许可程序、许可条件、申请材料、许可时限等要素和内容应当保

持一致。  

   第八条 行政许可事项必须严格依法设定。省人民政府原则上不新设行政许可事项，市、县人民政府禁止设立

行政许可事项，切实防止边减边增、明减暗增。  

   起草和修改地方性法规、省人民政府规章，拟新设或者调整行政许可事项的，政府有关起草部门和政府法制机

构要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审查论证，广泛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同时征求省

目录管理机构的意见。  

   第九条 法律、法规新设的行政许可事项应当在施行之前纳入目录。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在法律、法规公布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同级目录管理机构和政府法制机构提出纳入目录

的意见，并明确行政许可事项的要素和内容。目录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政府法制机构在收到相关材料后 10 个工作日

内依法审核并纳入目录管理。  

   第十条 下放行政许可事项，应当兼顾便民与基层的承接能力。对上级人民政府集中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在

本级人民政府作出具体承接决定后，有关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目录管理机构和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九条

规定的程序及时办理，确保承接到位，规范运行。  

   国务院集中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未明确实施层级的，由省目录管理机构在征求省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后统一提出层级实施意见。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不得擅自将应当由本级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交由下级行政许可实施机

关实施，也不得实施明确由下级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  

   第十一条 纳入目录的行政许可事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提出取消或者调整的意见或者

建议：  

（一）上级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取消或者调整的，或者设定依据已经失效、废止或者修改的； 

（二）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

的；  

（三）通过制定行业标准或者事后监管等其他管理方式可以达到管理目的的； 

（四）涉及多部门、多环节许可且该许可职能可以由一个部门承担的，因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职能变更调整由其他部

门实施的；  

（五）行政许可事项要素变更调整的； 

（六）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下放审批层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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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后，未制定地方性法规的； 

（八）其他应当予以取消或者调整的情形。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拟取消或者调整目录中的行政许可事项，应当向目录管理机构提出取消或者调整的意见，

并明确许可事项要素和内容。目录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机构编制、法制等部门进行审核，提出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决

定后，作相应取消或者调整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拟取消或者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的设定依据为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的，省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提出书面意见和建议报省人民政府，由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按照立法程序办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

方性法规未修改前，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不得取消或者调整。  

   第十三条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严格按照目录中行政许可事项制定标准化实施办法，优化办事流程和办事指

南，并在受理窗口、办事大厅、政府及部门的门户网站对外公开本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及其内容。  

   第十四条 目录管理机构应当建立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管理系统，实现对行政许可事项增加、取消或者调整的过

程和结果的信息化管理。  

   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管理系统在网上办事大厅运行，并与部门行政许可业务系统、行政许可电子监察系统对接联

通，实现目录信息和许可信息资源跨部门、跨系统交换共享。  

   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管理系统由目录管理机构管理。 

   第十五条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定期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需要取消或者调整行政许可

事项的，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目录管理机构应当对本级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执行目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事项： 

（一）是否及时调整本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 

（二）是否按照法定的许可条件、许可程序办理行政许可事项； 

（三）是否存在目录之外的许可行为； 

（四）是否擅自变更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层级； 

（五）是否存在其他违反目录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十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对目录管理提出意见、建议，进行投诉、举报。 

各级目录管理机构、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和有关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反馈办理情况，告知

处理结果。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以下情形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限

期纠正；逾期不纠正或造成不良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权处理机关依法追究责

任。  

（一）不按规定编制、更新或者公布目录的； 

（二）不按规定调整行政许可事项的； 

（三）不按法定的许可程序、许可期限实施许可的； 

（四）实施或者变相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没有纳入目录管理的行政许可事项的； 

（五）擅自增设或者取消目录的行政许可事项、变更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层级的； 

（六）其他违反目录管理规定的。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8.3.201）《江西省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及指标要素（试行）》(2011 年 1月 28 日赣纪发〔2011〕4号) 

http://www.jxlz.gov.cn/zcfg/snzcfg/201403/t20140303_63879.htm  

关于印发《江西省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及指标要素（试行）》的通知  

赣纪发〔2011〕4 号 

  

    各市、县(市、区)纪委、监察局，省直各单位纪检组(纪委)、监察室，省纪委各派驻纪检组，省监察厅各派驻监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jxlz.gov.cn/zcfg/snzcfg/201403/t20140303_63879.htm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258 页 共 3277 页 

察室，省直机关工委，省教育纪工委：? 

    《江西省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及指标要素（试行）》已经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江西省纪委 

                                                                                                

江西省监察厅 

                                                                                                2

011 年 1 月 28 日  

  江西省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及指标要素（试行）  

  依据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和《江西省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实施办法》精神，按照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要求，以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为突破口，以“制度+科技”为保障，注重系统设计、务实管用、易于操作，以 8 个子体系和 30 大项

指标为重点，现提出我省惩防体系基本框架及指标要素如下。? 

  一、科学发展服务保障体系 

  1、重大决策部署监督检查机制 

  健全对中央和省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定期检查、专项督查、纪律保障机制；健全监督检查协调机制、

考核评估机制和定期报送情况制度。落实省纪委、省监察厅《关于服务保障促进科学发展的意见》。 

  完善对中央和省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快速反应机制。围绕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健全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做好“三农”工作、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及市场价格

调控、房地产调控、规范和节约用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项目和重大资金使用、扶贫和

救灾救济资金物资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长效机制。健全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机制。? 

  2、发展环境优化机制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创建最优发展环境的决定》。完善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有机结合的制度。

健全纠正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以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影响机关效能、损害发展环境问题的长效机制。 

  实施《江西省行政效能监察办法》，健全对机关效能建设监督检查的长效机制。落实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

限时办结制、服务承诺制等制度。执行《江西省影响机关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健全对突出问题督促整改的长

效机制。落实《江西省行政投诉中心管理暂行办法》，健全规范的行政效能投诉流程。落实《江西省优化发展环境

监测点及监督员管理暂行办法》和《江西省优化发展环境监测工作方案》，健全“百千万”内设机构测评制度，完

善发展环境监测长效机制。 

  3、科学的绩效考评机制 

  落实《关于对市、县（市、区）政府考核评价的意见》，建立健全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府组成部门

和直属机构的绩效考核制度，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和程序，实现政府绩效定量评估信息化。完善绩效考核结

果运用办法，健全绩效考核评价激励约束机制。 

  二、公共权力阳光运行体系 

  4、行政审批阳光服务机制 

  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健全行政审批风险防控机制、新增行政审

批事项备案机制、行政审批问责机制。落实行政审批“两集中、两到位”制度（部门行政审批职能集中到一个内设

机构，该内设机构再集中到行政服务中心；向行政服务中心窗口授权到位，审批事项在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办理到位）。

完善全省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健全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办法。健全重大产业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制度。 

  完善省市县乡村五级行政服务网络。落实省级单位推进网上审批、设立集中审批办证窗口制度。完善“一站式”

便民服务机制。落实《江西省提升行政服务中心建设水平实施方案》，健全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法。 

  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完善政务、厂务、村务、公共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办事公开制度，健全政务公

开工作考核办法和督查制度。 

  5、公共资源阳光交易机制 

  落实《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站）建设的指导意见》，完善省市县乡四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健全管理体

制，厘清职能定位，规范服务行为。搭建全省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和电子监察平台，健全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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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直至合同签订、价款支付及监督的常态化机制。建立健全“黑名单”禁入制度。 

  完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全面进场交易制度。落实使用国有资金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含房建和市政基础设施、

交通、水利、农业、信息产业等专业工程）、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土地出让以及矿业权采砂权出让、林权交易等

一律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的制度。落实乡镇、村使用国家、集体资金建设的招标规模以下的工程建设项目（包

括农业、林业、水利等）的招标投标、国有集体产权交易等进入县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乡镇公共资源交易站交易

的制度。健全将特种行业经营权、路桥和街道冠名权、户外广告经营权、客运线路和出租车经营权出让以及罚没、

讼决资产拍卖等活动纳入中心交易的制度。 

  落实《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若干规定（试行）》，完善招投标各方主体刚性操

作办法。建立全省综合评标专家库，规范专家管理使用办法。 

  6、选人用人公开透明机制 

  落实《中共江西省委关于贯彻〈2010-2020 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完善干部选拔任

用初始提名制度。实行党委常委会讨论任用重要干部无记名投票表决制度。 

  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落实领导干部职务任期、任职回避、公务回避等制度，推行党政机

关中层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和定期轮岗交流制度。推行基层领导班子成员公推直选制度。落实重要岗位领导干部差额

选拔制度。 

  落实干部选拔任用前征求同级纪委意见制度。全面实行拟提拔干部廉政报告制度。实行拟提拔领导干部离岗考

察制度。认真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等四项监督制度，健全选人用人公开透明情况民意

测评制度。 

  落实《江西省省直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试行）》、《江西省市厅级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意见（试行）》、《江西省设区市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试行）》,完

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 

  7、财政资金阳光运行机制 

  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规范预算资金分配，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向社会公开财政预算信息制度。全

面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深化执收执罚部门“收支脱钩”管理。 

  完善财政监督运行机制，健全专项资金分配和使用管理机制，建立和完善重大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机制。完善财

政惠农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制度。健全公共财政资金网上运行和监管机制。全面推行公务消费使用公务卡结算

制度。健全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和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落实津补贴和绩效工资发放管理制度，完善公

务接待、因公出国（境）和公务用车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防治“小金库”的长效机制。 

  推行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和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度，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决

策机制。 

  8、国有资产阳光运营和监管机制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要求，深化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落实向企业委派财务总监和法务总监制度。 

  建立和完善政企分开、权责明晰的国有企业资产运营和监管体系，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完善企业负责

人薪酬管理、企业财务管理、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完善国有资本收益管理制度，形成对企业改制、资产评估、

资产转让等关键环节的监管机制。落实国有企业“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和《江西省省属企业负责人重大决

策失误责任追究暂行办法》。落实国有企业效能监察和内部审计制度。 

  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省出资监管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考评暂行办法》

和《关于对省出资监管企业领导人员实行诫勉谈话的暂行规定》，健全促进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长效机制。 

  9、司法公平公正运行机制 

  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完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案件流程管理制度，健全案件流程各环

节操作规则和相关制度。 

  落实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审判活动监督、执行监督等有关规定，健全对司法权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落

实司法回避、巡查等有关规定。完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落实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制度。推行检察

机关办案风险评估预警制度。 

  落实量刑规范及案例裁判标准、检察机关执法规范、监狱和劳教执法规范及服刑、劳教人员考核奖惩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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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规范司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行使。完善监狱劳教各个执法环节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制度，规范减刑（期）、假

释、保（所）外就医、监（所）外执行的办理办法。 

  落实错案责任追究等有关制度，实施信访复查、案件再审中发现问题责任倒查制度，完善对发回重审和改判案

件通报的制度。 

  10、科技手段预防腐败机制 

  落实《江西省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建设工作方案》，建立健全公共资源交易、行政审批、政务公开等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网上运行机制。制定《江西省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绩效考核办法》。建设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

行系统，实现政务在网上公开、公共资源在网上交易、资金在网上运行、监督在网上实施。 

  落实《建设统一高效的电子政务和电子监察系统，整合全省政务信息网络资源实施方案》，建立健全全省统一

的政务信息资源数据中心及共享交换平台、政务数据容灾备份中心、高清晰政务视频会议系统、政务网乡乡通工程，

实现政务网络互联互通、应用信息共享共有、部门业务联合协调、运行过程全程监察。 

  三、权力运行监控体系 

  11、“三重一大”事项民主决策机制 

  落实省委《关于党委（党组）实施“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若干意见（试行）》。完善细化重要干部任

免、财政性资金或融资投资重大项目、数额较大公共性资金安排、大宗国有资产采购和处置等“三重一大”事项决

策制度。推行主要领导末位表态发言制。健全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公示、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听

取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意见等制度。建立健全重大决策报告、风险评估、失误纠错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完善对重大

决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督促、考核机制。 

  12、风险岗位廉能管理机制 

  落实《关于推行风险岗位廉能管理的意见（试行）》，健全清理风险岗位权力事项、编制风险岗位职权目录、排

查岗位风险、评定风险等级、建立风险台帐、制定和优化业务流程、公开业务流程目录等常态机制。实行风险岗位

廉能管理工作报告制度。建立健全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考核办法。 

  建立健全党政“一把手”、公共资源配置、执法和司法、国有资金管理使用、重点工程项目等重点岗位权力运

行的廉能风险管理规范。健全重点领域、关键岗位人员轮岗交流制度。完善重大工程招投标和大额资金使用的风险

防控制度。建立风险岗位预警和评估机制，完善提醒、督导、纠错等措施。 

  13、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 

  围绕权力配置、决策、实施、信息公开、监督、检查问责等环节，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协调

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规范党委常委会、纪委常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完善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提出罢免或撤换要求的

处理办法。完善上级纪委支持和协助下级纪委加强对其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进行有效监督的制度，健全纪检监察机

关派驻机构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监督的制度。完善对高校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

落实对市、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巡视监督制度。 

  落实省委《关于规范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意见》。按照中央《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完

善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制度。 

  落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完善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质询、罢免或撤换等制度。落实党

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落实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财务、人事、工程等制度。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

突制度。严格执行《江西省贯彻落实〈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 

  14、监督主体协调互动机制 

  健全纪检监察机关与人大、政协与新闻媒体及社会义务监督员的信息共享和定期例会制度，与公检法机关、审

计部门信息共享和协调沟通机制。 

  落实人大代表议案、政协委员提案办理规定。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进行监督

的制度；完善政协对党委政府重大决策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及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廉政情况进行监督的

制度。完善和落实向政协通报反腐倡廉工作制度。健全特邀监察员制度。完善审判机关依法受理、审理和执行行政

诉讼案件，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机制；完善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

制度；完善审计部门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离任和任内经济责任审计以及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重点专项资金、重

大投资项目的审计制度。推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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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社会监督制度，落实保护举报人措施。完善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监督作用的措施。完善舆

论监督制度。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 

  四、案件查处体系 

  15、案件及时发现、揭露机制 

  完善信访举报受理机制。健全信访举报线索集中管理制度。完善纪检监察机关接待群众来访和领导预约接访制

度。健全实名举报反馈和奖励制度。 

  建立纪检监察信访信息管理系统，完善省、市、县三级纪检监察机关信访信息互联互通机制。健全信访举报信

息汇集和处理机制。落实县（市、区）委书记和县（市、区）长信访举报件双重管理制度。 

  规范信访举报件处理程序，落实对重要信访举报件进行集体研究和审批制度。落实案件线索定期分析评估制度。

健全对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的跟踪督办制度。 

  16、案件有效查处机制 

  按照“抓系统、系统抓”的办案思路，建立健全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案件查处的长效机制。健全反腐败协调

工作机制。落实纪检监察机关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审计部门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加强协调配合的相关规定，

健全联席会议制度、案件信息反馈制度、案件移送和通报制度，完善协作办案的程序和办法。健全对下级纪检监察

机关办案工作的指导办法，建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领办、督办或下查一级工作制度，健全跨地区、跨部门反腐

败协作机制。建立行贿人档案。 

  落实《案件初核、立案暂行办法》，细化案件初核、立案审批程序，明确向同级党委和上一级纪委报备的案件

范围。落实《关于加强查处案件内部监督和协调的暂行规定》。完善《关于案件备案的暂行办法》，明确案件审结后

下级纪委向上一级纪委报备案审核的具体时限、程序、范围。 

  建立办案信息支撑系统，健全执法执纪单位、行政管理部门与社会公共资源的有效信息共享机制。? 

  17、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机制 

  制定《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案件查处流程及规范》。落实《关于规范使用“两规”措施的实施办法》及相关配

套规定，落实“两规”办案措施使用条件、时限、适用对象、审批权限。完善办案场所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案件监

督管理部门派员对办案场所巡点制度。 

  健全对办案全过程的监督办法，落实案件调查取证、移送审理、涉案款物管理等有关规定和程序。严格落实《关

于案件移送审理暂行办法》、《关于提前介入审理重大案件暂行办法》和《涉刑案件处理试行办法》。落实案件查处

流程管理和对重大涉刑案件提前介入审理的办法。完善《关于基层违纪案件实行“乡案县协审”的暂行办法》，规

范基层纪检监察机关案件审理工作。 

  落实《纪律检查机关办理申诉案件暂行办法》和《关于办理申诉复查案件“劝导撤诉”暂行办法》，健全保障

被调查人申辩权、申诉权、人身权、知情权和财产权的制度。 

  18、查案治本机制 

  落实“一案两报告”制度，完善剖析典型案件、督促发案单位建章立制的长效机制。落实运用典型案件开展警

示教育制度。实行典型案件通报制度。落实案件回访实施办法，健全案件回访登记台帐制度。 

  五、群众利益维护体系 

  19、损害群众利益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机制 

  健全开展损害群众利益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常态化制度。完善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集中治理机

制。 

  完善对保障性住房建设、住房资金使用、工程质量和分配使用的监管机制。健全科学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健

全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机制。完善对社保基金、医保资金、住房公积

金和扶贫、救灾救济资金以及其他涉及民生的政府专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机制。 

  完善对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和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机制，健全在农村土地承包、流转、占补平衡等环节维护农民

利益的长效机制。完善城乡低保资金发放、失地农民基本保障、农民建房收费、教育乱收费、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

中的不正之风、公路“三乱”等问题治理机制。 

  20、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长效治理机制 

  完善“谁主管谁负责”和“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纠风工作责任机制。健全评议基层站所、部门和行业作风工

作机制。健全政风行风热线创新发展机制。完善以政府为主导、各类媒体互相配合的联动机制和以群众满意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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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机制。 

  完善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监管办法和公示制度。健全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违纪违规问题整治机制。完

善对评比达标表彰、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过多过滥问题的治理机制。健全和规范纠风机构办案工作程序和办法。 

  21、维护和保障群众权益机制 

  健全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群众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

机制。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完善惠民政策落实保障机制，健全政策实

施和资金使用过程中权力分解和实时监控机制。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评估、失误纠错和责任追

究制度。 

  完善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和下基层接访、设立“民声通道”制度。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健全对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的快速反应查纠机制。 

  六、反腐倡廉宣传教育体系 

  22、反腐倡廉教育机制 

  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反腐倡廉专题学习、专题民主生活会、主要负责同志定期上廉政党课、新任领导干部

廉政教育培训等制度。健全干部培养、选拔、管理、使用过程中的廉政教育制度。完善干部提拔或轮岗、交流上岗

前廉政教育谈话制度。 

  健全运用勤廉兼优典型开展示范教育、运用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以及岗位廉政教育制度。落实反腐倡廉教育

列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及其他各级干部培训机构培训计划的制度。健全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的廉政教育制度。完善省市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建设。落实党员干部到基地接受教育的长效机制。 

  23、廉政文化创建机制 

  落实《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健全廉政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的

长效机制。规范省市两级廉政文化示范点建设和管理。实施“廉政文化精品工程”，形成廉政书画、歌舞、影视作

品等群众喜爱的廉政文化产品创作常态化机制。 

  24、反腐倡廉舆论引导机制 

  健全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和重点新闻网站、政府网站设立反腐倡廉专栏或制作专题节目制度。完善反腐倡廉

新闻发布制度。落实《关于规范领导干部案件报道工作的规定》。 

  完善反腐倡廉网络宣传、江西廉政网和设区市廉政网站管理制度，完善反腐倡廉舆情信息员和网络评论员制度，

健全反腐倡廉舆情网络信息收集、研判、上报和处置的长效机制。 

  七、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和执行评估体系 

  25、反腐倡廉制度创新机制 

  完善贯穿于教育、监督、改革、纠风、惩治各个环节的制度建设机制。健全制度立项、论证、起草、征求意见、

审核、发布等环节规程。完善制度制定的协调沟通机制。建立健全将行之有效做法和措施及时上升为制度成果的长

效机制。完善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制度创新机制。 

  26、制度执行评估机制 

  落实制度执行情况的考核和评估制度。建立定期开展对反腐倡廉法规清理制度。实施对法规制度廉洁性审查。

健全对重要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执行情况抽样调查制度。完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修订、完善和废止的常态化机制。 

  27、制度执行监督检查机制 

  健全反腐倡廉法规的学习宣传教育机制。完善法规制度执行日常督查、专项检查、重点抽查机制。健全制度执

行的保障机制，完善保障制度执行的程序性规定。 

  八、惩防体系建设领导和保障体系 

  28、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机制 

  落实中央《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和省委《关于省委常委、省政府党员副省长带头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关于对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的行为实施责任追究的办法（试行）》。完善反腐

倡廉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落实党委（党组）书记负总责、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完善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考核办法、考核结果运用制度。健全反腐倡廉工作任务分解和责任落实机制。 

  29、惩防体系建设检查考核机制 

  完善惩防体系建设检查考核机制。落实《江西省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工作考核评价办法》。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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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对惩防体系建设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和满意度民意调查办法。健全组织考核与群众评价、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

结合的综合评价制度。建立工作台账制度，健全惩防体系基本框架构建通报情况制度。完善惩防体系建设责任追究

机制。 

  30、纪检监察组织管理机制 

  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巩固和深化县乡纪检监察机构管理体制改

革。健全省直党群部门和未派驻单位纪检监察机构设置，规范国企、金融和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建设。拓宽选人进人

渠道，完善准入办法，推行上挂下派锻炼等制度。 

  完善纪检监察力量统筹集成的联动机制。落实派驻机构业务工作管理制度和履行监督职责实施意见，完善设区

市纪检监察机关和省直派驻机构工作协作制度。完善省出资监管企业和省属金融机构纪检监察工作制度。落实上级

纪委派员参加下级纪委班子民主生活会制度。落实《江西省纪委监察厅内部监督办法》。 

  健全开展“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纪检干部下基层、排忧解难促和谐”主题实践活动的长效机

制。 

 

 

8.3.202）《关于加强干部作风建设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若干问题的决定》(赣发〔2011〕17 号 2011年 12 月 20日) 

http://www.jxdoftec.gov.cn/tswz/jx/zszc/201408/t20140822_334286.htm  

http://www.gzfzjt.com/Mobile/Article/detail/id/60.html 

 

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干部作风建设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若干问题的决定 

赣发〔2011〕17 号 2011 年 12 月 20 日 

发展环境是区域发展第一竞争力，干部作风是发展环境的决定性因素。为实现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富裕和

谐秀美江西宏伟目标，现就加强全省干部作风建设，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的若干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加强干部作风建设，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是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的紧迫任务 

  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寄托着全省人民的美好期待。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

要全省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顽强奋斗，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各方面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尽可能多地吸引和集聚各方面的人才、资金、项目，加速江西崛起。 

  1.发展环境是培育发展优势、赢得区域竞争的首要条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发展既面临重大的战略机

遇，也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严峻挑战。随着国家新一轮区域发展战略的布局和实施，全国各地争先发展态

势更加凸显、区域竞争更为激烈，我们面临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严峻局面。环境是最大的品牌。在各地基础设

施差距迅速缩小、政策优惠效应日益递减的新形势下，区域发展竞争最重要的是发展环境的竞争。哪个地方发展环

境更好更优，那个地方就能赢得竞争、加快发展。各地各部门和各级干部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进一步

优化发展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努力创建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良好的法治、社会、文

化环境，为加快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2.干部作风是发展环境的决定性因素。各级干部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组织者、管理者和服务者，

在很大程度上干部作风是发展环境的决定性因素。良好的干部作风能凝聚人心、焕发斗志，激发和汇聚各方面的智

慧和力量，形成巨大发展合力。反之，则会挫伤人们改革发展的积极性，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阻碍甚至窒息生产

力的发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以什么样的作风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直接关系到党和

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关系到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关系到省党代会的重大部

署能否切实落实、宏伟蓝图能否变为现实。全省广大干部要牢固树立抓发展必先抓环境、抓环境必先抓作风的思想，

自觉立足本职，以一流的作风创建一流的发展环境，为实现省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提供可靠保证。 

  3.加强干部作风建设、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的总体要求。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干部作风建设和发展环境

建设。近年来通过开展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先争优活动和机关效能年、创业服务年、发

展提升年主题活动，全省干部作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为全省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

起提供了重要保证。但是必须清醒看到，发展环境仍然是制约江西发展的重要因素，干部作风仍然是影响发展环境

的突出问题。推进科学发展，加快绿色崛起，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必须继续加强干部作风建设，进一步优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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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环境。总体要求是，以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为动力，以解决干部作风方面影响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为

突破口，以思想教育、完善制度、集中整顿、严肃纪律为抓手，以实现行政审批效率全国最高目标为重点，努力创

建优质高效的政务和服务环境、宽松透明的市场和企业经营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充满活力的创新创

业环境，进一步增强发展环境的对内凝聚力、对外吸引力，形成江西进位赶超加快发展的新动力、赢得区域竞争的

新优势。 

  二、着力解决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全省干部作风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出现在少数机关和干部身上，严

重程度不同，表现形式各异，但影响极坏、危害很大，严重背离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干部应有的新形象和创新发展

的新需求，必须着力加紧解决。要紧紧抓住投资者和创业者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群众和基层深恶痛绝的要害问题，

以坚强的决心、铁的纪律予以有效整治。 

  1.着力解决工作作风上的庸、懒、散问题。庸、懒、散现象是干部队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的表现，是影响发

展环境、阻碍事业发展的痼疾。要着力改变一些干部能力平庸、业务不精、创新意识不强的状况，坚决纠正工作不

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庸碌作风。着力解决精神萎靡不振、消极懈怠，缺乏干事创业热情的问题，坚决纠正工作

中回避矛盾、怕担责任，敷衍塞责、效能低下等不作为、慢作为现象和懒惰习气。严肃整顿纪律涣散、自由散漫，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歪风，坚决纠正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不良现象和谋人不谋事甚至阳奉阴违、言行不一的不

良品行。大力弘扬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思想作风，始终保持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不断提升胜任本职

工作、破解发展难题、促进科学发展的能力。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自觉做到爱岗敬业，勤奋工作。牢固

树立遵章守纪、严于律己的意识，始终做到纪律严明、令行禁止。 

  2.着力解决领导作风上的假、浮、蛮问题。假、浮、蛮现象是干部脱离群众的表现，与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背道而驰。要坚决反对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的不良作风，切实纠正做表面文

章、搞政绩工程，在发展指标上搞假数字、出假政绩的错误做法。坚决克服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不良心态，切实

纠正调查研究不深入，下基层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作决策想当然、拍脑袋的漂浮作风。严格整顿执法检查过多过

滥、趋利执法、以罚代管等执法不规范行为，切实纠正检查评比过多、而有的突出问题又得不到有效检查和整治的

现象，坚决杜绝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野蛮征地拆迁等现象发生。坚决反对群众观念淡薄、不顾群众意愿和利益的错

误倾向，切实纠正对待群众态度蛮横，行政服务语气生硬、漫不经心、态度傲慢，甚至百般刁难，导致办事卡壳多、

程序多、时间长等不良现象。要弘扬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审核、群众信得过、发展可持续

的政绩；弘扬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作风，始终立足实际，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

风，真正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在群众中树立可亲可敬的良好形象，以党群、干

群和谐带动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着力解决为政不廉的私、奢、贪问题。私、奢、贪现象是消极腐败的表现，是侵害党的肌体健康的毒瘤，与

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格格不入。要坚决纠正少数干部私心杂念严重，一事当前首先考虑个人利益得失的错

误倾向；严肃处理少数干部利用手中权力和职务便利谋取私利，为亲友谋求不正当利益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制止

少数领导热衷于谋取部门利益，变通手法搞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错误做法。坚决反对贪图享受、生

活奢侈的错误倾向，认真治理公款消费、公务接待大手大脚，超标准配置工作用车，豪华装修办公和居住场所等问

题。严肃查处少数干部违反廉洁自律有关规定，收受礼金红包、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违法违纪行为，坚决刹住对

工作服务对象“吃、拿、卡、要、占”，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歪风。要始终保持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导向；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

和高尚的精神追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自觉遵守《廉政准则》和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

做到拒腐蚀、永不沾，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三、务求在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上取得新成效 

  优化发展环境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必须以系统的思维谋划、创新的方法推进，突出效能建设，抓住重

点环节，务求创优发展环境取得新的成效。 

  1.进一步提高行政审批效能。在巩固行政审批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度压缩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和审批

时限。推进审批工作流程再造，最大限度减少办事环节，简化办事程序，缩短办事时限，着力解决行政审批中的低

效率问题。严肃纠正以登记、备案、年检、监制、认定、审定以及准销证、准运证等形式变相设置审批事项。凡能

下放的审批项目一律下放给基层，非行政审批的事项一律不准搞变相设置审批门槛，能上网审批的项目一律上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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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能并联审批的项目一律实行并联审批，能“一站式办理”的事项一律在行政服务大厅内解决，严禁人为制造各

种障碍，坚决把政府不该管的事项交给企业、社会和市场，促进机关由审批型向服务型转变。完善重大产业项目、

重点企业服务“绿色通道”，对重大产业项目实行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联席审批制，实行特事特办。 

  2.进一步提高行政服务质量。加强行政服务平台建设，健全公开办事制度，打造阳光政务。认真贯彻落实《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保护的外，凡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务信息都要通过

政府门户网站或其他有效载体向社会公开。健全省市县乡村五级行政便民服务网络，完善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

设，全面落实“两集中、两到位”行政审批模式。大力推行无偿代办制、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

超时默认制、缺席默认制等服务措施。建立协调机制，强化部门之间的联系沟通，优化部门之间的工作流程，科学

设定程序，限定部门之间的办事时间，促进部门工作行政提速，着力营造高效便捷的服务环境。 

 3.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

办事。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严格落实公众参与、专家咨询论证、社会风险评估和实施情况跟踪评估等制度。

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合法性审查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推进综合执法，减少执法层级，整合执法资源。进一

步规范行政执法工作流程，依法细化、量化自由裁量权。推行和完善首错帮助、改过免罚、重大行政处罚审查备案

制度，体现人性化执法和人文关怀。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执法过错或错案责任追究制、行政执法考评制。实行执

法检查预告和检查登记制度，规范对企业的检查行为，严格禁止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随意检查、重复检查和多

头检查。 

  4.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保持发展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优惠政策必须执行到位，特别

是要认真落实促进转变发展方式的各项优惠政策，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践，努力打

造诚信政府。围绕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审批出让、规划管理、工程项目实施和质量管理、物资采购和资

金安排使用等重要环节，完善法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省级综合评标专家库、企业违法记录信息库、商品房容积率

和成本公示制、建设市场信用管理等制度，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深入推进中介组织专项治理整顿，加大对中介组织

及从业人员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力度，着力解决与主管部门脱钩不彻底、服务和收费行为不规范、损害企业和群众

利益、内部管理混乱等突出问题，实现中介服务市场化。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和生产经营秩序、损害投资创

业者利益的违法行为，在市场准入、生产要素获取、享受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等方面，为各类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

市场环境和平安经营的发展环境。 

  四、坚持从严要求，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加强干部作风建设、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必须坚持加强思想教育与强化纪律约束共举、制度规范措施与运用

科技手段并用、开展集中整治与完善长效机制结合，坚持多管齐下，推进改革创新，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1.加大学习教育力度。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加强机关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学习教育摆在突出位置，贯穿作风建设的

始终。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增强为基层服务、为群

众服务、为企业服务的意识；教育和引导各级干部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努力践行以人为本、执

政为民的理念；教育和引导各级干部弘扬井冈山精神和苏区光荣传统，以优良的作风形象做社会的表率、公民的楷

模。要把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列入中心组学习和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从思想上夯实加强和改进干部作风建设

的基础。 

  2.加强重点岗位防范和管理。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从严管理和监督党员干部的规定，建立健全干部全方位

管理监督体系。加强对“一把手”、资源资金配置、行政许可审批、行政执法、国有资金管理使用、重点工程项目

等重点岗位人员的防范和监管。全面推进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坚持把风险岗位廉洁自律和勤政为民要求纳入岗位职

责和业务流程，做到廉能管理与业务工作有效融合。围绕规范岗位廉能管理，抓好理清岗位权限、排查岗位风险、

规范业务流程、推进风险防控、实行风险预警等措施落实，推进业务工作流程的再造、简化和创新，形成风险岗位

廉能管理长效机制。要建立工作推进机制、信息沟通机制、检查考核机制，确保风险岗位廉能管理有效推进。 

  3.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围绕政务在网上公开、公共资源在网上交易、资金在网上运行、监督在网上实施的目

标，大力整合信息资源和建设电子政务系统，加快建立集行政审批、政务公开、经济社会服务、举报投诉、公共资

源交易等多种功能的网上综合政务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行政效能电子监察系统，建立电子监察综合监控室，逐步

实现对全省各级政务服务部门行政权力运行和办事大厅、服务窗口以及公共服务机构进行全程、实时、动态视频监

察和数据监察。通过完善网上审批与电子监察系统，实现对公共财政资金申请、预算、拨付、管理、使用的联网审

计和全程电子监察。积极推广惠民资金“一卡通”发放办法，凡能纳入“一卡通”发放的惠民项目资金都要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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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严格监督检查和问责追究。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干部作风建设和优化发展环境作为重点工作，切实加强对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作风的督促检查。各级人大、政协要充分发挥监督职能作用，对涉及干部作风建设和优化发展

环境的有关问题，及时向党委、政府提出改进意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运用发展环境监测、“百千万内设机

构测评”、明察暗访、受理效能投诉、日常督察、专项效能监察等手段，开展经常性监督检查。要拓宽群众监督渠

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舆论监督作用，建立健全群众评议评价干部机制，形成促进干部作风建设和优化发展环境

的监督合力。对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各级党委、政府要下决心督促相关部门迅速整改；对长期不抓不

管、工作措施不力，导致歪风邪气盛行、发展环境恶化，或屡屡发生影响经济发展环境案件、造成重大恶劣影响的

地方和单位，要对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加快制定《江西省影响机关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促进机

关工作人员正确、高效、依法履行职责。 

  5.规范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绩效考评。完善与科学发展相适应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绩效考核评价机

制，引导和促进全省各级干部自觉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坚持按照“突出重点、社会公认、便于操作、体

现导向”的原则，健全综合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坚持多层次、多渠道、多角度评价，推行干部政绩公示制，增强考

核工作透明度；充分利用全省统一电子政务网络平台，把定量与定性、动态与静态、平时与集中考核结合起来，突

出考核的时效性和持续性，全面准确地评价各部门工作，确保考核结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注重考评结果的运用，

以务实促发展，以实绩论优劣，将考核评价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奖励处罚的重要依据，形成“以绩效为基础，

以结果为导向”的考评机制。 

  6.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由党政领导牵头、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加强组织协调。从 2011 年起，把干部作

风建设和优化发展环境作为省委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绩效综合考评的重要内容。2012 年要在全省范围内集

中开展整治干部作风、优化发展环境专项活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干部作风建设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

内容。各级组织部门要把干部作风建设和优化发展环境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内容。各级宣传部门要加强对干部

作风和发展环境建设的舆论宣传，大力弘扬先进典型、抨击歪风邪气，营造强大声势和浓厚氛围，形成以服务发展

为荣、破坏发展为耻的社会价值导向，在全省上下进一步形成共谋发展、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 

 

 

8.3.203）《江西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http://www.pingdu.gov.cn/n2/n483/n484/n486/150523064324425658.html 

http://law.51labour.com/lawshow-41213.html 

http://drc.jiangxi.gov.cn/art/2009/6/8/art_14606_598403.html 

 

 

 

 

 

8.3.204）《关于规范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意见(试行)》(赣办发[2010]11 号 2010 年 11 月 23 日) 

http://www.jxlz.gov.cn/zcfg/snzcfg/201403/t20140306_64044.htm 

http://www.xwdw.gov.cn/n502731/n3009288/n3015487/c3027708/content.html 

 

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转发《省纪委、 省委组织部关于规范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赣办发[2010]11 号 

  各市、县(市、区)委： 

      《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关于规范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意见(试行)》已经省委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江西省委

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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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1

月 23 日   

  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关于规范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意见(试行)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规范县(市、区)党委(以

下简称县委)权力行使，强化对县委权力运行的监督，增强县委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根据《中国共产党章

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

例》和省委《关于党委(党组)实施“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若干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现就规范

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紧紧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一主线，以规范县委权力运行、强化对县委

权力监督为目标，按照依法实施、突出重点、民主公开、注重实效、便于监督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县委权力公

开透明运行工作，逐步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

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 

  二、工作重点 

  (一)明确职责权限。县委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等党内法规文件

和职责分工，明确划分县党代会、县委全委会、常委会及其成员、县委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和权限，编制职权目录并

向社会公布。职权目录应明确职权主体、责任和要求。职权变更的，应及时修订职权目录并向社会公布。科学划分

县委与县政府的职责权限，正确处理好相互关系。对涉及全局的重大事项，必须列为县委职责权限。 

  (二)编制程序。对照职权目录，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程序的，

按照规定程序制定流程图；没有明确规定的，按照权力实际运行程序制定，明确承办主体、行使条件、职责要求、

步骤方式、相对人权利和监督制约环节等。重点加强“三重一大”事项和县委书记职权的规范。 

  (三)依程序规范运行。严格按照职权目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行使权力，上一环节工作不到位的，不能进入下一

环节，确保各项权力依流程运行、各环节工作按权限操作。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集体决策制、常委会任用干部票

决制、重要岗位领导干部差额选拔等制度。决策时县委班子成员应对决策建议逐个明确表示同意、不同意或缓议的

意见，并说明理由。县委主要负责人或主持会议的其他负责人应在其他班子成员充分发表意见后再发表意见，按照

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决议。对讨论中意见分歧较大或者有重大问题不清楚的，除在紧急情况下按多数人的意见决定

外，应暂缓表决，待进一步调查研究后再作决策。选拔任用干部应事先充分酝酿，征求同级纪检监察机关的意见，

并保证纪检监察机关有必要的时间履行相应程序。表决时县委班子成员与县委书记具有同样权重的投票权，坚决杜

绝“暗箱操作”，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 

  县委班子成员尤其是县委书记、副书记要带头执行《廉政准则》和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几个重点领域预防腐

败工作的决定》，不得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不得通过打招呼、暗示或其他方式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

土地管理、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开发、产权转让、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市场经济活动；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

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私自从事营利活动；不得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不得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

职位，不得违反规定程序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免干部，不得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许愿、任人唯亲、

营私舞弊；不得违反规定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不得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

款、铺张浪费；不得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 

  (四)公开透明。要围绕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和容易滋生腐败的重要部门、重点领域，抓住决策、

执行、结果等关键环节，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外，凡不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最大限度地向党员群众公开。公开

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决定、决议及执行情况，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重要人事任

免，重要党务工作情况，县委管理干部评优表彰情况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等。注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

丰富公开形式和载体，按照便于群众知情和监督的原则，充分利用报刊、公开栏、广播电视、网络、电子触摸屏、

文件查阅服务、县委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渠道进行公开。对公开的内容要建立台账。 

  (五)实施监督。整合监督力量，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形成县委权力特

别是县委书记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畅通监督渠道，设立意见箱和监督电话，聘请党代会代表作为监督员或成立监

督小组，组织党员、群众对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情况进行评议等。加强情况反馈，指定专门机构负责收集整理党员、

群众意见，定期汇总、综合研究，建立反映问题处理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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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完善制度。因地制宜，把制度建设贯穿于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建立和完善工作评价、考核评估、民主评

议、投诉受理、责任追究等制度，为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提供制度保障。要逐项查找县委权力运行中消

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领域、薄弱环节，排查岗位风险，推进风险防控，实行风险预警，加强风险岗位廉能管

理。充分运用科技和信息手段，加强信访举报信息管理平台和廉政风险防范平台建设，实现权力运行的动态公开。 

  三、组织实施与检查考核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纪委、省委组织部负责对全省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督促指导，统筹协调，推动

工作顺利开展。各设区市委要把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抓好组织实施、督促指导。各县委

要建立健全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领导机构，县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

作；其他成员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根据分工抓好职责范围内的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县委办公室是开

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日常工作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县纪委、县委组织部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县

委宣传部负责协调各新闻单位进行宣传报道，实施舆论监督；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配合抓好权力公开透明

运行工作。 

  (二)整体协调推进。建立工作推进机制，把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与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相结合；

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与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建工作责任制相结合；与改进机关作风建设和提高机关效能建设相结合，协调运转，形成

综合效应。 

  (三)严格考核问责。各设区市委要把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情况，纳入县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考核评

价的重要指标，定期组织检查考核，考核评价结果作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工作实绩评定和干部奖惩的重要依据。纪

检监察机关和党委组织部门要对实施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对各地工作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要认真总结、及时推

广；对工作开展不认真、措施不到位的，要批评教育，责成整改；对拒不公开或搞假公开、欺上瞒下、弄虚作假造

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8.3.205）《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中办发〔2010〕29 号) 

http://english.dhu.edu.cn/_s9/09/df/c168a2527/page.psp 

http://office.cuc.edu.cn/dfiles/dwgk/yj.pdf 

中办发〔2010〕29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 

《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已经中央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办公厅 

2010 年 9 月 15 日 

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法规，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重要意义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党务公开是指党内事务的内容、程序、结果等在一定范围

内进行公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是扩大党内基层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增强党的

基层组织生机活力的客观需要，是实践党的宗旨、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基层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党内监督、

规范权力运行、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认识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入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 

二、准确把握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尊重党员主体地位，

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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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保证。 

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发扬民主，广泛参与。以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表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

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拓宽党员意见表达渠道，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

环境，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积极稳妥，注重实效。坚持自上而下的指导和自下而上的探索相结合，坚持先党内后党外，循序渐进，讲求实

效，防止形式主义。党内事务除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等依照规定不宜公开或不能公开的外，都应向党员公开。公开内

容应真实、具体，公开形式应多样、便捷，并保证党务公开的时效性和经常性。 

——统筹兼顾，改革创新。把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居）务公开和公共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等有机结

合起来，相互促进、协调运转。积极适应党内墓层民主建设新要求，不断完善公开制度，丰富公开内容，创新公开

形式，努力探索党员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 

——区别情况，分类指导。针对不同类型党的墓层组织的特点，确定相应的公开内容和形式，提高党务公开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 

三、明确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和方式 

（一）党务会开的内容 

1．党组织决议、决定及执行情况。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上级党组织决议、决定和工作部署等情况；本地区本部门

本单位重要决策及执行，任期工作目标、阶段性工作部署、工作任务及落实等情况。 

2．党的思想建设情况。本级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学习计划及落实、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及落实等情

况。 

3．党的组织管理情况。本级党组织的设置、主要职责、机构调整、换届选举，党员发展、民主评议、创先争优，党

费收缴、管理和使用，党务工作经费管理和使用，党员权利保障等情况。 

4．领导班子建设情况。领导班子职责分工、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执行民主集中制，召开民主生活会，年度考核

评价等情况。 

5．干部选任和管理情况。干部选拔任用、轮岗交流、考核奖惩，干部监督制度及执行等情况。 

6．联系和服务党员、群众情况。听取、反映和采纳党员、群众意见和建议，帮助党员、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实际困

难，接待来信来访、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办理涉及党员、群众切身利益重要享项等情况。 

7．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执行廉洁自律规定、落实党内监督制度、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处理违纪党员等情况。 

8．其他应当公开的事项。 

（二）党务公开的程序 

1．制定目录。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党委分类制定所属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目录，其他党的基

层组织党务公开目录由上一级党组织制定，规范公开的内容、范围、方式和时限等。省部级党委（党组）对制定党

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目录提出指导性意见。 

2．实施公开。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依照目录进行。如有目录外需要公开的事项，墓层党组织应制定工作方案，

报经制定党务公开目录的党组织审核同意后进行公开。公开的时限应与公开的内容和范围相适应。 

3．收集反馈。党的基层组织应认真收集党员对党务公开情况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作出处理或整改，并将结果向党

员反馈。 

4．归档管理。党的基层组织对公开的党务信息资料应及时登记归档，并做好管理利用工作。 

（三）党务公开的方式 

党的基层组织应根据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通过党内有关会议、文件、简报等方式进行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

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开展党内事务问询和党员定期评议等活动。 

四、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保障制度 

（一）例行公开制度。列入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目录的事项，按规定及时主动公开；暂时不宜公开或不能公开的，

报上一级党组织备案。公开事项如需变更、撤销或终止，由制定党务公开目录的党组织批准，报省部级党委（党组）

备案后及时公布并作出说明。 

（二）依申请公开制度。党员按有关规定向党的墓层组织申公开相关党内享务。对申请的辜项，可以公开的，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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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组织向申请人公开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暂时不宜公开或不能公开的，及时向申请人说明情况。申请事项及办

理情况应报上一级党组织备案。 

（三）监督检查制度。上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的监督检查，推动工作落实。党的基层组织

可通过聘请党员作为党务公开监督员等方式，加强对党务公开工作的监督。 

（四）考核评价制度。把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情况作为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年度工作考核和党建工作考核

的重要内容。适时组织党员对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情况进行评议，并及时公布评议结果。对不按规定公开或弄虚

作假的，要批评教育，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五、加强对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建立由党委（党组）主要领

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办事机构，统一组织、协调和指

导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协调配合，积极开展工作。党的墓层

组织是本级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责任主体，主要负责人是实行党务公开的第一责任人。党的基层组织要从实际出发，

积极主动做好党务公开工作。 

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是一项新的实践，要积极探索、总结经验，把握工作规律，拓宽工作思路，不断把党务公开

工作推向深入。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努力营造党务公开的良好

氛围。加强调查研究和督促指导，及时解决党务公开实践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为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提供

必要的工作条件。 

党的基层组织对事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切身利益等重大亭项，按规定可以向

党外公开的，应列入党务公开目录，通过新闻媒体、党建网站、公示栏等适时公开。 

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和其他单位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适用本意见，

并可根据实际制定实施细则。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党的基层组炽党务公开工作，由总政治部根

据本意见精神作出规定。 

 

 

8.3.206）《江西省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绩效考核办法》() 

 

 

8.3.207）《关于对市、县（市、区）政府考核评价的意见》() 

http://www.jxhz.gov.cn/qxszhkp/2920.jhtml 

http://zfgb.jiangxi.gov.cn/art/2012/9/17/art_10784_664046.html 

 

 

8.3.208）《江西政务服务网运行维护管理办法 （试行）》(赣府厅发〔2016〕42 号 2016-08-24)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16/8/23/art_4969_212919.html  

索  引  号: 014500815/2016-04568 发文机关: 省政府办公厅文      号: 赣府厅发〔2016〕42 号主题分类: 综合政务组

配分类: 工作动态成文日期: 2016-08-24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政务服务网运行维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江西政务服务网运行维护管理办法（试行）》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6 年 8 月 1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江西政务服务网运行维护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江西政务服务网运行维护管理，规范江西政务服务网使用，提高行政效能，方便群众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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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江西政务服务网的运行维护、管理使用和监督检查。 

  本办法所称江西政务服务网包括省级主厅和设区的市分厅、县（市、区）分厅（含开发区、景区分厅，下同）。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负责全省政务服务网的统一管理，具体工作由其政务服务管理机构负责。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厅）和开发区、景区管委会办公室负责江西政务服务网本级分厅的

统一管理，具体工作由本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负责。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含开发区、景区管委会，下同）办公室（厅）承担下列具体职责： 

  （一）督促检查本级江西政务服务网中行政审批、公共服务、阳光政务等事项要素的录入和更新情况； 

  （二）督促检查行政审批事项、公共服务事项在本级江西政务服务网的办理情况； 

  （三）监督检查本级江西政务服务网在线咨询、反馈、评价等情况； 

  （四）定期组织开展江西政务服务网运行维护培训工作。 

  第五条 省、市、县信息化技术服务部门负责本级江西政务服务网技术支撑平台的管理和网站系统安全运行维

护工作。负责网站的实时监测，防范网络攻击，防范内容篡改，防范病毒传播和系统故障。做好网站数据备份、安

全审计和入侵检测等安全防范措施，有效应对突发情况，确保网站安全稳定运行。 

  第六条 省、市、县提供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的部门或者单位（以下简称各级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单位）负责

本单位在江西政务服务网中的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内容的更新维护和事项的在线办理。负责信息审核和发布管理，

做好信息保密工作。 

  第七条 省、市、县信息化技术服务部门与各级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单位应当加强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确保

相关业务办理的连续、安全、便捷。 

  第八条 各级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单位运行维护人员包括综合管理员、系统管理员、在线互动员、投诉受理员

和事项办理员。分别承担下列职责： 

  （一）综合管理员负责组织本单位在江西政务服务网中行政审批、公共服务等事项公开信息的录入、更新和审

核、发布；针对事项公示信息填报不规范等情况进行汇总统计及督办修正；查询和统计网上咨询、投诉、意见和建

议的回复和审核情况；查询和统计各业务办理系统有关业务数据情况，针对业务办理异常进行汇总统计及督办修正；

检查在线办理事项进展情况；检查、统计日常在线互动人员到岗情况； 

  （二）系统管理员负责江西政务服务网本单位人员、权限的维护和更新工作；确保江西政务服务网各应用系统

正常运行； 

  （三）在线互动员负责网上咨询、在线交流工作，并按要求进行答复； 

  （四）投诉受理员负责受理并反馈网民投诉； 

  （五）事项办理员负责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的预审、大厅收件、材料审查、挂起、受理、审批、许可、告

知等工作，按要求在环节承诺时限内办理，保障项目办件依法依规流转办理。 

  第九条 运行维护人员不得擅自委托他人通过登录江西政务服务网系统，并在系统设定的角色和权限内进行管

理、互动工作。 

  运行维护人员岗位应当实行 AB 岗位制度，在线互动员、投诉受理员应当实行网上点到制度，确保工作时间内

能及时回应网民。 

  各级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单位需要调整江西政务服务网运行维护人员的，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办公室（厅）同

意。调整后的人员应当经过培训，方能上岗。 

  第十条 在线互动员、投诉受理员在收到咨询和投诉后，能即时答复的应当即时答复，不能即时答复的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第十一条 省信息中心负责解答省里统建的系统和与省级平台进行技术对接方面遇到的问题；市、县信息化技

术服务部门负责解答本级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单位在使用本级江西政务服务网时遇到的技术问题。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江西政务服务网日常运行维护经费（含安全维护经费）予以保障，将日常

运行维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办公室（厅）及各级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单位应当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

识，不断优化网上服务，加大江西政务服务网的宣传推广力度，引导社会公众和企业使用江西政务服务网。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办公室（厅）应当不定期组织有关部门检查江西政务服务网使用情况，开展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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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窗口单位自查、服务评价等工作，促进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升。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本级江西政务服务网的运行使用情况纳入年度考核。 

  各级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单位运行维护人员、信息化技术服务部门管理维护人员未按要求履行相关职责，由其

上级部门（单位）或者同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问责。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209）《关于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的通知》(2016 年 7月 26 日审改办〔2016〕4 号) 

http://www.sac.gov.cn/sfwyb/sytz_2087/201609/t20160907_216539.htm 

http://www.scopsr.gov.cn/zxdd/zygg/201609/t20160905_290013.html 

国务院审改办 国家标准委关于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的通知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办公厅（室）： 

  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是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审批难”、约束自由裁量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审批效

率的重要措施。按照国务院“以标准化促进规范化”的要求，国务院审改办、国家标准委按照国家标准编制程序，

组织制定了《行政许可标准化指引（2016 版）》，经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国务院负责实施行政许可的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要做出专门部署，制定工作安排，指定牵头司局，

对照标准要求，从行政许可的事项管理、流程、服务、受理场所、监督检查等方面，全面规范行政许可行为，提高

审批效率，改进服务水平。今年要在咨询服务环节和办理时限等方面取得实效，实现所有行政许可事项办结“零超

时”。明年全面达到标准规定的各项要求。 

  国务院审改办和国家标准委将积极做好标准的指导和技术服务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各部门在执行标准中存在的

问题，适时组织第三方，对各部门标准执行情况进行测评，测评结果报告国务院。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结合本地实际，参照标准执行。对尚未达到标准要求的，要加快工作步骤，逐步达标；已

经达到标准要求的，可进一步改革创新、持续改进，推动行政许可标准化水平不断提升。 

  附件：《行政许可标准化指引（2016 版）》 

  国务院审改办 国家标准委 

  2016 年 7 月 26 日 

 附件： 

《行政许可标准化指引（2016 版）》.docx 

http://www.sac.gov.cn/sfwyb/sytz_2087/201609/P020160907499493681180.docx  

 

 

 

8.3.210）《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55号 2016 年 09 月 25 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9/29/content_5113369.htm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6〕5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向纵深

的关键环节，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透明度，便利群众办事创业，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

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初步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积极开展网上办事，取得一定成效。

但也存在网上服务事项不全、信息共享程度低、可办理率不高、企业和群众办事仍然不便等问题，同时还有不少地

方和部门尚未开展此项工作。为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切实提高政务服务质量与实效，现提出以下

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按照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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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要求，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方式，推进数据共享，打通信息孤岛，推行公开透明服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大程度利企便民，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好办事、不添

堵，共享“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成果。 

（二）基本原则。 

坚持统筹规划。充分利用已有资源设施，加强集约化建设，推动政务服务平台整合，促进条块联通，实现政务信息

资源互认共享、多方利用。 

坚持问题导向。从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等问题出发，简化优化办事流程，推进线上线

下融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提供渠道多样、简便易用的政务服务。 

坚持协同发展。加强协作配合和工作联动，明确责任分工，实现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整体推进，做好制度衔接，

为“互联网+政务服务”提供制度和机制保障。 

坚持开放创新。鼓励先行先试，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渠道，开放服务资源，分级分类推进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构建政府、公众、企业共同参与、优势互补的政务服务新格局。 

（三）工作目标。2017 年底前，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建成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公

开政务服务事项，政务服务标准化、网络化水平显著提升。2020 年底前，实现互联网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建成覆

盖全国的整体联动、部门协同、省级统筹、一网办理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

让政府服务更聪明，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 

二、优化再造政务服务 

（一）规范网上服务事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要依据法定职能全面梳理行政机关、公共企事

业单位直接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具体办事服务事项，编制政务服务事项目录，2017 年底前通过本级政府门户网站

集中公开发布，并实时更新、动态管理。实行政务服务事项编码管理，规范事项名称、条件、材料、流程、时限等，

逐步做到“同一事项、同一标准、同一编码”，为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提供无差异、均等化政务服务奠定基

础。 

（二）优化网上服务流程。优化简化服务事项网上申请、受理、审查、决定、送达等流程，缩短办理时限，降低企

业和群众办事成本。凡是能通过网络共享复用的材料，不得要求企业和群众重复提交；凡是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信息，

不得要求其他单位重复提供；凡是能实现网上办理的事项，不得要求必须到现场办理。推进办事材料目录化、标准

化、电子化，开展在线填报、在线提交和在线审查。建立网上预审机制，及时推送预审结果，对需要补正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积极推动电子证照、电子公文、电子签章等在政务服务中的应用，开展网上验证核对，避免重复提交材

料和循环证明。涉及多个部门的事项实行一口受理、网上运转、并行办理、限时办结。建立公众参与机制，鼓励引

导群众分享办事经验，开展满意度评价，不断研究改进工作。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要畅通互联网沟通渠道，充分了

解社情民意，针对涉及公共利益等热点问题，积极有效应对，深入解读政策，及时回应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治

理能力。 

（三）推进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凡与企业注册登记、年度报告、变更注销、项目投资、生产经营、商标专利、资质

认定、税费办理、安全生产等密切相关的服务事项，以及与居民教育医疗、户籍户政、社会保障、劳动就业、住房

保障等密切相关的服务事项，都要推行网上受理、网上办理、网上反馈，做到政务服务事项“应上尽上、全程在线”。 

（四）创新网上服务模式。加快政务信息资源互认共享，推动服务事项跨地区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跨部门

协同办理，逐步形成全国一体化服务体系。开展政务服务大数据分析，把握和预判公众办事需求，提供智能化、个

性化服务，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引入社会力量，积极利用第三方平台，开展预约查询、证照寄送，以及在线支

付等服务；依法有序开放网上政务服务资源和数据，鼓励公众、企业和社会机构开发利用，提供多样化、创新性的

便民服务。 

（五）全面公开服务信息。各地区各部门要在政府门户网站和实体政务大厅，集中全面公开与政务服务事项相关的

法律法规、政策文件、通知公告、办事指南、审查细则、常见问题、监督举报方式和网上可办理程度，以及行政审

批涉及的中介服务事项清单、机构名录等信息，并实行动态调整，确保线上线下信息内容准确一致。规范和完善办

事指南，列明依据条件、流程时限、收费标准、注意事项等；明确需提交材料的名称、依据、格式、份数、签名签

章等要求，并提供规范表格、填写说明和示范文本。除办事指南明确的条件外，不得自行增加办事要求。 

三、融合升级平台渠道 

（一）规范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要依托政府门户网站，整合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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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政务服务资源与数据，加快构建权威、便捷的一体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服务，避免重复分散

建设；已经单独建设的，应尽快与政府门户网站前端整合。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是全国政务服务的总门户，各地区各

部门网上政务服务平台要主动做好对接，形成统一的服务入口。推进政府部门各业务系统与政务服务平台的互联互

通，加强平台间对接联动，统一身份认证，按需共享数据，做到“单点登录、全网通办”。建立健全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监察系统，实现全部事项全流程动态监督。利用统一的政务服务资源，积极推进平台服务向移动端、自助终端、

热线电话等延伸，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多样便捷的办事渠道。 

（二）推进实体政务大厅与网上服务平台融合发展。适应“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实体政务大

厅服务能力，加快与网上服务平台融合，形成线上线下功能互补、相辅相成的政务服务新模式。推进实体政务大厅

向网上延伸，整合业务系统，统筹服务资源，统一服务标准，做到无缝衔接、合一通办。完善配套设施，推动政务

服务事项和审批办理职权全部进驻实体政务大厅，实行集中办理、一站式办结，切实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在政务大

厅与部门之间来回跑腿的问题。实体政务大厅管理机构要加强对单位进驻、事项办理、流程优化、网上运行的监督

管理，推进政务服务阳光规范运行。 

（三）推动基层服务网点与网上服务平台无缝对接。乡镇（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和村（社区）便民服务点直接服务

基层群众，要充分利用共享的网上政务服务资源，贴近需求做好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重点围绕劳动就业、社会保

险、社会救助、扶贫脱贫等领域，开展上门办理、免费代办等，为群众提供便捷的综合服务。加快将网上政务服务

向老少边穷岛等边远贫困地区延伸，实现“互联网+政务服务”基层全覆盖。 

四、夯实支撑基础 

（一）推进政务信息共享。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整合构建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贯彻执行《政务信息资源

共享管理暂行办法》，打通数据壁垒，实现各部门、各层级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充分共享，尤其要加快推进人口、

法人、空间地理、社会信用等基础信息库互联互通，建设电子证照库和统一身份认证体系。国务院各部门要加快整

合面向公众服务的业务系统，梳理编制网上政务服务信息共享目录，尽快向各省（区、市）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按需

开放业务系统实时数据接口，支撑政务信息资源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互认共享。切实抓好信息惠民试点工作，

2017 年底前，在 80 个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间初步实现政务服务“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逐步向全国推行。 

（二）加快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创新应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加强统筹，注重实效，分级分

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打造透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汇聚城市人口、建筑、街道、管网、环境、交通等数据信

息，建立大数据辅助决策的城市治理新方式。构建多元普惠的民生信息服务体系，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

障等领域，积极发展民生服务智慧应用，向城市居民、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提供更加方便、及时、高效的公共服务。

提升电力、燃气、交通、水务、物流等公用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实行精细化运行管理。做好分级分类新型智慧城

市试点示范工作，及时评估工作成效，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三）建立健全制度标准规范。加快清理修订不适应“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完善相关

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明确电子证照、电子公文、电子签章等的法律效力，着力解决“服务流程合法依规、群众办

事困难重重”等问题。国务院办公厅组织编制国家“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明确平台架构，以及

电子证照、统一身份认证、政务云、大数据应用等标准规范。 

（四）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高速畅通、覆盖城乡、质优价廉、服务便捷的网络基础设施。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纳入地方城乡规划，实现所有设区城市光纤网络全覆盖，推进农村地区行政村光纤通达和升级改造。提升骨干网络

容量和网间互通能力，大幅降低上网资费水平。尽快建成一批光网城市，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全面覆盖城市

和乡村，80%以上的行政村实现光纤到村。充分依托现有网络资源，推动政务云集约化建设，为网上政务服务提供

支撑和保障。 

（五）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保护。按照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加强各级政府网站信息安全建设，健全“互

联网+政务服务”安全保障体系。明确政务服务各平台、各系统的安全责任，开展等级保护定级备案、等级测评等

工作，建立各方协同配合的信息安全防范、监测、通报、响应和处置机制。加强对电子证照、统一身份认证、网上

支付等重要系统和关键环节的安全监控。提高各平台、各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查补安全漏洞，做好容灾备份。建

立健全保密审查制度，加大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重要数据的保护力度，提升信息安全支撑保障

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五、加强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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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对建设廉洁高效、人民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狠抓落实，并明确一位负责同志具体分

管，协调督促，常抓不懈。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国务院各部门办公厅（室）要牵头负责统筹推进、监

督协调本地区本部门“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明确工作机构、人员和职责，建立政务服务部门、信息化部门和

有关业务单位分工明确、协调有力的工作机制。国务院办公厅要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

督促指导，开展督查评估，推动工作取得实效。 

（二）强化考核监督。建立“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绩效考核制度，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加大考核权重，列

入重点督查事项，定期通报并公开工作进展和成效。发挥媒体监督、专家评议、第三方评估等作用，畅通群众投诉

举报渠道，通过模拟办事、随机抽查等方式，深入了解服务情况，汇聚众智改进服务。在政府门户网站设立曝光纠

错栏目，公开群众反映的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反馈处理结果。完善正向激励机制，对综合评价高、

实际效果好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对工作开展不力的予以通报，对不作为、乱作为、

慢作为，损害群众合法权益的依法依规进行问责。 

（三）加大培训推广力度。将“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定期组织开展培训。把面向公众

办事服务作为公职人员培训的重要内容，提高服务意识、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建设一支既具

备互联网思维与技能又精通政务服务的专业化队伍。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工作，建立交流平台，加强业务研讨，分享

经验做法，共同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做好宣传推广和引导，方便更多群众通过网络获取政务服务，提高“互联网+

政务服务”的社会认知度和群众认同感。 

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抓紧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单位和进度安排，加强衔

接配合，加大财政支持，认真抓好落实。工作方案报国务院办公厅备案。 

                             国务院 

                           2016 年 9 月 25 日 

 

8.3.211）《关于印发对市县政府六项考核评价体系的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赣府厅发【2007】65 号 2007 年

8 月 26 日) 

http://www.jxdpc.gov.cn/departmentsite/tgc/tgxx/zhgg/201011/t20101110_5111.htm  

http://www.jxdpc.gov.cn/departmentsite/tgc/zhgg/201011/t20101110_5111.htm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08/4/28/art_4975_212547.html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对市县政府六项考核评价体系的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赣府厅发〔2007〕65 号 2007 年 8 月 26 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关于对市县政府六项考核评价体系的实施方案（试行）》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对市县政府六项考核评价体系的实施方案(试行) 

  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对市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引导和有效服务，省政府决定采用经济发展、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社会稳定、“民生工程”、政务环境等 6 个方面的指标体系，对市县政府进行考核

评价，引导各级政府抓住关键，积极有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考评原则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

体现科学引导、客观公正、切合实际、讲求实效的原则。在评价中把握“四个注重”： 

  1、注重实绩。着眼于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引导各级政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

践、历史、人民检验的政绩。 

  2、注重本质。突出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抓住重点领域、重点目标、重点任务，防止面面俱到。 

  3、注重民意。把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摆在突出位置，在社会稳定、“民生工程”、政务环境三个方面，进

行民意调查，体现民意。 

  4、注重操作性。评价指标具有通用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简明扼要，客观准确。 

  二、考评内容 

  考评内容分为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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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济发展方面，主要考评成效、水平、后劲等情况； 

  2、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主要考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情况； 

  3、社会发展方面，主要考评人口质量、社会事业、城乡建设等情况； 

  4、社会稳定方面，主要考评安全生产、信访工作、群体性事件、公众安全感等情况； 

  5、“民生工程”方面，主要考评就业和再就业、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住房、扶贫、城

乡居民收入、公众满意度等情况； 

  6、政务环境方面，主要考评投诉、政务公开、办事效率、为基层群众服务、廉政建设等情况。 

  三、考评程序 

  1、考评分年度、分层级进行。省政府直接考评设区市政府，并对县（市、区）进行测评；各设区市政府依照省

政府的考评方案，结合当地情况，对所辖的县(市、区)政府进行考评。 

  2、每年 1 月底以前各设区市政府对照《实施方案》进行自评，并将自评结果与相关数据资料上报省考核评价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3、省考核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上报的自评结果与相关资料数据分送有关责任部门核查；省社情民意调

查中心在省考核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指导、监督下，独立进行民意测评。 

  4、每年 2 月下旬，省考核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把核查后的考评结果上报省考核评价领导小组审核 

  并由省政府确定后报呈省委。 

  四、组织领导 

  考核评价工作在省政府领导下进行。为加强对考评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成立省考核评价工作领导小组, 

  由凌成兴常务副省长担任组长，省政府办公厅、省监察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信访局、省人事厅、省劳

动保障厅、省统计局、省经贸委、省安监局、省建设厅、省环保局、省合作办、省外经贸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

省国土厅、省扶贫办、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卫生厅、省计生委、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等部门的主要

负责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从有关厅局抽调组成。 

  附件：1.、经济发展考核评价指标 

  2.、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考核评价指标 

  3.、社会发展考核评价指标 

  4.、社会稳定考核评价指标 

  5.、“民生工程”考核评价指标 

  6.、政务环境考核评价指标 

  7.、六项考核评价体系单项指标计分方法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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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六项考核评价体系单项指标计分方法 

  根据指标性质的不同，采取以下 4 种方法计分。 

  1.动态性指标：采用功效系数法，将各市的指标值由大到小排序，最大的市计 100 分，最小的计 60 分；其他

市，用公式：〔（本市值-最小值）×40/（最大值-最小值）〕+60 计算各单项的分值。对于万元 GDP 能耗、二氧化硫

排放总量、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非正常进京上访批次和人次、非正常进省上访批

次和人次、投诉率等逆指标，计算公式为：〔（本市值-最大值）×40/（最小值-最大值）〕+60。 

2.控制性指标：控制性指标以未发生为满分，按发生数扣除一定数量的分值，扣完为止。具体包括的指标及扣

分方法见下表： 

 

4.获得省以上科技进步奖项目数和列入省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数计分方法（共 10 分），每获得一个奖项或列入一个

项目加 1 分，满分 10 分。 

  5.民生工程目标完成程度、各项民意调查、主管部门评价项目分别采用民生工程各小组的评分、民意调查的得

分和主管部门评分，以百分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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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12）《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国发〔2016〕51号 2016年 09 月 05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9/19/content_5109486.htm  

http://www.zunyi.gov.cn/zt/rdzt/2017zggjdsjcyblh/201808/t20180810_769231.html  

 

索 引 号：000014349/2016-00185 主题分类：综合政务\政务公开发文机关：国务院成文日期：2016 年 09 月 05 日

标  题：国务院关于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文字号：国发〔2016〕51 号发布日期：2016 年

09 月 19 日主 题 词： 

 

国务院关于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发〔2016〕5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 

                           2016 年 9 月 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动政务信息系统互联和公共数据共享，增强政府公信力，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服务水平，充

分发挥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在深化改革、转变职能、创新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印发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国发〔2015〕50 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务信息资源，是指政务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文件、

资料、图表和数据等各类信息资源，包括政务部门直接或通过第三方依法采集的、依法授权管理的和因履行职责需

要依托政务信息系统形成的信息资源等。 

本办法所称政务部门，是指政府部门及法律法规授权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第三条 本办法用于规范政务部门间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包括因履行职责需要使用其他政务部门政务信息资源

和为其他政务部门提供政务信息资源的行为。 

第四条 促进大数据发展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

指导和组织国务院各部门、各地方政府编制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组织编制国家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并指导国家数据

共享交换平台建设、运行、管理单位开展国家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的日常维护工作。 

各政务部门按本办法规定负责本部门与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以下简称共享平台）的联通，并按照政务信息资源目录

向共享平台提供共享的政务信息资源（以下简称共享信息），从共享平台获取并使用共享信息。 

第五条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各政务部门形成的政务信息资源原则上应予共享，涉及国家秘密和安全的，

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二）需求导向，无偿使用。因履行职责需要使用共享信息的部门（以下简称使用部门）提出明确的共享需求和信

息使用用途，共享信息的产生和提供部门（以下统称提供部门）应及时响应并无偿提供共享服务。 

（三）统一标准，统筹建设。按照国家政务信息资源相关标准进行政务信息资源的采集、存储、交换和共享工作，

坚持“一数一源”、多元校核，统筹建设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共享交换体系。 

（四）建立机制，保障安全。联席会议统筹建立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机制和信息共享工作评价机制，各政务部门

和共享平台管理单位应加强对共享信息采集、共享、使用全过程的身份鉴别、授权管理和安全保障，确保共享信息

安全。 

第六条 各政务部门应加强基于信息共享的业务流程再造和优化，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模式，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社

会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第二章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 

第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制定《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明确政务信息资源的分类、责任方、格式、属

性、更新时限、共享类型、共享方式、使用要求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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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各政务部门按照《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要求编制、维护部门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并在有关法律法

规作出修订或行政管理职能发生变化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更新本部门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各地方政府按照《政务

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要求编制、维护地方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并负责对本级各政务部门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更新

工作的监督考核。 

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总形成国家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并建立目录更新机制。国家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是实现国家政务信

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的基础，是政务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的依据。 

第三章 政务信息资源分类与共享要求 

第九条 政务信息资源按共享类型分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不予共享等三种类型。 

可提供给所有政务部门共享使用的政务信息资源属于无条件共享类。 

可提供给相关政务部门共享使用或仅能够部分提供给所有政务部门共享使用的政务信息资源属于有条件共享类。 

不宜提供给其他政务部门共享使用的政务信息资源属于不予共享类。 

第十条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及目录编制应遵循以下要求： 

（一）凡列入不予共享类的政务信息资源，必须有法律、行政法规或党中央、国务院政策依据。 

（二）人口信息、法人单位信息、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信息、电子证照信息等基础信息资源的基础信息项是政务部

门履行职责的共同需要，必须依据整合共建原则，通过在各级共享平台上集中建设或通过接入共享平台实现基础数

据统筹管理、及时更新，在部门间实现无条件共享。基础信息资源的业务信息项可按照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方式建

设，通过各级共享平台予以共享。基础信息资源目录由基础信息资源库的牵头建设部门负责编制并维护。 

（三）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同一主题领域，由多部门共建项目形成的主题信息资源，如健康保障、社会保障、食品

药品安全、安全生产、价格监管、能源安全、信用体系、城乡建设、社区治理、生态环保、应急维稳等，应通过各

级共享平台予以共享。主题信息资源目录由主题信息资源牵头部门负责编制并维护。 

第四章 共享信息的提供与使用 

第十一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组织推动国家共享平台及全国共享平台体系建设。各地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明

确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级共享平台建设。共享平台是管理国家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支撑各政务

部门开展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的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包括共享平台（内网）和共享平台（外网）两部分。 

共享平台（内网）应按照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要求，依托国家电子政务内网建设和管理；共享平台（外网）应按

照国家网络安全相关制度和要求，依托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建设和管理。 

各政务部门业务信息系统原则上通过国家电子政务内网或国家电子政务外网承载，通过共享平台与其他政务部门共

享交换数据。各政务部门应抓紧推进本部门业务信息系统向国家电子政务内网或国家电子政务外网迁移，并接入本

地区共享平台。凡新建的需要跨部门共享信息的业务信息系统，必须通过各级共享平台实施信息共享，原有跨部门

信息共享交换系统应逐步迁移到共享平台。 

第十二条 使用部门应根据履行职责需要使用共享信息。属于无条件共享类的信息资源，使用部门在共享平台上直

接获取；属于有条件共享类的信息资源，使用部门通过共享平台向提供部门提出申请，提供部门应在 10 个工作日

内予以答复，使用部门按答复意见使用共享信息，对不予共享的，提供部门应说明理由；属于不予共享类的信息资

源，以及有条件共享类中提供部门不予共享的信息资源，使用部门因履行职责确需使用的，由使用部门与提供部门

协商解决，协商未果的由本级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主管部门协调解决，涉及中央有关部门的由联席会议协调解决。 

提供部门在向使用部门提供共享信息时，应明确信息的共享范围和使用用途（如，作为行政依据、工作参考，用于

数据校核、业务协同等），原则上通过共享平台提供，鼓励采用系统对接、前置机共享、联机查询、部门批量下载

等方式。 

各政务部门应充分利用共享信息。凡属于共享平台可以获取的信息，各政务部门原则上不得要求自然人、法人或其

他组织重复提交。 

第十三条 按照“谁主管，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提供部门应及时维护和更新信息，保障数据的完整性、准确

性、时效性和可用性，确保所提供的共享信息与本部门所掌握信息的一致性。 

第十四条 按照“谁经手，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使用部门应根据履行职责需要依法依规使用共享信

息，并加强共享信息使用全过程管理。 

使用部门对从共享平台获取的信息，只能按照明确的使用用途用于本部门履行职责需要，不得直接或以改变数据形

式等方式提供给第三方，也不得用于或变相用于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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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建立疑义、错误信息快速校核机制，使用部门对获取的共享信息有疑义或发现有明显错误的，应及时反

馈提供部门予以校核。校核期间，办理业务涉及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如已提供合法有效证明材料，受理单

位应照常办理，不得拒绝、推诿或要求办事人办理信息更正手续。 

第五章 信息共享工作的监督和保障 

第十六条 联席会议负责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统筹协调，建立信息共享工作评价机制，督促检查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工作落实情况。 

第十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网信办组织编制信息共享工作评价办法，每年会同中央编办、财政部等部门，对

各政务部门提供和使用共享信息情况进行评估，并公布评估报告和改进意见。 

第十八条 国务院各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家共享平台管理单位应于每年 2 月底前向联席会议报告上一年度政

务信息资源共享情况，联席会议向国务院提交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情况年度报告。 

第十九条 国家标准委会同共享平台管理单位，在已有政务信息资源相关标准基础上，建立完善政务信息资源的目

录分类、采集、共享交换、平台对接、网络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标准，形成完善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标准体系。 

第二十条 国家网信办负责组织建立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安全管理制度，指导督促政务信息资源采集、共享、使

用全过程的网络安全保障工作，指导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风险评估和安全审查。 

共享平台管理单位要加强共享平台安全防护，切实保障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时的数据安全；提供部门和使用部门

要加强政务信息资源采集、共享、使用时的安全保障工作，落实本部门对接系统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 

共享信息涉及国家秘密的，提供部门和使用部门应当遵守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信息共享工作中分别承担相

关保障责任。 

第二十一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网信办建立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投资和运维经费协商机制，对政

务部门落实政务信息资源共享要求和网络安全要求的情况进行联合考核，凡不符合政务信息资源共享要求的，不予

审批建设项目，不予安排运维经费。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在国家政务信息化建设规划制定、项目审批、投资计划安排、项目验收等环节进行考核。财政

部负责在国家政务信息化建设项目预算下达、运维经费安排等环节进行考核。国家网信办负责在网络安全保障方面

进行考核。 

政务信息化项目立项申请前应预编形成项目信息资源目录，作为项目审批要件。项目建成后应将项目信息资源目录

纳入共享平台目录管理系统，作为项目验收要求。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相关项目建设资金纳入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相关工作经费纳入部门财政预算，

并给予优先安排。 

第二十二条 审计机关应依法履行职责，在国家大数据政策的贯彻落实、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中发挥监督作用，保障

专项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推动完善相关政策制度。 

第二十三条 各政务部门应建立健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管理制度，明确目标、责任和实施机构。各政务部门主

要负责人是本部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各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通知整改；未在规定时限内完

成整改的，国家发展改革委要及时将有关情况上报国务院： 

（一）未按要求编制或更新政务信息资源目录； 

（二）未向共享平台及时提供共享信息； 

（三）向共享平台提供的数据和本部门所掌握信息不一致，未及时更新数据或提供的数据不符合有关规范、无法使

用； 

（四）将共享信息用于履行本单位职责需要以外的目的； 

（五）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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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13）《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的通知》(2017年 05 月 03日国办发〔2017〕39 号)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5/18/content_5194971.htm  

索 引 号：000014349/2017-00098 主题分类：综合政务\电子政务发文机关：国务院办公厅成文日期：2017 年 05 月

03 日标  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文字号：国办发〔2017〕39 号发

布日期：2017 年 05 月 18 日主 题 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17〕3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2017 年 5 月 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 

“十二五”以来，通过统筹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实施信息惠民工程等一系列举措，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在

局部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未能从全局上和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政务信息化建设的“各自为政、条块分割、

烟囱林立、信息孤岛”问题。为更好推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国发〔2016〕51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73 号）

等有关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紧紧

围绕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改革需要，以最大程度利企便民，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为目标，加快

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按照“内外联动、点面结合、上下协同”的工作思路，一方面着眼长远，做好顶层设

计，促进“五个统一”，统筹谋划，锐意改革；另一方面立足当前，聚焦现实问题，抓好“十件大事”，重点突破，

尽快见效。 

（二）基本原则。 

按照“五个统一”的总体原则，有效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切实避免各自为政、自成体系、重复投资、重复

建设。 

1.统一工程规划。围绕落实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相关规划，建设“大平台、大数据、大系统”，形成覆盖全国、统筹

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建立物理分散、逻辑集中、资源共享、政企互联的政务信息资源大数据，构建

深度应用、上下联动、纵横协管的协同治理大系统。 

2.统一标准规范。注重数据和通用业务标准的统一，开展国家政务信息化总体标准研制与应用，促进跨地区、跨部

门、跨层级数据互认共享。建立动态更新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确保政务信息有序开放、共享、使用。 

3.统一备案管理。实施政务信息系统建设和运维备案制，推动政务信息化建设和运维经费审批在同级政府政务信息

共享主管部门的全口径备案。 

4.统一审计监督。开展常态化的政务信息系统和政务信息共享审计，加强对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成效的监督检查。 

5.统一评价体系。研究提出政务信息共享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政务信息共享评价与行政问责、部门职能、建设经费、

运维经费约束联动的管理机制。 

（三）工作目标。 

2017 年 12 月底前，整合一批、清理一批、规范一批，基本完成国务院部门内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清理工作，初步

建立全国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一些涉及面宽、应用广泛、

有关联需求的重要政务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2018 年 6 月底前，实现国务院各部门整合后的政务信息系统接入

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各地区结合实际统筹推进本地区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初步实现国务院部门和地方

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完善项目建设运维统一备案制度，加强信息共享审计、监督和评价，推动政务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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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优化，政务数据共享和开放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纳入整合共享范畴的政务信息系统包括由政府投资建设、政府与社会企业联合建设、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或需要政

府资金运行维护的，用于支撑政府业务应用的各类信息系统。 

二、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的“十件大事” 

（一）“审”“清”结合，加快消除“僵尸”信息系统。结合 2016 年国务院第三次大督查、2015 年审计署专项审计

的工作成果，组织开展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专项督查，全面摸清各部门政务信息系统情况。2017 年 6 月底前，通

过信息系统审计，掌握各部门信息系统数量、名称、功能、使用范围、使用频度、审批部门、审批时间、经费来源

等（审计署牵头，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配合）。2017 年 10 月底前，基本完成对系统使用与实际业务流程长期脱节、功

能可被其他系统替代、所占用资源长期处于空闲状态、运行维护停止更新服务，以及使用范围小、频度低的“僵尸”

信息系统的清理工作（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 

（二）推进整合，加快部门内部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推动分散隔离的政务信息系统加快进行整合。整合后按要求分

别接入国家电子政务内网或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2017 年 6 月底前，国务院各部门根据自身信

息化建设实际情况，制定本部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清单。2017 年 12 月底前，各部门原则上将分散的、独立的

信息系统整合为一个互联互通、业务协同、信息共享的“大系统”，对以司局和处室名义存在的独立政务信息系统

原则上必须整合（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 

（三）设施共建，提升国家统一电子政务网络支撑能力。加快推进国家电子政务内网政府系统建设任务落实（国务

院办公厅牵头，各地区、各部门负责）。完善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健全管理体制机制，继续推进国家电子政务外网

二期建设，拓展网络覆盖范围，逐步满足业务量大、实时性高的网络应用需求。2018 年 6 月底前，基本具备跨层

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支撑服务能力（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管理中心负责）。除极

少数特殊情况外，目前政府各类业务专网都要向国家电子政务内网或外网整合（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各地区、各部

门负责）。 

（四）促进共享，推进接入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加快建设国家电子政务内网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完善国家电子

政务外网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开展政务信息共享试点示范，研究构建多级互联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促进重点

领域信息向各级政府部门共享（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管理中心、各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设管理单位

负责）。2017 年 9 月底前，依托国家电子政务外网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初步提供公民、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

的相关基本信息，同时逐步扩大信息共享内容，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库的覆盖范围和相关数据标准，优化便捷共享查

询方式（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民政部、工商总局、中央编办等负责）。2018 年 6 月底前，各部门推进本部门

政务信息系统向国家电子政务内网或外网迁移，对整合后的政务信息系统和数据资源按必要程序审核或评测审批后，

统一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国务院办公厅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组织，各有关部门负责）。 

（五）推动开放，加快公共数据开放网站建设。依托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和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统一规范、互联

互通、安全可控的数据开放网站（www.data.gov.cn）。基于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构建公共信息资源开放目录，按

照公共数据开放有关要求，推动政府部门和公共企事业单位的原始性、可机器读取、可供社会化再利用的数据集向

社会开放，开展中国数据创新系列活动，鼓励和引导社会化开发利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网信办、国务院办公

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强化协同，推进全国政务信息共享网站建设。依托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建设完善全国政务信息共享网站

（data.cegn.cn），将其作为国家电子政务外网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的门户，支撑政府部门间跨地区、跨层级的信息共

享与业务协同应用。2017 年 7 月底前，全国政务信息共享网站正式开通上线，按照“以试点促建设、以普查促普

及、以应用促发展”的工作思路，加强共享网站推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管理中心负责）。2017

年 12 月底前，实现信用体系、公共资源交易、投资、价格、自然人（基础数据以及社保、民政、教育等业务数据）、

法人（基础数据及业务数据）、能源（电力等）、空间地理、交通、旅游等重点领域数据基于全国政务信息共享网站

的共享服务（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组织，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2018 年 6 月底前，实现各部门政务数据基

于全国政务信息共享网站的共享服务（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 

（七）构建目录，开展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和全国大普查。落实《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要求，

加快建立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2017 年 6 月底前，出台《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网信办负责）。组织完成面向各地区、各部门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试点和信息共享专题培训工作（国家发

展改革委牵头，各有关地区、部门配合）。2017 年 12 月底前，开展对政务信息系统数据资源的全国大普查（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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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各有关地区、部门配合）。逐步构建全国统一、动态更新、共享校核、权威发布的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八）完善标准，加快构建政务信息共享标准体系。建立健全政务信息资源数据采集、数据质量、目录分类与管理、

共享交换接口、共享交换服务、多级共享平台对接、平台运行管理、网络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标准，推动标准试点应

用工作。2017 年 10 月底前，完成人口、法人、电子证照等急需的国家标准的组织申报和立项（国家标准委牵头，

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设管理单位等配合）。 

（九）一体化服务，规范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体系建设。加快推动形成全国统一政务服务平台，统筹推进统一、规范、

多级联动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着力解决跨地区、跨部

门、跨层级政务服务信息难以共享、业务难以协同、基础支撑不足等突出问题（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各地区、各

部门要整合分散的政务服务系统和资源，2017 年 12 月底前普遍建成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按照统一部署，各

地区、各部门政务服务平台要主动做好与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的对接，实现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的数据共享和资源接

入（各地区、各部门负责）。 

（十）上下联动，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围绕“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主要内容和关键环节，组织开展培

训交流和试点示范（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在 80 个城市大力推进“一号

一窗一网”试点。2017 年 7 月底前，完成试点城市 2016 年工作评价（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2017 年 12 月底前，

试点城市初步实现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政务服务（各有关省级政府、试点城市政府负责）。 

三、加大机制体制保障和监督落实力度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政务信息系统统筹整合和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开放管理制度，加强统筹协

调，明确目标、责任、牵头单位和实施机构。强化各级政府及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政务信息系统统筹整合和政务信息

资源共享工作的责任，原则上部门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对责任不落实、违反《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的地方和部门，要予以通报并责令整改（各地区、各部门负责，国务院办公厅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督查落

实）。 

（二）加快推进落实。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要求，把信息共享有关工作

列入重要日程，按照本方案要求统筹推动本地区、本部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抓紧制定推进落实的时间表、

路线图，加强台账和清单式管理，精心组织实施，每年 2 月底前向促进大数据发展部际联席会议报告上一年度政务

信息资源共享情况（包括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情况、政务信息系统接入统一共享平台进展、数据对接共享和支撑

协同应用情况等，报告请径送联席会议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切实保障工作进度（各地区、各部门负责），

经汇总后向国务院提交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情况年度报告（促进大数据发展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加强经费保障，政

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相关项目建设资金纳入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各级发展改革部门牵头），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

相关工作经费纳入部门预算统筹安排（各级财政部门牵头）。 

（三）强化评价考核。充分发挥国家电子政务工作统筹协调机制作用，建立政务信息共享工作评价常态化机制，督

促检查政务服务平台体系建设、政务信息系统统筹整合和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落实情况。2017 年 12 月底前，组

织制定政务信息共享工作评价办法，每年对各部门提供和使用共享信息情况进行评估，并公布评估报告和改进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网信办、中央编办、财政部等负责）。 

（四）加强审计监督。审计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对政务信息系统的审计，保障专项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合法

性和效益性，推动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审计结果及时报国务院（审计署牵头）。探索政务信息系统审计的方式方法，

2017 年 12 月底前形成具体工作方案（审计署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网信办配合）。 

（五）优化建设模式。推动政务信息化建设投资、运维和项目建设模式改革，鼓励推广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新

模式的应用与服务，提升集约化建设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牵头）。2017 年 9 月底前，修订《国家电子政

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完善社会投资参与的相关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2017

年 12 月底前，制定电子政务服务采购管理相关办法，完善政府购买信息系统、数据中心、数据资源等信息化服务

的相关政策（财政部牵头）。 

（六）建立备案制度。相关部门申请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和运维经费时，应及时向同级政府政务信息共享主管部门

全口径备案。加强项目立项建设和运行维护信息采集，掌握项目名称、建设单位、投资额度、运维费用、经费渠道、

数据资源、应用系统、等级保护和分级保护备案情况等内容，在摸清底数的前提下，加大管理力度。对不符合共建

共享要求的项目，相关部门不予审批，不拨付运维经费。加大对国家统一电子政务网络、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等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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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础性平台的运维经费保障力度，逐步减少直至取消信息孤岛系统和利用程度低的专网的运维经费。2017 年 12

月底前，研究建立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投资审批和运维经费审批的跨部门联动机制（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中央编办等负责）。 

（七）加强安全保障。强化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安全管理，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风险评估，推动制定完善个人

隐私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切实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保障政务信息资源使用过程中的个人隐私（国家网信办牵

头）。加强政务信息资源采集、共享、使用的安全保障工作，凡涉及国家秘密的，应当遵守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规

定（各地区、各部门负责）。加强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安全防护，切实保障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的数据安全（各

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设管理单位负责）。 

 

8.3.214）《江西省网上审批电子监察管理办法（试行）》() 

http://www.fcwlwz.gov.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59&id=53837 

 

江西省网上审批电子监察管理办法（试行） 

 

    为规范全省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的管理和使用，加强对行政审批行为的监督，充分发挥电子监察在监督检

查、规范行为、提高效能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江西省

行政效能监察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监察职责 

    （一）各级监察机关（机构）负责对网上审批电子监察系统管理使用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与审批服务

部门、行政服务中心（窗口）、信息中心（电子政务办、信息化办）等单位共同保障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二）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及时有效、预警与纠错并举、监督与考核并重的要求，采取有效方式，认真

开展网上审批电子监察，及时发现行政审批不规范及违规违纪等问题。 

    （三）针对电子监察、群众投诉、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各责任单位及时整改纠正，定期通报有关情况。 

    （四）调查处理行政审批工作中存在的违规违纪问题，并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二、监察方式 

    （一）日常监察。每个工作日通过全省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对审批服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行政审

批行为进行实时全程电子监察，并做好日常记录。 

    （二）监督检查。采取实时在线抽查与实地调查核实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发现二次录入、事后补录、体外循环

等违规使用系统的问题，并督促整改。 

    （三）受理投诉。通过网上投诉、来信来访、举报电话等多种形式，受理办事群众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对审批

服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工作效能、服务态度、违规违纪行为等方面的投诉。 

    （四）满意度测评。通过采集各级行政服务中心（窗口）服务评价器上的满意度数据，对各审批服务部门进行

满意度测评。 

    （五）定期通报。各审批服务部门监察机构对电子监察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处理，并于每月 5 日前将上月情况

上报同级监察机关；监察机关汇总后于每月 10 日之前上报上一级监察机关。各级监察机关每月 15 日前要对上月电

子监察、监督检查、受理投诉和满意度测评等情况进行全辖区通报。 

    （六）绩效考评。每年对审批服务部门的行政审批及服务情况进行绩效考评。主要依据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

统自动生成的电子监察数据及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评，同时，监督检查、投诉举报、群众满意度、整改落实等情况

一并纳入考评范围。 

    三、监察内容 

    （一）应纳入全省网上审批系统办理的项目及各环节是否全部纳入。如使用其他系统（自研系统或国家部委系

统）办理的，是否实现系统间数据及时有效交换，并实现了电子监察。 

    （二）是否规范使用全省网上审批系统进行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的网上办理，是否存在二次录入、事后补

录、体外循环等问题。 

    （三）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承办、审核、批准、办结等审批各环节实施是否规范。 

    （四）是否按时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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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否按规定收费。 

    （六）是否真正实现一窗式受理、一次性告知、一条龙审批和一单式收费。 

    （七）有关行政审批事项的信息公开、结果查询、咨询答复等是否及时规范。 

    （八）是否做好系统的信息安全和运维工作，系统运行是否正常，是否及时发现并解决出现的问题。 

    （九）对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办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异常或预警问题的处理情况，督查督办的整改落实情

况。 

    （十）其它应当纳入电子监察范围的工作事项和内容。 

    四、责任追究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各级监察机关应依法依规视情节轻重对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涉嫌犯罪的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 

    1、操作过程中谎报数据、弄虚作假、违规审批的。 

    2、不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审批业务，影响下一审批程序流转的。 

    3、越权操作，造成数据遗失，贻误工作的。 

    4、无故重复要求申请人补正材料的。 

    5、应当公开的审批信息，未在审批服务网上公开或者网上公开不及时、不全面的。 

    6、服务态度不好被查实的。 

    7、与审批有关的投诉问题被查实的。 

    8、擅自对系统中数据和程序进行增加、删除、修改、复制等。 

    9、不按规定受理网上在线申报、咨询和投诉的。 

    10、盗用他人账号，非法使用系统，查阅他人工作信息。冒用他人名义进行审批操作和发送消息的。 

    11、从事危害系统安全运行活动的。 

    12、其他违反规定，影响行政效率和政府形象的行为。 

    （二）审批服务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被查实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对责任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

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1、审批体外循环的。 

    2、应纳入系统办理的行政审批事项未及时纳入，故意推诿、拖延或拒绝的。 

    3、未按规定实现审批系统间数据及时有效交换的。 

    4、能在全省网上审批系统实现打印证照功能而未实现的，或实现了但未在系统内输出证照的。 

    5、擅自增加审批条件、增减审批环节的。 

    6、未及时办理与审批有关投诉的。 

    7、已纳入全省网上审批系统的审批项目，未实时进入系统审批办理的，即二次录入或事后补录。 

    8、部门基本信息和审批信息发生变更，未及时上报修改系统信息的。 

    9、未做好工作交接，影响系统运行的。 

    10、网上审批系统未纳入全省电子政务统一监察平台的。 

    11、未按系统运维规定要求对系统出现的故障进行记录并及时报告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三）行政服务中心（窗口）未按规定制定日常管理办法，未对入驻的审批服务部门进行监督、管理、考核等

的，视情节轻重对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四）信息中心（电子政务办、信息化办）未按规定对系统稳定运行提供技术支撑，未做好系统的运维和安全

保障等的，视情节轻重对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五、附则 

    （一）有关概念说明 

    1、关于江西省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 

    江西省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包括“网上审批系统”和“电子监察系统”。“网上审批系统”是指由省政府统

一规划建设的，用于全省各级行政部门办理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的网上服务平台。“电子监察系统”是指对全

省各级行政部门使用网上审批系统办理事项实施的预警纠错、实时监控、绩效考核、投诉处理等网上监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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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体外循环”、“二次录入”、“事后补录” 

    “体外循环”是指行政审批项目（经批准不纳入全省审批系统的保密项目除外）的审批各环节未使用全省网上

审批系统办理（或数据未交换到全省网上审批系统）、未实现实时全程电子监察的审批行为。 

    “二次录入”，是指使用国家部委系统或自研系统办理的行政审批项目，在未与全省网上审批系统实现数据及

时交换的情况下，未同步（不同系统间相同环节办理时间相差 1 个工作日及以上的）在全省网上审批系统内办理的

录入行为。 

    “事后补录”，是指行政审批项目在全省网上审批系统外进行办理办结后（即办件除外），再录入到全省网上审

批系统。 

    以上三种情况均为未实时使用全省网上系统办理审批事项行为，使之游离于电子监察系统之外，都是本办法不

允许的违规违纪行为。 

    （二）本办法由江西省人民政府电子政务监察中心负责解释。 

（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215）《江西省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法》(赣府厅发[2006]5 号 2006-03-01， 2020年 2 月 14 日) 

http://www.fengxin.gov.cn/xxgk-show-509995.html 2006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08/4/29/art_4975_212608.html  2006 

http://www.jxnf.gov.cn/art/2009/11/4/art_1009_359147.html 2006 

http://www.zgsr.gov.cn/doc/2015/07/17/150174.shtml 2015 

《江西省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暂行办法》 2005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赣府厅发〔2006〕5 号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机构和职责 

  第三章 工作程序 

  第四章 窗口工作人员的管理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六章 附则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江西省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暂行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西省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各级行政服务中心的管理，促进统一办理、联合办理、集中办理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以下简称行政服

务事项)的实施，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高行政效能，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应当坚持公正、便民、高效、廉洁的原则，为行政服务事项承办单位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提供规范优质服务。   

第三条  

行政服务事项的办理实行窗口受理、统一收费、限时办结。   

第四条  

行政服务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将行政服务事项的名称、依据、条件、数量、办事程序、申报材料、办理期限、收费标

准、收费依据、服务承诺等在行政服务中心公示。 

第二章 机构和职责   

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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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服务中心是政府设立的为统一办理、联合办理、集中办理行政服务事项提供的咨询、服务场所。   

第六条  

行政服务事项承办单位应当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行政服务事项的决定，进驻

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窗口。行政服务事项少的单位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可以联合设立窗口。凡已确定在窗口受理的

行政服务事项，各部门和单位不得另行受理。 

  涉及经济发展、公共安全以及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服务事项，均应当在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统一受理。   

第七条  

行政服务中心的管理机构，为本级人民政府派出的机构，负责对行政服务中心的日常管理、工作协调，其工作经费

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 

  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行政服务中心的管理制度并监督检查； 

  (二)为办理行政服务事项提供服务； 

  (三)为联合办理、统一办理行政服务事项进行组织与协调； 

  (四)受本级人民政府委托对办理行政服务事项的质量、效率及涉及的收费进行监督； 

  (五)对窗口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培训和考核； 

  (六)对下级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建设进行指导； 

  (七)本级人民政府决定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行使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票款分离的收费专窗，办理行政服务事项依法收取的费用直接纳入财政专户或者国库管理。   

第九条  

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应当积极推行电子政务，行政服务事项办理情况应当及时登录行政服务中心办公自动化系统。   

第十条  

行政服务中心各窗口应当积极开办网上受理和办理行政服务事项，同时提供现场受理和网上受理两种方式，申请人

可自行选择申报方式。 

  窗口与窗口单位的电子政务网应当互联，行政服务中心的网站与本级人民政府电子政务网站应当互联，各级行

政服务中心网站之间应当逐步链接，统一操作程序。   

第十一条  

有关部门设立的专业办事大厅及分中心应当接受本级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工作协调和监督，

纳入行政服务中心的统一考核。 

  各级行政服务中心之间应当加强信息沟通、业务协作和配合。 

第三章 工作程序   

第十二条  

窗口受理行政服务事项实行首问责任制和一次性告知制。 

  窗口办理行政服务事项实行首席代表制。首席代表由窗口单位的负责同志或者内设机构的负责人担任，在授权

范围内代表本单位办理行政服务事项。   

第十三条  

窗口工作人员对申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能够当场办理的，应当当场办理；对不需要现场勘察、集体

讨论、专家论证、听证的行政服务事项，实行“窗口工作人员受理审查，首席代表核准”的一审一核办理制度；承

诺办理的，应当在承诺期限内办理；对需上报、转报审批的，应当及时上报、转报并联系办理或者代为办理；对不

予审批的事项，应当书面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窗口对受理或不予受理行政服务事项的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单位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第十四条  

同一行政服务申请事项依法由本级人民政府两个以上窗口单位实行统一办理的，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确定其中一个窗口单位为主办单位，其他窗口单位为协办单位； 

  (二)主办单位窗口负责受理申请，并抄告相关协办单位窗口； 

  (三)协办单位分别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核，并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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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主办单位汇总各协办单位审核意见后，在法定期限或者承诺期限内作出决定； 

  (五)主办单位窗口送达决定或者有关证件。 

  前款规定的行政服务事项的办理，也可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或者其指定的部门，通过召开相关窗口单位参

加的会议，集中进行审核，同步提出审核意见，进行联合办理。 

第十五条  

行政服务事项办结后，窗口应当将办理结果在法定期限或承诺期限内送达申请人，并在行政服务中心网站公布。 

第四章 窗口工作人员的管理   

第十六条  

窗口单位应当至少配备两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工作人员到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工作。窗口工作人员应当保持

相对稳定，在窗口工作时间不得少于二年。 

  办理行政许可事项的工作人员，必须具有行政执法资格。   

第十七条  

窗口工作人员应当熟悉本单位行政服务事项的办理，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自觉遵守行政服务中心各项规章制度。   

第十八条  

窗口工作人员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和窗口单位实行双重管理，业务上由所在单位领导，日常工作接受行政服务

中心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   

第十九条  

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对窗口工作人员要定期组织学习和业务培训，增强窗口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   

第二十条  

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对窗口工作人员实行定期考核和年度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书面通知其所在单位和人事部门。   

第二十一条  

窗口单位对窗口工作人员进行调整、奖惩，或者临时顶岗换人的，事前应当征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的意见。行

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将窗口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通报窗口单位。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可以通过电子政务信息系统或现场巡查对窗口办理行政服务事项情况进行检查。并通过设立

投诉窗口、投诉电话和电子信箱等形式，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办理行政服务事项的窗口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的投诉举报，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三条  

窗口单位要加强对行政服务事项办理情况和窗口工作人员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窗口工作人员因不能

胜任工作或有违规违纪行为的，窗口单位应当根据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的意见及时调整。   

第二十四条  

窗口单位及其窗口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

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一)经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应当进驻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窗口的单位而不进驻的； 

  (二)应当进入行政服务中心受理的行政服务事项而拒不进入或者进入行政服务中心受理后仍在窗口以外进行受

理的； 

  (三)不在行政服务中心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内容的； 

  (四)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服务事项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五)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履行一次性告知义务的； 

  (六)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服务事项申请或者不予行政服务事项理由的； 

  (七)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服务事项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八)对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九)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十)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十一)违反规定擅自收费，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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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行政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

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窗口工作人员管理松懈、监督不力，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二)在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全省各类行政服务专业办事大厅的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江西省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法》  2015 

江西省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各级行政服务中心管理，规范行政服务行为，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服务事项办理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办理行政服务事项应当坚持依法、公开、便民、高效、廉洁的原则。 

第二章 机构和职责 

第四条 行政服务中心应当设立管理机构进行管理。 

省直部门设立的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由本部门管理。 

市、县（区）行政服务中心的管理机构为本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其名称可为“××市（县、区）人民政府行政

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由所在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理。 

第五条 省直部门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管理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拟定本部门集中受理、办理行政服务事项的管理办法、工作制度并组织实施； 

（二）对进驻中心（窗口）的行政服务事项办理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 

（三）对涉及本部门多个机构办理的行政服务事项，建立联办会审制度； 

（四）对需要本级人民政府多个部门审批的行政服务事项，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 

（五）对需要上报转报有关部门办理的行政服务事项，建立代理代办制度； 

（六）对中心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中心工作人员的投诉举报； 

（七）本部门决定由其行使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市、县（区）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拟定本中心的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二）对进驻或者退出中心的实施部门及其行政服务事项提出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三）对依法由本级人民政府两个以上部门实施的行政服务事项，建立联办会审制度； 

（四）对重大产业项目审批等行政服务事项，提供代理代办服务； 

（五）对进入中心的各窗口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管理、监督和考核； 

（六）对本级部门专业办事大厅及下级行政（便民）服务中心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考核； 

（七）为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提供后勤保障； 

（八）本级人民政府决定由其行使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拟定本中心的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协调基层站所实施的行政服务事项进入中心集中、统一办理； 

（三）对需要上报转报有关部门办理的行政服务事项，建立代理代办制度； 

（四）对进入中心的各窗口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管理、监督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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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中心及窗口工作人员的投诉举报； 

（六）对村（居）便民服务代办点进行指导； 

（七）本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决定由其行使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省直部门应当保障本部门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必要的办公人员、办公场所和办公条件，其工作经费列入

本部门财政预算。 

市、县（区）行政服务中心和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运行经费、人员办公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三章 工作机制 

第九条 实施部门应当在行政服务中心大厅和部门网站公开行政服务事项的名称、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

流程、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申请书示范文本以及收费依据、收费标准、承办人、监督渠道等。 

第十条 实施部门应当设立行政服务事项办理机构，统一受理、办理本部门实施的行政服务事项。 

市、县（区）实施部门设立的行政服务事项办理机构应当成建制进入本级行政服务中心。 

第十一条 实施部门应当任命本部门一名中层以上干部驻行政服务中心担任首席代表，在授权范围内实施本部门行

政服务事项。 

第十二条 除下列情形外，实施部门办理行政服务事项实行一审一核制，由首席代表在授权范围内作出决定： 

（一）需要检验、检测、检疫、鉴定、考试、考核的； 

（二）需要专家评审的； 

（三）需要举行听证或者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 

（四）需要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式作出决定的； 

（五）需要集体研究的； 

（六）需要上报转报有关部门审查决定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实施部门能够当场作出行政决定的，首席代表应当即时作出书面行政

决定。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首席代表应当在承诺期限内作出行政决定。 

第十三条 首席代表在授权范围内不能作出决定的行政服务事项，作为承诺件由实施部门窗口受理申请，在部门内

部进行运作，在承诺时限内作出决定，由部门窗口送达决定。 

第十四条 同一行政服务事项依法应当由本级人民政府两个以上部门分别办理的，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协调确

定主办窗口和协办窗口，实行并联办理。 

涉及部门多、办理时限长的并联办理行政服务事项，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召集实施部门，实行集中办理或者联

合办理。 

第十五条 行政服务事项数量少或受理次数少的实施部门，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可以不进驻行政服务中心。但其

行政服务事项应当委托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设立的综合窗口代为接收申请材料和送达审批决定。 

第十六条 行政服务事项纳入行政服务中心前，实施部门应当根据本办法第十二条至第十五条确定的行政服务事项

办理方式，对本部门实施的行政服务事项实行分类，并制作本部门行政服务事项目录，商本级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

构汇总后，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公布。 

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公布的行政服务事项，应当纳入本级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受理、办理。因保密等原因不宜纳入行

政服务中心集中受理、办理的，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行政服务中心信息化纳入本级电子政务建设总体规划，加强行政服务中心电子政务

应用系统建设，推动各级行政服务中心之间网络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不断提升网上政务服务水平。 

第十八条 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应当完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服务质量考评制度，对实施部门窗口及

其工作人员行政服务行为实施日常监督。 

实施部门应当完善内部监管机制，受理并及时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本部门提供行政服务行为的投诉，监

督和管理本部门窗口工作人员提供行政服务的行为。 

监察部门应当对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实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服务行为进行效能监察、廉政监察，依法受

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投诉、检举、控告，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法制、财政、物价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对实施部门办理行政服务事项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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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作程序 

第十九条 实施部门办理行政服务事项应当提供窗口受理和网上受理两种方式。 

申请人可以自行选择申请方式。 

第二十条 实施部门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对行政服务事项的申请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不需要取得行政决定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并说明理由；对需要提供公共服务的，及时予

以办理； 

（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五）申请事项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且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部门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

请材料的，应当受理，并出具受理决定书。 

实施部门向申请人出具的受理决定书，应当加盖本部门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 

办理期限从受理日期开始计算。 

第二十一条 实施部门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分别不同情况，作出下列处理： 

（一）属于一审一核件目录的事项，首席代表应当按照规定时限作出决定； 

（二）属于承诺件目录的事项，实施部门应当在承诺期限内作出决定； 

（三）属于联办件目录的事项，按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二十二条 联办件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主办窗口受理申请，并于受理之日将申请抄告相关协办窗口； 

（二）协办窗口分别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审核意见或出具相应证照； 

（三）主办窗口汇总各协办窗口的审核意见后，在承诺期限内作出审批决定； 

（四）主办窗口将审批决定送达申请人。 

前款规定的联办件办理，也可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通过召开相关窗口单位参加的会议，集中进行审核，同步提

出审核意见，进行联合办理。 

第二十三条 协办窗口应当参加主办窗口组织的联合踏勘、联合会审或协调会等联合行动。 

第二十四条 需上报、转报的行政服务事项，实施部门窗口在完成相关程序后应当及时上报、转报。 

本省行政区域内上级政府及部门对下级政府及部门上报的行政服务事项申请依法进行审查，并在承诺时限内办结。 

第二十五条 对不予办理的事项，实施部门窗口应出具不予办理决定书。不予办理决定书应当加盖本部门印章并注

明不予办理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投诉的权利。 

第二十六条 行政服务事项办结后，实施部门窗口应当采用现代通讯等手段，及时将审批决定等信息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七条 实施行政许可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需要收取费用的，应当按照法定标准到设在行政服务中心的缴费窗口统一缴纳，所收资金直接上缴财政专户或

国库。 

第二十八条 网上办理的行政服务事项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管理和考核 

第二十九条 实施部门应当派驻至少两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工作人员到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工作。 

办理行政许可事项的工作人员须取得行政执法资格。 

部门派驻的窗口工作人员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在窗口工作时间一般不应少于二年。实施部门对窗口工作人员进行调

整的，事前应当告知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 

第三十条 窗口工作人员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和实施部门双重管理，业务工作由所在部门领导，日常管理和考

核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负责。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将窗口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通报实施部门。 

第三十一条 窗口工作人员应当熟悉本部门行政服务事项的办理，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自觉遵守行政服务中心管理

制度。 

第三十二条 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应当加强窗口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定期组织窗口工作人员学习、教育和培训。 

第三十三条 实施部门应当重视窗口工作人员的选拔使用，把窗口作为培养、锻炼人才的重要平台。 

对不能胜任工作或有违规违纪行为的窗口工作人员，实施部门应当根据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的意见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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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负责对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进行定期考核和年度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建议书

面通知其所在部门。 

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应在窗口工作人员 20%之内确定考核优秀等次的人员；所在部门根据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

意见，确定窗口服务人员考核等次。 

第三十五条 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会同人事、监察等部门，负责对本中心的实施部门窗口、部门专业办事大厅及

下级行政服务中心进行定期考核和年度考核。 

年度考核结果作为本级人民政府对实施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年度综合目标管理考核的依据。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办理行政服务事项的管理和实施部门进行目标考核，对考核前三名的予以奖励。 

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三十七条 实施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监察

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一）应当进驻行政服务中心而不进驻的； 

（二）未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在行政服务中心之外的场所受理申请的； 

（三）对进驻中心的首席代表不充分授权的； 

（四）对于应当实行统一办理、联合办理的行政服务事项，不履行牵头责任、协办责任或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

定程序的； 

（五）不在行政服务中心公示应当公示的内容的； 

（六）未按规定在行政服务中心缴费窗口收取行政许可等相关行政事业性费用的； 

（七）违反行政服务中心管理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八条 实施部门及窗口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超越职权作出准予决定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不在承诺期限内作出决定的； 

（三）未依法说明不予受理、不予办理理由的； 

（四）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履行一次性告知义务的； 

（五）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服务事项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第三十九条 实施部门窗口工作人员在受理或办理行政服务事项过程中索贿、受贿或违规收费、谋取非法利益，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第四十条 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

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一）对窗口工作人员管理松懈、监督不力，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二）在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服务中心，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设立的统一办理、联合办理、集中办理行

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公共服务等事项（以下简称行政服务事项）的综合服务平台。 

本办法所称实施部门，包括本省各级人民政府所属行政机关（含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

法受委托的组织、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其他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 

第四十二条 省直部门设立的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和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的工作机制、工作程序、管理考

核和责任追究参照本办法执行。 

市、县（区）有关部门设立的专业办事大厅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省政府办公厅 2006 年印发的《江西省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暂行办法》（赣府

厅发〔2006〕5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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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16）《九江市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2007 年 2月 9 日) 

http://218.65.3.186:9000/pub/jjfzb/zfjd/gfxzzfxw/201804/t20180410_1885542.html  

http://drc.jiangxi.gov.cn/art/2009/6/8/art_14606_598403.html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效能责任追究暂行规定 

九江市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九江市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已经 2007 年 2 月 9 日市人民政府第 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王萍   

  2007 年 2 月 15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能，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防止行政过错行为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

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和《江西省行政执法责任制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过错，是指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受行政机关委托履行行政管理和行政执

法职责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过程中，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

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管理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给行

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   

  前款所称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无合

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权限和规定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第四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及管理权限，负责追究行政过错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行政监察机关负责对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工作的监督检查，并可依法调查处理本市影响较大的行政过错案件。   

  第五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在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同时，行政机关应当主动纠正错误，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者尽量减少不良后果的发生。   

第二章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范围 

  第六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或者超越规定权限实施许可的；   

  (二)继续行使已经取消的许可权的；   

  (三)违法委托中介机构、下属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代行许可管理权的；   

  (四)不按照规定公开许可的项目、依据、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和结果的；   

  (五)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许可的；   

  (六)不予受理、许可时不告知理由的；   

  (七)受理后应当开具受理回执而不开具的；   

  (八)管理相对人申请资料不全时，未一次性告知补充事项的；   

  (九)违法收取抵押金、保证金和其他费用的；   

  (十)未在规定或者承诺时限内完成许可事项或者告知办理结果并发文的；   

  (十一)其他违反行政许可工作规定，贻误许可工作或者损害许可申请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七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征收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应当公示而不按规定公示征收的项目、标准、依据的；   

  (二)不出示法定的行政执法证件实施征收的；   

  (三)擅自设立征收项目实施征收，或者擅自改变征收标准的；   

  (四)未按法定范围、时限实施征收的；   

  (五)违反票据管理规定，不开具法定部门制发的专用票据的；   

  (六)不按规定实行收缴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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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截留、私分或擅自开支征收款的；   

  (八)被征收单位或者个人对征收有异议时，不告知法定依据的；   

  (九)其他违反行政征收规定的行为。   

  第八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检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按法定职责、权限、程序、时限实施检查的；   

  (二)无法定依据实施检查的；   

  (三)无具体理由、事项、对象实施检查的；   

  (四)不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实施检查的；   

  (五)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隐瞒、包庇、袒护、纵容，不予制止和纠正的；   

  (六)侵害被检查对象合法权益的；   

  (七)其他违反行政检查工作规定的。   

  第九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具备行政处罚主体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没有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种类、幅度的；   

  (四)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的；   

  (五)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处罚的；   

  (六)非法使用罚没财物，以及不使用法定票据的；   

  (七)违反有关规定，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八)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九)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十)未依法告知被处罚人法定救济权利和途径的；   

  (十一)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第十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或者超过法定时限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致使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四)其他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复议职责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按规定提出书面答复、不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或者阻挠、变相阻挠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复议申请，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或者不予答复的；   

  (三)不按照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的；   

  (四)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五)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   

  (六)在行政复议工作中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渎职、失职行为的。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受理对行政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对应当追究责任的行为不进行处理的；   

  (二)工作态度蛮横，故意推诿、刁难管理相对人，损害行政机关形象的；   

  (三)指使、纵容、暗示受委托执法组织滥施职权，或者违法与受委托执法组织订立利益分配协议的；   

  (四)行政机关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和制定的行政措施有违法情形被上级主管机关依法撤销仍在继续执行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行为。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领导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决策和执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末按决策程序进行决策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实施决策的；   

  (三)明知决策错误，未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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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应由本人作出的决策推诿或者拖延的；   

  (五)违反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实施决策的；   

  (六)其他因决策错误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产生恶劣影响的行为；   

  (七)在执行决策过程中，不依法定程序办事，管理缺失，不尽职尽责，使正确决策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

造成工作上的严重损失并产生恶劣影响的。   

第三章 行政过错责任划分 

  第十四条 行政过错责任分为直接责任、直接领导责任和间接领导责任。   

  第十五条 承办人未经审核人审核、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

责任。   

  承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审核人、批准人不能正确履行审核、批准职责，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

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六条 承办人不依照审核、批准事项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七条 承办人提出方案或者意见有错误，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未予纠正，导致

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直接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间接领导责任。   

  第十八条 审核人不采纳或者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经批准人批准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

准人负直接领导责任。   

  审核人不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九条 批准人不采纳或者改变承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未经承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条 领导人直接干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该领导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一条 集体研究、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主要领导人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二十二条 经过听证作出的决定，批准人同意听证主持人的错误建议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听证主持人负

直接责任，批准人负直接领导责任；批准人不采纳听证主持人的正确建议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

责任。   

  第二十三条 上级机关改变下级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上级机关具体承办人员负直接

责任，上级机关负责人负间接领导责任。   

  第二十四条 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复议机关负责人负间接领导责任。   

  第二十五条 两人以上故意或者过失，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按个人在行政过错中所起的作用确定责任。    

第四章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第二十六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方式分为：   

  (一)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二)告诫；   

  (三)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四)扣发当年奖金；   

  (五)通报批评；   

  (六)暂停执法活动；   

  (七)调离执法岗位；   

  (八)给予行政处分。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独适用或者合并适用。   

  第二十七条 行政过错根据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分为一般过错、严重过错和特别严重过错。   

  (一)情节轻微，给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管理秩序造成损害，后果不大、影响较小的，属一般过错；   

  (二)情节严重，给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管理秩序造成损害，后果严重、影响较大的，属严重过错；   

  (三)情节特别严重，给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管理秩序造成损害，后果特别严重、影响重大的，属特别严重过错。   

  第二十八条 对于一般过错的直接责任者、直接领导责任者和间接领导责任者，可以单独给予或者合并给予责令

作出书面检查、告诫、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扣发当年奖金。   

  第二十九条 对于严重过错，应按下列规定追究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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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降级以下处分，合并给予通报批评、暂停执法资格、调离执法岗位；   

  (二)对直接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记大过以下处分，合并给予通报批评、暂停执法资格。   

  (三)对间接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警告或者行政记过处分，合并给予通报批评。   

  第三十条 对于特别严重过错，应按下列规定追究行政责任：   

  (一)对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撤职或者行政开除处分；   

  (二)对直接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降级以上处分；   

  (三)对间接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记大过以上处分。   

  第三十一条 因行政过错侵犯了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并涉及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赔偿，并依法向行政过错责任人追偿。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调查，以确定有关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过错责任：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诉、检举、控告的；   

  (二)使用已经废除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三)经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作出变更，或者撤销决定的；   

  (四)经行政诉讼，人民法院终审作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判决的；   

  (五)上级机关要求调查处理或者在人大、政府执法检查中，被认定为错误行为或者显失公正，要求调查处理的。   

  第三十三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   

  (二)干扰、阻碍调查人员对其行政过错行为进行调查的；   

  (三)对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   

  (四)故意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   

  第三十四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免予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法律、法规、规章不明确造成适用出现偏差的；   

  (二)因事实认定或定案后出现新的证据导致原认定的事实或案件的性质发生变化的；   

  (三)因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过错或者不可预见、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行政过错的；   

  (四)对行政过错行为主动发现并及时纠正，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其他从轻或者免予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章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程序 

  第三十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过错行为进行投诉、检举、控告。

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投诉、检举、控告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有事实依据的，应当受理；没有事实依

据的，不予受理。有明确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的，在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同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行政机关收到的不属于本机关管辖范围内的投诉、检举、控告，应当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应当自决定受理行政过错案件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调查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的，可以延

长 15 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 调查处理行政过错案件实行回避制度。有关工作人员与行政过错行为或者行政过错责任人有利害

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九条 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处理决定前，应当听取行政过错责任人的陈述和申辩。   

  第四十条 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或者认为不便向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提出投

诉、检举、控告的，可向行政监察机关提出。   

  行政监察机关直接办理的案件，涉及行政纪律处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一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应当制作书面决定送达有关当事人，处理决定应当说明错误事实、处理理由和依

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对行政过错责任的处理决定，有明确投诉人、检举人和控告人的，应当告知投诉人、检举人和控告人。   

  第四十二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做出处理决定的机关申

请复核。其中对行政处分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在复核期间，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的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复核中发现处理错误，应当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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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三条 对行政过错责任人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当同时报送同级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批准人，一般指行政机关行政首长或者主管业务工作的负责人；审核人，一般指行政机

关内设机构负责人；承办人，一般指具体承办行政管理事项的工作人员。依照内部管理规定或者行政授权，由其他

工作人员行使批准权、审核权的，行使批准权、审核权的人员即为批准人、审核人。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由九江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九府发[2004]12 号《九江市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

行办法》同时废止 

 

8.3.217）《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中组发〔2010〕8号 2010-03-31) 

http://zzb.fudan.edu.cn/4c/56/c2617a19542/page.htm  

https://zzb.xmu.edu.cn/17/cd/c749a6093/page.htm  

http://www.gov.cn/jrzg/2010-03/31/content_1570527.htm  

http://www.mohrss.gov.cn/zbjcj/ZBJIJIANJzhengcewenjian/201405/t20140522_130725.html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进一步规范干部选拔任用行为，防止和纠正用人上不正之

风，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党委（党组）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本级党委管理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

事项的报告工作，并负责审核下一级组织（人事）部门报告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 

    第三条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要求书面报告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经批复同

意后方可进行： 

    （一）在机构变动或者主要领导成员已经明确即将离任时确因工作需要提拔、调整干部的； 

    （二）越级提拔干部的； 

    （三）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个别特殊需要的领导成员人选，不经民主推荐，由组织推荐提名作为考察对象的； 

    （四）市、县、乡党政正职在同一岗位任期不到３年进行调整的； 

    （五）其他应当事先报批的事项。 

    本条第（四）项需要报经更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批复同意。 

    报告内容包括提拔调整干部的原由，拟提拔调整对象个人情况、任用意向，职数配备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四条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求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的意见： 

    （一）破格提拔干部的； 

    （二）除领导班子换届外，一批集中调整干部数量较大的（具体数量界限由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实际确定）； 

    （三）领导干部的近亲属在领导干部所在单位（系统）内提拔任用，或者在领导干部所在地区提拔担任下一级领

导职务的； 

    （四）领导干部的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提拔任用的； 

    （五）领导干部因被问责受到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影响期满拟重新任用的； 

    （六）超过任职年龄或者规定任期需要继续留任的； 

    （七）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本条第（三）项所称领导干部的近亲属，是指与领导干部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

姻亲关系的人员。 

    征求意见应当以书面形式事前函报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随函附报拟提拔任用干部的《干部任免审批表》、考

察材料等。 

    第五条 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审核报告事项，应当在１５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未经答复，不得提

交党委（党组）会议讨论决定相关任用事项。党委（党组）会议讨论研究有关干部任用时，本级组织（人事）部门

应当如实报告征求意见的情况。 

    第六条 凡违反本办法作出的干部任用决定，应当予以纠正，并按照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七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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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本办法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218）《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中组发〔2010〕8 号

2010-03-31) 

http://zzb.fudan.edu.cn/4c/56/c2617a19542/page.htm  

https://zzb.xmu.edu.cn/17/cd/c749a6093/page.htm  

http://www.gov.cn/jrzg/2010-03/31/content_1570547.htm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1271266.html  

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促进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委书记（以下简称市县党委书记）认真履行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职责，提高选人用人质量，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

法（试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是指市县党委书记因提拔使用、平级交流、到龄退

休等原因即将离任时，由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对其任职期间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的情况进行检查。 

    第三条 对因拟提拔使用即将离任的市县党委书记的检查，一般结合干部考察进行，由上级党委组织部门派出的

干部考察组负责实施。 

    第四条 对因平级交流、到龄退休等原因即将离任的市县党委书记的检查，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上级党委组织部

门干部监督机构负责组织实施。 

    第五条 对即将离任的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的情况，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一）任职期间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 

    （二）任职期间市县党委选拔任用的干部的情况； 

    （三）任职期间本地区用人风气的情况； 

    （四）任职期间遵守组织人事纪律的情况特别是离任前有无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的情况； 

    （五）任职期间加强干部监督管理工作的情况； 

    （六）其他应当检查的情况。 

    第六条 离任检查一般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即将离任的市县党委书记报告任职期间第五条所列情况； 

    （二）在一定范围内对即将离任的市县党委书记任职期间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情况和市县党委近期新任用

的干部进行民主评议； 

    （三）通过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受理举报等方式听取干部群众意见； 

    （四）查阅干部任免相关材料； 

    （五）向下达检查任务的党委组织部门报告检查情况； 

    （六）向被检查的市县党委书记反馈检查结果。 

    市县党委集中换届时，对拟提拔使用的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的离任检查，除本条第（一）、

（二）项外，其他程序可以结合考察工作适当简化。 

    第七条 对拟提拔使用的市县党委书记的民主评议，参加人员范围与考察时的参加民主测评人员范围一致。 

    对因平级交流、到龄退休等原因即将离任的市县党委书记的民主评议，一般由下列人员参加： 

    （一）全委会成员； 

    （二）本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 

    （三）本级纪委常委会成员； 

    （四）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主要领导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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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 

    第八条 检查结果作为评价、使用市县党委书记的重要依据。对民主评议中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总体评价

“满意”、“基本满意”两项比率合计不足三分之二，或者用人风气总体评价“好”、“较好”两项比率合计不足三分

之二的人员，经组织考核认定，要采取相应的组织处理措施，其中拟提拔使用的，应当取消其资格。 

    拟提拔使用干部的考察材料中应当反映检查情况和民主评议结果。 

    第九条 检查发现即将离任的市县党委书记任职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问题的，以及在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要进行调查核实。经

调查属实的，根据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给予相应的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对于拟提拔使用的，先取消其提拔资

格，再视情况作进一步处理。 

    对于在新任用的干部民主评议中满意度明显偏低的干部，市县党委书记应当就其任用情况作出说明。考察组或者

检查组应当对其任用过程进行调查了解。 

    第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党政机关直属单位党组（党委）书记的

离任检查，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219）《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中组发〔2010〕8 号 2010-03-31) 

http://zzb.fudan.edu.cn/4c/56/c2617a19542/page.htm  

https://zzb.xmu.edu.cn/17/cd/c749a6093/page.htm  

http://www.gov.cn/jrzg/2010-03/31/content_1570570.htm  

http://jjw.ankang.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904  

 

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促进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委书记（以下简称市县党委书记）认真履行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职责，提高选人用人质量，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

法（试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是指市县党委书记因提拔使用、平级交流、到龄退

休等原因即将离任时，由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对其任职期间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的情况进行检查。 

    第三条 对因拟提拔使用即将离任的市县党委书记的检查，一般结合干部考察进行，由上级党委组织部门派出的

干部考察组负责实施。 

    第四条 对因平级交流、到龄退休等原因即将离任的市县党委书记的检查，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上级党委组织部

门干部监督机构负责组织实施。 

    第五条 对即将离任的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的情况，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一）任职期间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 

    （二）任职期间市县党委选拔任用的干部的情况； 

    （三）任职期间本地区用人风气的情况； 

    （四）任职期间遵守组织人事纪律的情况特别是离任前有无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的情况； 

    （五）任职期间加强干部监督管理工作的情况； 

    （六）其他应当检查的情况。 

    第六条 离任检查一般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即将离任的市县党委书记报告任职期间第五条所列情况； 

    （二）在一定范围内对即将离任的市县党委书记任职期间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情况和市县党委近期新任用

的干部进行民主评议； 

    （三）通过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受理举报等方式听取干部群众意见； 

    （四）查阅干部任免相关材料； 

    （五）向下达检查任务的党委组织部门报告检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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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向被检查的市县党委书记反馈检查结果。 

    市县党委集中换届时，对拟提拔使用的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的离任检查，除本条第（一）、

（二）项外，其他程序可以结合考察工作适当简化。 

    第七条 对拟提拔使用的市县党委书记的民主评议，参加人员范围与考察时的参加民主测评人员范围一致。 

    对因平级交流、到龄退休等原因即将离任的市县党委书记的民主评议，一般由下列人员参加： 

    （一）全委会成员； 

    （二）本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 

    （三）本级纪委常委会成员； 

    （四）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主要领导成员； 

    （五）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 

    第八条 检查结果作为评价、使用市县党委书记的重要依据。对民主评议中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总体评价

“满意”、“基本满意”两项比率合计不足三分之二，或者用人风气总体评价“好”、“较好”两项比率合计不足三分

之二的人员，经组织考核认定，要采取相应的组织处理措施，其中拟提拔使用的，应当取消其资格。 

    拟提拔使用干部的考察材料中应当反映检查情况和民主评议结果。 

    第九条 检查发现即将离任的市县党委书记任职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问题的，以及在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要进行调查核实。经

调查属实的，根据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给予相应的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对于拟提拔使用的，先取消其提拔资

格，再视情况作进一步处理。 

    对于在新任用的干部民主评议中满意度明显偏低的干部，市县党委书记应当就其任用情况作出说明。考察组或者

检查组应当对其任用过程进行调查了解。 

    第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党政机关直属单位党组（党委）书记的

离任检查，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220）《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建质[2014]124 号 2014 年 08 月 25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409/t20140904_218907.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14-00404 主题信息：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

2014 年 08 月 25 日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暂

行办法》的通知有 效 期：2014 年 08 月 25 日生效文  号：建质[2014]124 号主 题 词：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

发《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规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贯彻《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强化工程质量终身责任落实，现将《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

量终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8 月

25 日 

  

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提高质量责任意识，强化质量

责任追究，保证工程建设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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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是指承担建筑工程项目建设的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勘察单位项目

负责人、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开工建设前，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应当签署授权书，明确本单位项目负责

人。 

  第三条 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是指参与新建、扩建、改建的建筑工程项目负责人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内对工程质量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建筑工程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工作进行指导和监

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工程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

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对工程质量承担全面责任，不得违法发包、肢解发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降低工程质量，其违法违规或不当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或

质量问题应当承担责任。 

  勘察、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当保证勘察设计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要求，对因勘察、设

计导致的工程质量事故或质量问题承担责任。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应当按照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进行施工，对因施工导致的工程质量

事故或质量问题承担责任。 

  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工程承包合同进行监理，对施工质量承

担监理责任。 

  第六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追究项目负责人的质量

终身责任： 

  （一）发生工程质量事故； 

  （二）发生投诉、举报、群体性事件、媒体报道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严重工程质量问题； 

  （三）由于勘察、设计或施工原因造成尚在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建筑工程不能正常使用； 

  （四）存在其他需追究责任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七条 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实行书面承诺和竣工后永久性标牌等制度。 

  第八条 项目负责人应当在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前签署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备案。项目负责人如有更换的，应当按规定办理变更程序，重新签署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备案。 

  第九条 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在建筑物明显部位设置永久性标牌，载明建设、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单位名称和项目负责人姓名。 

  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建立建筑工程各方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信息档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城

建档案管理部门。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信息档案包括下列内容： 

  （一）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执业资格，所在单位，变更情况等； 

  （二）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签署的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三）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第十一条 发生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对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按以下方式进行责任追究： 

  （一）项目负责人为国家公职人员的，将其违法违规行为告知其上级主管部门及纪检监察部门，并建议对项目

负责人给予相应的行政、纪律处分； 

  （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四）向社会公布曝光。 

  第十二条 发生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对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按以下方式进行

责任追究： 

  （一）项目负责人为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的，责令停止执业 1 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

业资格证书，5 年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不予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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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四）向社会公布曝光。 

  第十三条 发生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对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按以下方式进行责任追究： 

  （一）项目经理为相关注册执业人员的，责令停止执业 1 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

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不予注册； 

  （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四）向社会公布曝光。 

  第十四条 发生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对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按以下方式进行责任追究： 

  （一）责令停止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 1 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以内不予注册；情

节特别恶劣的，终身不予注册； 

  （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四）向社会公布曝光。 

  第十五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公布项目负责人质量责任追究情况，将其违法违规等不良行为及处

罚结果记入个人信用档案，给予信用惩戒。 

  鼓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开项目负责人终身质量责任承诺等质量责任信息。 

  第十六条 项目负责人因调动工作等原因离开原单位后，被发现在原单位工作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工程建

设标准及有关规定，造成所负责项目发生工程质量事故或严重质量问题的，仍应按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

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项目负责人已退休的，被发现在工作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工程建设标准及有关规定，造成所负责项目发生

工程质量事故或严重质量问题的，仍应按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且不得返聘从事相关技术工作。项目负责人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根据其承担责任依法应当给予降级、撤职、开除处

分的，按照规定相应降低或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第十七条 工程质量事故或严重质量问题相关责任单位已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仍应

按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依法追究项目负责人的责任。 

  第十八条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或严重质量问题的，除依照本办法规定追究项目负责人终身

责任外，还应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8.3.221）《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责任十项规定（试行）》((建质[2014]123 号 2014 年 08 月 25 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409/t20140904_218908.html  

http://www.shaanxijs.gov.cn/zixun/2014/9/74057.s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14-00406 主题信息：工程质量安全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

2014 年 08 月 25 日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责任十项规定（试行）》的通

知有 效 期：文  号：建质[2014]123 号主 题 词：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责任

十项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进一步落实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责任，保证工程质量安全，我部制定了《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

责任十项规定（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的问题和建议，请反馈我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409/t20140904_218908.html
http://www.shaanxijs.gov.cn/zixun/2014/9/74057.shtml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306 页 共 3277 页 

                        2014 年 8 月 25 日 

  

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责任十项规定（试行） 

  一、建筑施工项目经理（以下简称项目经理）必须按规定取得相应执业资格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合同约

定的项目经理必须在岗履职，不得违反规定同时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工程项目担任项目经理。 

  二、项目经理必须对工程项目施工质量安全负全责，负责建立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负责配备专职质量、安全等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负责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制、质量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项目经理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技术标准组织施工，不得偷工减料；负责组织编制施工组织设计，负责

组织制定质量安全技术措施，负责组织编制、论证和实施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负责组织质量安

全技术交底。 

  四、项目经理必须组织对进入现场的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预拌混凝土等进行检验，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

格，不得使用；必须组织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进行取样检测，送检试样不得弄虚作假，不得

篡改或者伪造检测报告，不得明示或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 

  五、项目经理必须组织做好隐蔽工程的验收工作，参加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分部工程的验收，参加单位工程

和工程竣工验收；必须在验收文件上签字，不得签署虚假文件。 

  六、项目经理必须在起重机械安装、拆卸，模板支架搭设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期间现场带班；必须

组织起重机械、模板支架等使用前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得使用；必须组织起重机械使用过程日常检查，

不得使用安全保护装置失效的起重机械。 

  七、项目经理必须将安全生产费用足额用于安全防护和安全措施，不得挪作他用；作业人员未配备安全防护用

具，不得上岗；严禁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施工质量安全的工艺、设备、材料。 

  八、项目经理必须定期组织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消除质量安全隐患；必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工

程建设相关单位提出的质量安全隐患整改要求，在隐患整改报告上签字。 

  九、项目经理必须组织对施工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岗前质量安全教育，组织审核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

证书，未经质量安全教育和无证人员不得上岗。 

  十、项目经理必须按规定报告质量安全事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保护事故现场，开展应急救援。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经理履职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项目经理履职不到位的，及时予以纠正；

必要时，按照规定程序更换符合条件的项目经理。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项目经理履职情况的动态监管，在检查中发现项目经理违反上述规定的，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行政处罚（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见附件 1），同时对

相应违法违规行为实行记分管理（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管理规定见附件 2），行政处罚及

记分情况应当在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发布平台上公布。 

  附件：1．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2．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管理规定 

  

附件 1 

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一、违反第一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一）未按规定取得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证书担任大中型工程项目经理的，对项目经理按照《注册建造师管理

规定》第 35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二）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担任项目经理的，对施工单位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2 条

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对项目经理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8 条或第 66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三）违反规定同时在两个及两个以上工程项目担任项目经理的，对项目经理按照《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

37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二、违反第二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一）未落实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或者未落实质量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对项目经理按照《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8 条或第 66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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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对施工单位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2 条规定

实施行政处罚，对项目经理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8 条或第 66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三、违反第三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一）未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技术标准组织施工的，对施工单位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64 条规定

实施行政处罚；对项目经理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73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二）在施工组织设计中未编制安全技术措施的，对施工单位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5 条规

定实施行政处罚；对项目经理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8 条或第 66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三）未编制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对施工单位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5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对项目经理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8 条或第 66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四）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的，对施工单位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4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对项目经理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8 条或第 66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四、违反第四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一）未对进入现场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预拌混凝土等进行检验的，对施工单位按照《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第 65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对项目经理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73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二）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的，对施工单位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64 条规

定实施行政处罚；对项目经理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73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三）未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对施工单位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 65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对项目经理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73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五、违反第五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一）未参加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和工程竣工验收的，对施工单位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64 条规

定实施行政处罚；对项目经理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73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二）签署虚假文件的，对项目经理按照《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 37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六、违反第六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起重机械的，对施工单位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5 条规定实

施行政处罚；对项目经理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8 条或第 66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七、违反第七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一）挪用安全生产费用的，对施工单位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3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对

项目经理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8 条或第 66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二）未向作业人员提供安全防护用具的，对施工单位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2 条规定实施

行政处罚；对项目经理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8 条或第 66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三）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施工安全的工艺、设备、材料的，对施工单位按照《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条例》第 62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对项目经理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8 条或第 66 条规

定实施行政处罚。 

  八、违反第八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对施工单位按照《建筑法》第 71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对项目

经理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8 条或第 66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九、违反第九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作业人员或者特种作业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培训或者经考核不合格即从事相关工作的，对施工单位按照《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2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对项目经理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8 条或第 66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十、违反第十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未按规定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的，对项目经理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8 条或第 66 条规定实施行

政处罚。 

  

附件 2 

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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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建筑施工项目经理（以下简称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周期为 12 个月，满分为 12 分。自项

目经理所负责的工程项目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之日起计算。 

  二、依据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类别以及严重程度，一次记分的分值分为 12 分、6 分、3 分、1 分

四种。 

  三、项目经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 12 分： 

  （一）超越执业范围或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担任项目经理的； 

  （二）执业资格证书或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过期仍担任项目经理的； 

  （三）因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未执行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造成质量安全事故的； 

  （四）谎报、瞒报质量安全事故的； 

  （五）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后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或未开展应急救援的。 

  四、项目经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 6 分： 

  （一）违反规定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工程项目上担任项目经理的； 

  （二）未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组织施工的； 

  （三）未按规定组织编制、论证和实施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 

  （四）未按规定组织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进行见证取样的； 

  （五）送检试样弄虚作假的； 

  （六）篡改或者伪造检测报告的； 

  （七）明示或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 

  （八）未参加分部工程验收，或未参加单位工程和工程竣工验收的； 

  （九）签署虚假文件的； 

  （十）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期间未在现场带班的； 

  （十一）未组织起重机械、模板支架等使用前验收的； 

  （十二）使用安全保护装置失效的起重机械的； 

  （十三）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施工质量安全的工艺、设备、材料的； 

  （十四）未组织落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工程建设相关单位提出的质量安全隐患整改要求的。 

  五、项目经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 3 分： 

  （一）合同约定的项目经理未在岗履职的； 

  （二）未按规定组织对进入现场的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预拌混凝土等进行检验的； 

  （三）未按规定组织做好隐蔽工程验收的； 

  （四）挪用安全生产费用的； 

  （五）现场作业人员未配备安全防护用具上岗作业的； 

  （六）未组织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或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的； 

  （七）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作业的； 

  （八）作业人员未经质量安全教育上岗作业的。 

  六、项目经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 1 分： 

  （一）未按规定配备专职质量、安全管理人员的； 

  （二）未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制的； 

  （三）未落实企业质量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 

  （四）未按规定组织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制定质量安全技术措施的； 

  （五）未组织实施质量安全技术交底的； 

  （六）未按规定在验收文件或隐患整改报告上签字，或由他人代签的。 

  七、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项目经理有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责令其改正，

并按本规定进行记分；在一次检查中发现项目经理有两个及以上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分别记分，累加分

值。 

  八、项目经理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超过 6 分的，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其负责的工程

项目实施重点监管，增加监督执法抽查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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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项目经理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 12 分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责令该项目经理停止

执业 1 年；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内不予注册；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终身不予注册。项目经

理在停止执业期间，应当接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质量安全教育培训，其所属施工单位应当按规定程序更

换符合条件的项目经理。 

  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8.3.222）《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建市[2014]118 号 2014年 10 月

01 日-2019年 01 月 01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409/t20140904_218909.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14-00409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2014

年 08 月 04 日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有 效 期：2014 年 10 月 01 日-2019 年 01 月 01 日文  号：建市[2014]118 号主 题 词：废改立情况：

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市规〔2019〕1

号）废止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了规范建筑工程施工承发包活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有效遏制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

违法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和建设工程主要参与方的合法权益，我部制定了《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

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我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8 月 4 日 

  

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建筑工程施工承发包活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有效遏制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

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和建设工程主要参与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合同

法》以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建

筑活动实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工程，是指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第三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统一监督管理全国建筑工程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的认定

查处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

违法行为的认定查处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违法发包，是指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或个人，或者肢解发包

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五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违法发包： 

  （一）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个人的； 

  （二）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许可的施工单位的； 

  （三）未履行法定发包程序，包括应当依法进行招标未招标，应当申请直接发包未申请或申请未核准的； 

  （四）建设单位设置不合理的招投标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 

  （五）建设单位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的； 

  （六）建设单位将施工合同范围内的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又另行发包的； 

  （七）建设单位违反施工合同约定，通过各种形式要求承包单位选择其指定分包单位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发包行为。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转包，是指施工单位承包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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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 

  第七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转包： 

  （一）施工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 

  （二）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施工的；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未在施工现场设立项目管理机构或未派驻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

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不履行管理义务，未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的； 

  （四）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不履行管理义务，只向实际施工单位收取费用，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

及工程设备的采购由其他单位或个人实施的； 

  （五）劳务分包单位承包的范围是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承包的全部工程，劳务分包单位计取的是除

上缴给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管理费”之外的全部工程价款的； 

  （六）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通过采取合作、联营、个人承包等形式或名义，直接或变相的将其承包

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转包行为。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违法分包，是指施工单位承包工程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施工合同关于工程分包的约定，

把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 

  第九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违法分包： 

  （一）施工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个人的； 

  （二）施工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许可的单位的； 

  （三）施工合同中没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施工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交由其他单位施工的； 

  （四）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房屋建筑工程的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钢结构工程除外； 

  （五）专业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专业工程中非劳务作业部分再分包的； 

  （六）劳务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劳务再分包的； 

  （七）劳务分包单位除计取劳务作业费用外，还计取主要建筑材料款、周转材料款和大中型施工机械设备费用

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分包行为。 

  第十条 本办法所称挂靠，是指单位或个人以其他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 

  前款所称承揽工程，包括参与投标、订立合同、办理有关施工手续、从事施工等活动。 

  第十一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挂靠： 

  （一）没有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借用其他施工单位的资质承揽工程的； 

  （二）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相互借用资质承揽工程的，包括资质等级低的借用资质等级高的，资质等级高的借用

资质等级低的，相同资质等级相互借用的； 

  （三）专业分包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的，但建设单位依约作为发包单位的除外； 

  （四）劳务分包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单位或专业分包单位的； 

  （五）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中一人以上与

施工单位没有订立劳动合同，或没有建立劳动工资或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 

  （六）实际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与建设单位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或者工程款支付凭证上载明

的单位与施工合同中载明的承包单位不一致，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 

  （七）合同约定由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负责采购或租赁的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及工程设备或租赁

的施工机械设备，由其他单位或个人采购、租赁，或者施工单位不能提供有关采购、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证明，又不

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挂靠行为。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有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的，应及时向工程所在地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发现分包单位有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应及时向建设单位和工程所在地

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发现建设单位有违法发包行为的，应及时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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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现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的，均可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进行举报并提供相关证据或线索。 

  接到举报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受理、调查、认定和处理，除无法告知举报人的情况外，应当及时

将查处结果告知举报人。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对在实施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监督管理

等工作中发现的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进行调查，按照本办法进行认定，并依法

予以行政处罚。 

  （一）对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的，依据《建筑法》第六十五条和《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责令其改正，处以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肢解

发包的，依据《建筑法》第六十五条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责令其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0.5％以上 1％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二）对认定有转包、违法分包违法行为的施工单位，依据《建筑法》第六十七条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二条规定，责令其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工程合同价款 0.5％以上 1％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三）对认定有挂靠行为的施工单位或个人，依据《建筑法》第六十五条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

条规定，对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施工单位，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

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对未取得资质

证书承揽工程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取缔，并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对其他借用资质承揽工程的施工单位，按照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予以处罚。   

  （四）对认定有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施工单位，依据《建

筑法》第六十六条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工程合同价款 2％

以上 4％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五）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对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六）对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的，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责令其停止

执业 3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内不予注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终身不予注

册；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注册执业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因过错造成质量事故的，

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规定，责令停止执业 1 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

5 年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不予注册。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有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的单位

和个人，除应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予以相应行政处罚外，还可以采取以下行政管理措施： 

  （一）建设单位违法发包，拒不整改或者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致使施工合同无效的，不予办理质量监督、施

工许可等手续。对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同时将建设单位违法发包的行为告知其上级主管部门及纪检监

察部门，并建议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二）对认定有转包、违法分包、挂靠、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等违法行为的施工单位，可依法限制其在 3 个月内不得参加违法行为发生地的招标投标活动、承揽新的工程项目，

并对其企业资质是否满足资质标准条件进行核查，对达不到资质标准要求的限期整改，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资质

审批机关撤回其资质证书。 

  对 2 年内发生 2 次转包、违法分包、挂靠、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

程的施工单位，责令其停业整顿 6 个月以上，停业整顿期间，不得承揽新的工程项目。 

  对 2 年内发生 3 次以上转包、违法分包、挂靠、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

揽工程的施工单位，资质审批机关降低其资质等级。 

  （三）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在认定有转包行为的项目中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的，吊销其执业资

格证书，5 年内不予注册，且不得再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对认定有挂靠行为的个人，不得再担任该项目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有执业资格证书的吊销其执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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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内不予执业资格注册；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吊销其执业资格证书，终身不予注册。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将查处的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行为

和处罚结果记入单位或个人信用档案，同时向社会公示，并逐级上报至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

信信息发布平台公示。 

  第十六条 建筑工程以外的其他专业工程参照本办法执行。省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实

际，依据本办法制定相应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住房城乡建设部之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的规定不一致

的，以本办法为准。 

 

8.3.223）《测绘资质管理规定》(2014 年 7月 1日国测管发〔2014〕31号) 

http://ghgtw.beijing.gov.cn/art/2018/6/12/art_4791_522513.html  

测绘资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测绘资质的监督管理，规范测绘资质行政许可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从事测绘活动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测绘资质证书，并在测绘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测绘活动。 

第三条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负责全国测绘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测绘资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测绘资质分为甲、乙、丙、丁四级。 

测绘资质的专业范围划分为：大地测量、测绘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工程测量、不动产

测绘、海洋测绘、地图编制、导航电子地图制作、互联网地图服务。 

测绘资质各专业范围的等级划分及其考核条件由《测绘资质分级标准》规定。 

第五条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是甲级测绘资质审批机关，负责审查甲级测绘资质申请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省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是乙、丙、丁级测绘资质审批机关，负责受理、审查乙、丙、丁级测绘资质申请并

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负责受理甲级测绘资质申请并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省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有条件的设区的市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受理本行政区域内乙、丙、

丁级测绘资质申请并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可以委托有条件的县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受理本行政区域内丁级

测绘资质申请并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六条  申请测绘资质的单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企业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资格； 

（二）具有符合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仪器设备和办公场所； 

（三）具有健全的技术、质量保证体系，测绘成果档案管理制度及保密管理制度和条件； 

（四）具有与申请从事测绘活动相匹配的测绘业绩和能力（初次申请除外）。 

第七条  测绘资质审批机关应当将测绘资质行政许可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等

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  测绘资质审批机关应当健全测绘资质管理信息系统维护机制，实现测绘资质行政许可在线受理和审查，方

便管理相对人，提高行政效率，增强管理能力。 

第九条  初次申请测绘资质的单位，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的原件扫描件：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定代表人的简历及任命或者聘任文件； 

（二）符合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毕业证书与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岗位工作年限证明材料或者任职资格证

书，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材料； 

（三）符合要求的仪器设备所有权证明及省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测绘仪器检定单位出具的检定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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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位办公场所证明； 

（五）健全的测绘质量保证体系证明； 

（六）测绘成果及资料档案管理制度材料； 

（七）测绘成果保密管理制度材料。 

第十条  申请晋升测绘资质等级的单位，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的原件扫描件： 

（一）符合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毕业证书与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岗位工作年限证明材料或者任职资格证

书，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材料； 

（二）符合要求的仪器设备所有权证明及省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测绘仪器检定单位出具的检定

证书； 

（三）健全的测绘质量保证体系证明； 

（四）测绘成果及资料档案管理制度材料； 

（五）测绘成果保密管理制度材料； 

（六）与所申请升级专业范围相匹配的测绘业绩和能力证明材料。 

申请新增专业范围的单位，应当提供第（一）至（五）项材料。 

第十一条  拟从事生产、加工、利用属于国家秘密范围测绘成果的单位，其保密管理工作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并向

测绘资质审批机关提交有关书面材料： 

（一）依法成立 3 年以上的法人，无违法犯罪情况； 

（二）依照国家有关保密和测绘地理信息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保密管理制度； 

（三）设立保密工作机构，配备保密管理人员； 

（四）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本单位保密要害部门、部位，明确岗位职责，设置安全可靠的保密防护措施； 

（五）与涉密人员签署保密责任书，测绘成果核心涉密人员应当持有省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涉

密人员岗位培训证书。 

第十二条  测绘资质审批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作出不予受理、补正材料或者予以受理的决

定。 

第三章   审查与决定 

第十三条  测绘资质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20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

定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单位。 

第十四条  申请单位符合法定条件的，测绘资质审批机关作出拟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通过本机关网站向社会公示

5 个工作日。 

公示期间有异议的，测绘资质审批机关应当组织调查核实。经核实有问题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或者有异议但经核实无问题的，测绘资质审批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并于 10 个工作日

内向申请单位颁发测绘资质证书。 

测绘资质审批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测绘资质审批机关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向申请单位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  测绘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统一印制，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测绘资质证书有效期不超过 5 年。编号形式为：等级＋测资字＋省级行政区编号＋顺序号＋校验位。 

第十六条  初次申请测绘资质不得超过乙级。测绘资质单位申请晋升甲级测绘资质的，应当取得乙级测绘资质满 2

年。 

申请的专业范围只设甲级的，不受前款规定限制。 

第四章   变更与延续 

第十七条  测绘资质单位的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的，应当在有关部门核准完成变更后 30 日内，

向测绘资质审批机关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的原件扫描件： 

（一）变更申请文件； 

（二）有关部门核准变更证明； 

（三）测绘资质证书正、副本。 

第十八条  测绘资质证书有效期满需要延续的，测绘资质单位应当在有效期满 60 日前，向测绘资质审批机关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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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延续手续。 

对继续符合测绘资质条件的单位，经测绘资质审批机关批准，有效期可以延续。 

第十九条  测绘资质单位在领取新的测绘资质证书的同时，应当将原测绘资质证书交回测绘资质审批机关。 

测绘资质单位遗失测绘资质证书申请补领的，应当持在公众媒体上刊登的遗失声明原件、补领证书申请等材料到测

绘资质审批机关办理补领手续。 

第二十条  测绘资质单位转制或者合并的，被转制或者合并单位的测绘资质条件可以计入转制或者合并后的新单位。 

测绘资质单位分立的，分立后的单位不受本规定第十六条的限制，可以重新申请原资质等级和专业范围的测绘资质。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依法行政，坚持公开透明、便民高效、规范统一，加强对测

绘资质单位的日常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实行测绘资质年度报告公示制度。测绘资质单位应当于每年 2 月底前，通过测绘资质管理信息系统，

按照规定格式向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本单位上一年度测绘资质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任何单位和个

人均可查询。 

第二十三条  测绘资质年度报告内容包括本单位符合测绘资质条件、遵守测绘地理信息法律法规、上一年度单位名

称、注册地址、办公地址和法定代表人变更、专业技术人员流动、仪器设备更新、基本情况变化（含上市、兼并重

组、改制分立、重大股权变化等）、测绘地理信息统计报表报送情况、测绘项目质量（用户认可或者通过质检机构

检查验收）、诚信等级等情况。 

测绘资质单位应当对测绘资质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本行政区域内测绘资质单位的测绘资质年度报告公示内容进行抽查。经检查

发现测绘资质年度报告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相应处罚。 

对未按规定期限报送测绘资质年度报告的单位，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醒其履行测绘资质年度报告公示

义务。 

第二十四条  实行测绘资质巡查制度。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对测绘资质单位执行《测绘资

质管理规定》和《测绘资质分级标准》的有关情况进行巡查。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负责指导全国测绘资质巡查工作，并对省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的巡查工作进行抽

查。 

省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测绘资质巡查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每年巡查比例不少于

本行政区域内各等级测绘资质单位总数的 5%。 

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测绘资质巡查工作，应当事先向被巡查单位发出书面通知，告知巡查时间、

巡查内容和具体要求。巡查结束后，应当向被巡查单位书面反馈意见。 

第二十五条  实行测绘地理信息市场信用管理制度。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测绘地理信息市场信

用管理，褒扬诚信，惩戒失信，营造依法经营、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二十六条  测绘资质单位违法从事测绘活动被依法查处的，查处违法行为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违

法事实、处理结果报告上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和测绘资质审批机关。 

第六章   罚 则 

第二十七条  测绘资质单位违法从事测绘活动的，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八条  测绘资质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通报批评： 

（一）在测绘资质申请和日常监督管理中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测绘活动情况的真实材

料的； 

（二）两年未履行测绘资质年度报告公示义务的； 

（三）测绘地理信息市场信用等级评定为不合格的。 

第二十九条  测绘资质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予以办理注销手续： 

（一）测绘资质证书有效期满未延续的； 

（二）测绘资质单位法人资格终止的； 

（三）测绘资质行政许可决定依法被撤销、撤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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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测绘资质证书依法被吊销的； 

（五）测绘资质证书所载各专业范围均不再符合法定条件的； 

（六）测绘资质单位申请注销的。 

第三十条  测绘资质单位的部分专业范围不符合相应资质标准条件的，应当依法予以核减相应专业范围。 

第三十一条  测绘资质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视情节责令停业整顿或者降低资质等级： 

（一）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从事测绘活动的； 

（二）以其他测绘资质单位的名义从事测绘活动的； 

（三）将承揽的测绘项目转包的； 

（四）测绘成果质量经省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质检机构判定为批不合格的； 

（五）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测绘资质证书的； 

（六）违反保密规定加工、处理和利用涉密测绘成果，存在失泄密隐患被查处的。 

第三十二条  测绘资质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吊销测绘资质证书： 

（一）有本规定第三十一条的情形之一且情节严重的； 

（二）以欺骗手段取得测绘资质证书从事测绘活动的； 

（三）承担国家投资的测绘项目，且经暂扣测绘资质证书 6 个月仍不汇交测绘成果资料的。 

第三十三条  测绘资质单位在从事测绘活动中，因泄露国家秘密被国家安全机关查处的，测绘资质审批机关应当注

销其测绘资质证书。 

第三十四条  依照本规定作出的核减专业范围、降低资质等级、吊销测绘资质证书、办理注销手续等决定，由测绘

资质审批机关实施，其他决定由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实施。 

第三十五条  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测绘资质审查和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测绘资质的申请、受理和审查依据《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测绘管理暂行办法》

及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14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2009 年 3 月 12 日发布的《测绘资质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8.3.224）《测绘资质分级标准》(2014 年 7月 1日国测管发〔2014〕31号) 

http://ghgtw.beijing.gov.cn/art/2018/6/12/art_4791_522513.html  

http://gtghj.wuhan.gov.cn/pc-1474-60345.html  

http://f.mnr.gov.cn/201806/t20180628_1961298.html  

前 言 

  一、本标准划分为通用标准、专业标准两部分。 

  通用标准是指对各专业范围统一适用的标准。 

  专业标准包括大地测量、测绘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海洋

测绘、地图编制、导航电子地图制作、互联网地图服务。 

  本标准中各专业范围划分为若干专业子项。 

  二、凡申请测绘资质的单位，应当同时达到通用标准和相应的专业标准要求。 

  三、本标准中的作业限额是指承担测绘项目的最高限量。 

  四、本标准中的定量考核标准是指最低限量。 

  五、省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各专业标准中乙、丙、丁级的人员规模、

仪器设备数量要求。调整后的地方标准，不得高于本标准的高一等级考核条件，也不得低于本标准的低一等级考核

条件，不得修改专业范围及专业子项、考核指标和作业限额，不得突破通用标准的规定。调整后的标准应当报送国

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备案。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ghgtw.beijing.gov.cn/art/2018/6/12/art_4791_522513.html
http://gtghj.wuhan.gov.cn/pc-1474-60345.html
http://f.mnr.gov.cn/201806/t20180628_1961298.html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316 页 共 3277 页 

  六、本标准自 2014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2009 年 3 月 12 日发布的《测绘资质分级标准》同时废止。 

  通 用 标 准 

  一、主体资格 

  具有企业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资格。 

  二、专业技术人员 

  1.本标准所称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测绘专业技术人员和测绘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测绘专业技术人员，是指测绘工程、地理信息、地图制图、摄影测量、遥感、大地测量、工程测量、地籍测绘、

土地管理、矿山测量、导航工程、地理国情监测等专业的技术人员。 

  测绘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地理、地质、工程勘察、资源勘查、土木、建筑、规划、市政、水利、电力、道

桥、工民建、海洋、计算机、软件、电子、信息、通信、物联网、统计、生态、印刷等专业的技术人员。 

  申请大地测量、测绘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遥感、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海洋测绘、地图编制、导航电子地

图制作的单位，测绘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不得超过本标准对专业技术人员要求数量的 60%;申请地理信息系统工程的

单位，测绘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不得超过本标准对专业技术人员要求数量的 80%;申请互联网地图服务的单位，专业

技术人员比例不作要求。 

  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计入相应类别人员数量： 

  (1)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取得测绘及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获得测绘及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并在测绘及

相关专业技术岗位工作 3 年以上;获得测绘及相关专业硕士学位并在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岗位工作 8 年以上;测绘及

相关专业大学本科毕业并在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岗位工作 10 年以上。 

  (2)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取得测绘及相关专业中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获得测绘及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并在测绘及

相关专业技术岗位工作 1 年以上;获得测绘及相关专业硕士学位并在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岗位工作 3 年以上;测绘及

相关专业大学本科毕业并在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岗位工作 5 年以上;测绘及相关专业大学专科毕业并在测绘及相关

专业技术岗位工作 7 年以上;获得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技师职业资格(但不得超过 2 人)。 

  (3)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取得测绘及相关专业初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测绘及相关专业大学本科毕业;测绘及相关

专业大学专科毕业并在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岗位工作 2 年以上;测绘及相关专业中专毕业并在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

岗位工作 4 年以上。 

  (4)注册测绘师，是指经过考核认定和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证书》，并依

法进行注册的人员。注册测绘师可以计入中级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3.同一单位申请两个以上专业范围的，对人员数量的要求不累加计算。 

  4.年龄超过 65 周岁的人员和兼职人员，不得计入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5.自本标准施行之日起满 3 年后，甲、乙级测绘资质单位的注册测绘师数量应当达到本标准的考核要求。自本

标准施行之日起满 5 年后，丙、丁级测绘资质单位也应当具备相应数量的注册测绘师，具体要求另行规定。 

  6.未取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其他测绘从业人员，应当通过测绘地理信息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获得国家职业

资格证书。 

  三、仪器设备 

  按各专业标准核算仪器设备数量时，所有权非本单位的、报废的、检定有效期已过的仪器设备等，均不能计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性能指标更优越的仪器设备可以替代某一专业标准所规定的相应仪器设备。 

  四、办公场所 

  各等级测绘资质单位的办公场所：甲级不少于 600m2，乙级不少于 150m2，丙级不少于 40m2，丁级不少于

20m2。 

  五、质量管理 

  甲级测绘资质单位应当通过 ISO9000 系列质量保证体系认证;乙级测绘资质单位应当通过 ISO9000 系列质量保

证体系认证或者通过省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考核;丙级测绘资质单位应当通过 ISO9000 系列质量保证体系

认证或者设区的市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考核;丁级测绘资质单位应当通过县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行政

主管部门考核。 

  申请互联网地图服务专业范围的，不受前款规定限制。 

  六、档案和保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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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绘资质单位应当有健全的测绘成果及资料档案管理制度和保密制度;设立保密工作机构，配备保密管理人员;

确定保密要害部门、部位，明确保密岗位责任，与涉密人员签订保密责任书;测绘成果核心涉密人员应当持有省级以

上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涉密人员岗位培训证书;建立测绘成果核准、登记、注销、检查、延期使用等管

理制度;生产、存储、处理涉密测绘成果档案的设备设施与条件，应当符合国家保密、消防及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和

要求。 

  七、测绘业绩 

  1.申请晋升甲级测绘资质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近 2 年内完成的测绘服务总值不少于 1600 万元，且有 3 个

以上测绘工程项目取得省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质检机构出具的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2.申请晋升乙级测绘资质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近 2 年内完成的测绘服务总值不少于 400 万元，且有 2 个以

上测绘工程项目取得设区的市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质检机构出具的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3.申请晋升丙级测绘资质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近 2 年内完成的测绘服务总值不少于 50 万元，且有 1 个以

上测绘工程项目取得县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质检机构出具的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4.申请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或者互联网地图服务专业范围的，不作测绘业绩考核要求。 

  八、测绘监理 

  从事测绘监理应当取得相应专业范围及专业子项的测绘资质。 

  本标准在摄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海洋测绘等 5 个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专

业范围下设置相应的甲、乙级测绘监理专业子项。 

  申请甲级测绘监理专业子项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取得相应专业范围的甲级测绘资质;近 2 年内，在每个相

应专业范围内有 2 个以上测绘工程项目取得省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质检机构出具的质量检验

合格证明。 

  申请乙级测绘监理专业子项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取得相应专业范围的甲级或者乙级测绘资质;近 2 年内，

在每个相应专业范围内有 1 个以上测绘工程项目取得省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质检机构出具的

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测绘监理资质单位不得超出其测绘监理专业范围和作业限额从事测绘监理活动。 

乙级测绘监理资质单位不得监理甲级测绘资质单位施测的测绘工程项目。 

大地测量专业标准 

专业子项 
考核

指标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甲级 乙级 

1．卫星定位

测量 

2．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连续

运行基准站网

位置数据服务 

3．水准测量 

4．三角测量 

5．天文测量 

6．重力测量 

人员

规模 
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60人（含注册测绘师 5

人），其中高级 8人、

中级 17人 

25人（含注册测绘师 2人），

其中高级 2 人、中级 8人 

仪器

设备 

1．卫星定位测

量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接收机

（5mm+1×10-6D精度以

上） 

10台 6台 

扼流圈天线 10台 - 

2．全球导航卫

星系统连续运行

基准站网位置数

据服务 

服务器 6台 3台 

数据存储设备 50TB 10TB 

3．水准测量 水准仪（S1 级精度以上） 10台 5台 

4．三角测量 全站仪 

10台（2²级精度以上，

其中 0.5²级精度以上 2

台） 

5台（2²级精度以上，其中 1²

级精度以上 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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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基线测量 

8．大地测量

数据处理 

5．天文测量 天文测量设备 2台 1台 

6．重力测量 
重力仪（0.02mgal 精度以

上） 
4台 2台 

7．基线测量 
基线测量设备(1×10-6精

度以上） 
1套 - 

作业限额 无限额限制。 

1：C级以下。不得承担全球导

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基准站建

设。 

2：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以下。

不得提供国家和区域坐标参考

框架服务。不得提供优于 0.1m

精度的位置数据服务。 

3~5：三等以下。 

6：专业重力测量。 

7：不得承担。 

8：相应于上述限额。 

  测绘航空摄影专业标准 

专业子项 
考核

指标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甲级 乙级 

1．一般航

摄 

2．无人飞

行器航摄 

3．倾斜航

摄 

人员

规模 

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30人（含注册测绘师 2人），其中

高级 4人、中级 10人 

15人（含注册测绘师 1人），其中高

级 2人、中级 5人 

2．无人飞

行器航摄 

设备供应商培训

合格的飞行操控

技术人员 

6人 2人 

仪器

设备 

1．一般航

摄 

航摄仪及其他传

感器 
4套（其中 2套有 IMU/DGPS系统） 2套（其中 1套有 IMU/DGPS 系统） 

2．无人飞

行器航摄 
无人飞行器系统 3套 1套 

3．倾斜航

摄 

多镜头多角度倾

斜摄影测量系统 
1套 - 

多角度倾斜摄影

真三维处理系统 
1套 - 

技术

能力 
3．倾斜航摄 具备专业子项 1满 2年以上。 - 

保密

管理 
3．倾斜航摄 

设有专门的数据处理区域，配备必

要的保密设备与设施，采取保密技

术防护措施，计算机和网络的使用

符合国家保密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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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限额 无限额限制。 

1：影像地面分辨率优于 0.2m，

200km2以下；0.2m，400km2 以下；

0.2m~1m，5000km2以下。 

2：影像地面分辨率优于 0.2m，50km2

以下；0.2m，400km2以下；

0.2m~1m，500km2以下。 

3：不得承担。 

  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标准 

专业子项 考核指标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甲级 乙级 丙级 

1．摄影测量与

遥感外业 

2．摄影测量与

遥感内业 

3．摄影测量与

遥感监理 

人员规模 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60人（含注册测绘师

2人），其中高级 8

人、中级 17人 

25 人（含注册测绘

师 1人），其中高级

2 人、中级 8人 

8人，其中中级 3人 

仪器设备 

1．摄影

测量与遥

感外业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接收机

（5mm+1×10-6D精度以

上） 

6台 3 台 1台 

全站仪（2²级精度以上） 6台 4 台 2台 

水准仪（S3级精度以

上） 
6台 3 台 2台 

2．摄影

测量与遥

感内业 

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或者

遥感图像处理系统 
15套 8 套 4套 

作业限额 无限额限制。 无限额限制。 

1~2：1：500 比例尺，

20km2以下；1：1000比例

尺，30km2 以下；1：2000

比例尺，50km2 以下；1：

5000比例尺，100km2以

下；小于或者等于 1：1万

比例尺的不得承担。 

3：不得承担。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专业标准 

专业子项 
考核

指标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甲级 乙级 丙级 

1．地理信

息数据采集 
人员

规模 
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60人（含注册测绘师 2

人），其中高级 8人、

中级 17人 

25人（含注册测绘师 1

人），其中高级 2人、中

级 8人 

8人，其中中级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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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理信

息数据处理 

3．地理信

息系统及数

据库建设 

4．地面移

动测量 

5．地理信

息软件开发 

6．地理信

息系统工程

监理 

仪器

设备 

1．地理信息数

据采集 

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接收机 

6台（其中 5mm+1×10-

6D精度以上不少于 3

台） 

3台（其中 5mm+1×10-6D
精度以上不少于 2台） 

2台 

2．地理信息数

据处理 

地理信息处理

软件 
10套 5套 1套 

3．地理信息系

统及数据库建

设 

地理信息系统

平台软件 
10套 5套 1套 

4．地面移动测

量 

地面移动测量

系统 

2套 GNSS+INS+LiDAR或

者 6 套（GNSS+INS+影像

获取设备），绝对精度

优于 0.5m 

1套（GNSS+INS+LiDAR，绝

对精度优于 0.5m）或者 3

套（GNSS+INS+影像获取设

备，绝对精度优于 10m，其

中至少 1套绝对精度优于

0.5m） 

1套（GNSS+影像获取设备），

绝对精度优于 20m 

系统标定场 1个 1个 - 

作业限额 无限额限制。 

1~3：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

以下。 

4~5：无限额限制。 

6：相应于上述限额。 

1~3：县级行政区域以下。 

4：精度优于 1m，不得承担；1m

（不含）至 10m，100km2以

下；劣于 10m，无限额限制。用

于带状地形测量时：精度优于

1m，不得承担；1m（不含）至

10m，400km以下；劣于 10m，

无限额限制。 

5：无限额限制。 

6：不得承担。 

  工程测量专业标准 

专业子项 
考核指

标 

考核 

内容 

考核标准 

甲级 乙级 丙级 丁级 

1．控制测量 

2．地形测量 

3．规划测量 

4．建筑工程

测量 

人员 

规模 
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60人（含注册测

绘师 5 人），其

中高级 8人、中

级 17人 

25人（含注册测绘师

2人），其中高级 2

人、中级 8人 

8人，其中中级 3人 4人，其中中级 1人 

仪器设

备 

专业子项

1~10 

全球导航卫星系

统接收机

（5mm+1×10-6D
精度以上） 

6台 4台 2台 - 

全站仪 

10台（其中 2²

级精度以上 5

台） 

5台（其中 2²级精度

以上 3台） 

3台（其中 2²级精度以

上 1台） 

2台（5²级精度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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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变形形变

与精密测量 

6．市政工程

测量 

7．水利工程

测量 

8．线路与桥

隧测量 

9．地下管线

测量 

10．矿山测

量 

11．工程测

量监理 

水准仪（S3级

精度以上） 
6台 3台 2台 1台 

5．变形

形变与精

密测量 

全站仪（0.5²级

精度以上） 
2台 1台 - - 

水准仪（S05级

精度以上） 
2台 1台 - - 

7．水利

工程测量 
测深仪 3台 2台 1台 1台 

9．地下

管线测量 
地下管线探测仪 3台 2台 1台 1台 

  作业限额 无限额限制。 

1：三等以下。 

2：1：500比例尺，

30km2以下；1：1000

比例尺，50km2以

下；1：2000比例

尺，80km2以下；1：

5000比例尺，100km2

以下；1：1万比例

尺，200km2以下。 

3：总建筑面积 50万

m2以下；国家重点建

设工程不得承担。 

4：建筑范围 1km2以

下，单个建筑物 10万

m2以下。 

5：一般精密设备安

装。建筑面积在 10万

m2以下且高度在 100m

以下的建筑。 

1：四等以下。 

2：1：500比例尺，

15km2以下；1：1000比

例尺，20km2以下；1：

2000比例尺，30km2以

下；小于 1：5000比例

尺，60km2以下。 

3：总建筑面积 30万 m2

以下；国家重点建设工

程不得承担。 

4：30层以下的住宅、高

度 70m以下的非住宅性

质的民用建筑。 

5：不得承担精密工程测

量。建筑面积在 2万 m2

以下且高度在 50m以下

的建筑。不得承担铁

路、高速公路的桥隧及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6：大中等城市一般道

路、小城市道路。 

1：等级以外。 

2：1：500比例尺，

10km2 以下；1：1000

比例尺，15km2以

下；1：2000比例

尺，20km2以下。 

3：总建筑面积 20万

m2以下；国家重点建

设工程不得承担。 

4：7 层以下的住宅、

高度 24m以下的非住

宅性质的民用建筑。 

5：不得承担。 

6：局部市政工程。 

7：小型水利水电工

程。 

8：100km 以下的线

路。不得承担桥隧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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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大城市一般道

路、大中等城市主干

道路、一般立交桥。 

7：不得承担特大型水

利水电工程。 

8：300km以下的线

路，多孔跨径总长在

100m以下的桥梁，

4km以下的隧道。 

9：管线长度 300km以

下。 

10：矿区控制面积

200km2以下。 

11：相应于上述限

额。 

7：中型、小型水利水电

工程。 

8：200km以下的线路，

多孔跨径总长在 30m以

下的桥梁，3km以下的隧

道。不得承担铁路、高

速公路的桥隧及城市轨

道交通项目。 

9：管线长度 200km以

下。 

10：矿区控制面积

100km2以下。 

11：不得承担。 

量。不得承担城市轨

道交通项目。 

9：管线长度 100km

以下。 

10：局部矿山测量、

巷道测量。 

11：不得承担。 

  不动产测绘专业标准 

专业子项 
考核

指标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甲级 乙级 丙级 丁级 

1．地籍测绘 

2．房产测绘 

3．行政区域

界线测绘 

4．不动产测

绘监理 

人员

规模 
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60人（含注册测

绘师 5人），其

中高级 8人、中

级 17 人 

25人（含注册测绘师

2人），其中高级 2

人、中级 8人 

8人，其中中级 3人 4人，其中中级 1人 

仪器

设备 

专业子项

1~3 

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接收机

（5mm+1×10-

6D精度以上） 

6台 3台 2台 - 

全站仪 5台 3台 2台 1台 

2．房产测

绘 
手持测距仪 20台 12台 6台 3台 

作业限额 无限额限制。 

1：日常地籍调查及设

区的市级以下地籍总

调查中的地籍测绘。 

2：规划许可证载单栋

建筑面积 10万 m²以

下；单个合同标的不

1：日常地籍调查及县

级以下地籍总调查中

的地籍测绘。 

2：规划许可证载单栋

建筑面积 5万 m²以

下；单个合同标的不

1：日常地籍调查及

乡镇级以下地籍总调

查中的地籍测绘。 

2：规划许可证载单

栋建筑面积 2万 m²以

下；单个合同标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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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建筑面积 200 万

m²。 

3：无限额限制。 

4：相应于上述限额。 

超过建筑面积 100万

m²。 

3~4：不得承担。 

超过建筑面积 50万

m²。 

3~4：不得承担。 

  海洋测绘专业标准 

专业子项 
考核

指标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甲级 乙级 丙级 丁级 

1．海域权属测

绘 

2．海岸地形测

量 

3．水深测量 

4．水文观测 

5．海洋工程测

量 

6．扫海测量 

7．深度基准测

量 

8．海图编制 

9．海洋测绘监

理 

人员

规模 
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60人（含注册测绘

师 5人），其中高

级 8人、中级 17人 

25人（含注册测绘

师 2人），其中高级

2人、中级 8人 

8人，其中中级 3

人 

4人，其中中

级 1人 

仪器

设备 

专业子项

1~7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接收

机 

8台（其中

5mm+1×10-6D精度

以上不少于 4台） 

3台（其中

5mm+1×10-6D精度

以上不少于 2台） 

- - 

全站仪（2²级精度以

上） 
2台 1台 1台 1台 

水准仪（S3级精度以

上） 
6台 3台 2台 1台 

测深仪 8台 4台 2台 - 

声速仪 3台 2台 1台 - 

水位计 10台 5台 2台 - 

验流计 2台 1台 - - 

5．海洋工

程测量 

浅地层剖面仪 1台 1台 - - 

多波束测深系统 2套 1套 - - 

6．扫海测

量 

侧扫声呐 2台 1台 - - 

海洋磁力仪 1台 1台 - - 

多波束测深系统 2套 1套 - - 

8．海图编

制 

图形扫描仪（A0幅

面） 
1台 - - - 

作业限额 无限额限制。 

1：无限额限制。 

2~6：100km2以下。 

7~8：不得承担。 

9：相应于上述限

额。 

1：无限额限制。 

2~4：50km2以

下。 

5~9：不得承担。 

1：无限额限

制。 

2~9：不得承

担。 

  地图编制专业标准 

专业子项 考核指标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甲级 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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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形图 

2．教学地图 

3．世界政区地图 

4．全国及地方政

区地图 

5．电子地图 

6．真三维地图 

7．其他专用地图 

人员规模 
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人

员 

60 人（含注册测绘师 2人），其中高级

8 人、中级 17人 

25人（含注册测绘师 1人），其中高

级 2人、中级 8人 

仪器设备 

高性能图形编辑计算机 50 台 20台 

图形扫描仪（A0幅面） 1 台 - 

高性能数据服务器 2 台 - 

技术能力 

3．世界政区地图 

具有相对固定且权威的国际间资料交换

机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地图数

据库和独立完成分国、分洲、世界地图

集（册）设计、编制的能力。 

- 

4．全国及地方政区地图 

具有独立完成相应区域范围的地图集

（册）设计、编制能力；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相应区域范围的地图数据库。 

- 

生产业绩 

2．教学地图 

具备专业子项 4，且近 2年独立完成 80

种以上相应区域范围的教学地图集

（册）。 

- 

3．世界政区地图 

4．全国及地方政区地图 

近 2年完成 40种以上县级以上行政区域

范围内的地图集（册）编制项目。 
- 

作业限额 无限额限制。 

1~2，4~7：省级及以下行政区域范围

内。 

3：不得承担。 

  导航电子地图制作专业标准 

专业子项 考核指标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甲级 

导航电子

地图制作 

人员规模 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100 人（含注册测绘师 5人），其中高级 10人、中级 20人 

仪器设备 

外业数据采集设备 50台（定位精度≤10m） 

导航地图编辑系统 

具备以下功能： 

1．对道路和交通信息、POI、背景、注记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的编辑制作； 

2．支持数据更新机制的导航地图数据库管理； 

3．通用交换格式数据输出。 

在线存储设备 60TB（有效存储容量） 

保密管理 保密制度 

保密管理条件经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考核合格，符合以下要求： 

1．保密机构健全，人员、职责明确落实； 

2．保密制度完善，使所属人员知悉与其工作有关的保密范围和各项保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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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密要害部门制定严格的保密防范措施，并组织实施。配备必要的保密设备和

设施； 

4．涉密设备和网络必须与互联网物理隔离； 

5．经常进行测绘保密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6．在数据制作区域，禁止使用无线网络，并能够自动识别外来设备入网；生产办

公设备禁止在互联网上使用，作业用计算机的 USB端口、串口、并口必须封闭； 

7．数据生产环节中的数据必须使用经加密处理的自有格式。 

作业标准 

导航电子地图数据模型和规

格 

数据模型和规格应当符合《车载导航电子地图产品规范》GB/T 20267-2006的基本

要求。 

作业规范 包括内外业的作业组织、人员配备、环境配置、操作规范。 

产品编译规范 规定场所设置、人员限制、保密措施、环境和流程。 

质量检查规范 执行《导航电子地图检测规范》CH/T 1019-2010的规定。 

数据生产工艺流程说明 
规定外业采集、内业编辑制作、数据编译、质量检查各作业环节的内部流程工艺和

作业环节之间的流程。 

  互联网地图服务专业标准 

专业子项 考核指标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甲级 乙级 

1．地理位置定位 

2．地理信息上传

标注 

3．地图数据库开

发 

人员规模 

地图制图或者计

算机类专业技术

人员 

20人，其中中级 5人 12人，其中中级 2人 

地图安全审校人

员 
5人 2人 

仪器设备 专用软件 有独立地图引擎 - 

保密管理 

存放地图数据的服务器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建立地图数据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安全保障技术设

施。 

质量管理 
建立质量管理规定和互联网地图服务质量责任制，

成立质量管理机构并配备经过培训的质检人员。 

作业限额 无限额限制。 
1~2：无限额限制。 

3：不得承担。 

  备 注 

  一、专业范围及专业子项 

  1.大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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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基准站网位置数据服务是指通过若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基

准站、数据中心及数据通信网络等组成的系统提供位置数据服务的活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

包括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GLONASS、GALILEO等。 

  2.测绘航空摄影 

  一般航摄包含胶片航空摄影、数码航空摄影、机载激光扫描、机载 SAR成像。 

  3.摄影测量与遥感 

  从事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处理与提供的单位，应当取得摄影测量与遥感内业专业子项的测绘资

质。 

  4.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地面移动测量是指利用集成在地面移动载具上的多种传感器，在移动状态下采集各种实景地理

空间信息及数据后处理的活动。 

  5.工程测量 

  (1)规划测量包含城乡规划定线测量、城乡用地测量、规划检测测量、日照测量。 

  (2)变形形变与精密测量包含精密工程测量、变形(沉降)观测、形变测量。 

  (3)线路与桥隧测量包含线路工程测量、桥梁测量、隧道测量。 

  6.海洋测绘 

  (1)在内陆江河湖泊等水域从事海洋测绘活动的单位，应当取得海洋测绘专业范围的相应专业

子项。 

  (2)海洋工程测量包含底质测量、浮泥测量、浅地层剖面测量、水下管线测量、港口与航道工

程测量。 

  7.互联网地图服务 

  (1)互联网地图服务主要包括地理位置定位、地理信息上传标注、地图数据库开发三项内容。

通过无线互联网络调用的地图也属于互联网地图服务范畴。 

  (2)地理位置定位是指将空间坐标与互联网地图相应位置进行匹配，并进行地图可视化表达的

服务。 

  (3)地理信息上传标注是指允许用户在互联网地图上填写其感兴趣的信息并与他人分享的服务

模式。这些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名称、地址、分类、属性、影像、评论等。 

  (4)地图数据库开发是指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开发互联网地图数据库和有关服务功能，供使用

者调用、开发。从功能上包括但不限于地图显示、地图标绘、地图搜索、公交换乘、行车路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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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编码、逆地理编码等地图服务，从形式上包括但不限于 API、Web Service、SDK等各种类型的地

图接口调用服务。 

  二、仪器设备 

  1.大地测量 

  (1)天文测量设备：标称精度优于 0.5²的天文经纬仪或者全站仪。 

  (2)基线测量设备：用于基线测量的基线尺，其标称精度应当优于 1/100万，24m长度基线尺不

少于 6 根。 

  2.测绘航空摄影 

  (1)航摄仪及其他传感器：包括框幅式数字航摄仪(像幅不小于 7000×11000)，推扫式数字航摄

仪、机载激光扫描仪、机载 SAR。 

  (2)IMU/DGPS 系统：IMU是指惯性测量装置，DGPS是指差分 GPS 设备。 

  (3)无人飞行器系统：每套含飞行平台 2架、飞控系统 2套、测控地面站 1套、相机 2台(像幅

不小于 5600×3700)。 

  (4)多镜头多角度倾斜摄影测量系统：具备 IMU/DGPS系统，具备 5个以上镜头且每个镜头像幅

不小于 5600×3700。 

  3.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地面移动测量系统：是指将多种传感器集成在车载平台上，沿道路快速精确采集多元地理信息

数据，并在内业环境中生产成图的快速多源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GNSS 是指接收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信号以确定地面空间位置的仪器，INS 是指惯性导航系统，LiDAR是指激光雷达，影像获取设备是

指立体相机、全景相机等用于地面移动测量的影像采集设备。 

  三、软件 

  1.测绘航空摄影 

  多角度倾斜摄影真三维处理系统：能够处理倾斜航摄获取的多源数据，快速自动生成真三维数

据的系统。 

  2.摄影测量与遥感 

  (1)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从影像获取到过程数据处理、成果输出，均采用数字化形式进行的

摄影测量系统。 

  (2)遥感图像处理系统：能够对遥感图像信息进行数字化、复原、几何校正、增强、统计分

析、信息提出、分类、识别等图像加工的系统。 

  3.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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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地理信息处理软件：用于处理和分析地理信息的软件。 

  (2)地理信息系统平台软件：用于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的基础软件，具备地理信息的获

取、存储、编辑、处理、分析和显示等功能，并可支持软件定制开发。 

  4.互联网地图服务 

  独立地图引擎：部署于服务器上，能够向用户提供地图显示、空间搜索、上传标注、接口调用

等服务的软件系统。 

 

 

 

8.3.225）《注册测绘师制度暂行规定》、《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测绘师资格考核认定办法》(国

人部发〔2007〕14 号 2007 年 01月 24日) 

http://zgchnj.sbsm.gov.cn/article/ljnjll/lbnj/tz/zywx/200807/20080700039429.shtml  

http://ghgtw.beijing.gov.cn/art/2018/5/12/art_4791_520512.html  

http://www.mohrss.gov.cn/gkml/zcfg/gfxwj/201407/t20140717_136338.html  

国人部发〔2007〕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部门，

中央管理的企业：  

  为了加强测绘行业管理，提高测绘专业人员素质，规范测绘行为，保证测绘成果质量，人事

部、国家测绘局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测绘法》要求，决定在测绘行业建立注册测绘师制度。现

将《注册测绘师制度暂行规定》、《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测绘师资格考核认定

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注册测绘师资格考核认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考核认定申报表  

  

  人事部  

  国家测绘局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注册测绘师制度暂行规定 》 

 

  第一章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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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了提高测绘专业技术人员素质，保证测绘成果质量，维护国家和公众利益，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

国测绘法》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具有测绘资质的机构中，从事测绘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国家对从事测绘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业准入制度，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统一规划。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注册测绘师，是指经考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证书》，并依法注册后，

从事测绘活动的 专业技术人员。  

  注册测绘师英文译为：Registered Surveyor。  

  第五条 人事部、国家测绘局共同负责注册测绘师制度工作，并按职责分工对该制度的实施进行指导、监督和

检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行政部门、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注册测绘师制度的实

施与监督管理。  

  第二章 考试  

  第六条 注册测绘师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的考试制度，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  

  第七条 国家测绘局负责拟定考试科目、考试大纲、考试试题，研究建立并管理考试题库，提出考试合格标准

建议。  

  第八条 人事部组织专家审定考试科目、考试大纲和考试试题。会同国家测绘局确定考试合格标准和对考试工

作进行指导、监 督、检查。  

  第九条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参加

注册测绘师资格 考试：  

  （一）取得测绘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6 年。  

  （二）取得测绘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4 年。  

  （三）取得含测绘类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者测绘类专业研究生班毕业，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3 年。  

  （四）取得测绘类专业硕士学位，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2 年。  

  （五）取得测绘类专业博士学位，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1 年。  

  （六）取得其他理学类或者工学类专业学历或者学位的人员，其从事测绘业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 2 年。  

  第十条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合格，颁发人事部统一印制，人事部、国家测绘局共同用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注册测绘师资格 证书》，该证书在全国范围有效。  

  第十一条 对以不正当手段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证书》的，由发证机关收回。自收回该证书

之日起，当事人 3 年内不得再次参加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  

  第三章 注册  

  第十二条 国家对注册测绘师资格实行注册执业管理，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经过注册后方可 以注册测绘师的名义执业。  

  第十三条 国家测绘局为注册测绘师资格的注册审批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注册测绘师 资格的注册审查工作。  

  第十四条 申请注册测绘师资格注册的人员，应受聘于一个具有测绘资质的单位，并通过聘用单位所在地（聘

用单位属企业的 通过本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

管部门提出注册申请。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注册测绘师资格注册的申请材料后，对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者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

不告知 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注册申请，均应出具加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专用印章和注

明日期的书面凭 证。  

  第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自受理注册申请之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按规定条

件和程序完成申报材料的审查工作，并将申报材料和审查意见报国家测绘局审批。  

  国家测绘局自受理申报人员材料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 定。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作出审批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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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延长的期限和理由告知申请人。  

  国家测绘局自作出批准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决定送 达经批准注册的申请人，并核发统一制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注册证》和执业印章。对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

有依法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注册证》每一注册有效期为 3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注

册证》和执业印章在有效期限内是注册测绘师的执业凭证，由注册测绘师本人保管、使用。  

  第十八条 初始注册者，可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证书》之日起 1 年 内提出注册申请。逾

期未申请者，在申请初始注册时，须符合本规定继续教育要求。  

  初始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初始注册申请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证书》；  

  （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四）逾期申请注册的人员的继续教育证明材料。  

  第十九条 注册有效期届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在届满前 30 个工作 日内，按照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程序申请

延续注册。审批机构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在规定的时限内作出是否准予延续注册的决定；逾期未作出决定的，

视为准 予延续。  

  延续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延续注册申请表》；  

  （二）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三）达到注册期内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条 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测绘师变更执业单位，应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并按本规定第十四条

规定的程序办理 变更注册手续。变更注册后，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注册证》和执业印章在原注册有效

期内继续有效。  

  变更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变更注册申请表》；  

  （二）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三）工作调动证明或者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的证明、退休人员的退休证明。  

  第二十一条 注册测绘师因丧失行为能力、死亡或者被宣告失踪的，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注册证》

和执业印章失 效。  

  第二十二条 注册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由注册测绘师本人或者聘用单位及时向当地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测绘 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国家测绘局审核批准后，办理注销手续，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

测绘师注册证》和执业印章：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申请注销注册的；  

  （三）注册有效期满且未延续注册的；  

  （四）被依法撤销注册的；  

  （五）受到刑事处罚的；  

  （六）与聘用单位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关系的；  

  （七）聘用单位被依法取消测绘资质证书的；  

  （八）聘用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的；  

  （九）因本人过失造成利害关系人重大经济损失的；  

  （十）应当注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注册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三）因在测绘活动中受到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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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四条 注册申请人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应当予以撤消，并由国家测绘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当事

人在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被注销注册或者不予注册的人员，重新具备初始注册条件，并符合本规定继续教育要求的，可按

本规定第十四条 规定的程序申请注册。  

  第二十六条 国家测绘局应及时向社会公告注册测绘师注册有关情况。当事人对注销注册或者不予注册有异议

的，可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七条 继续教育是注册测绘师延续注册、重新申请注册和逾期初始注册的必备条件。在每个注册期内，

注册测绘师应按 规定完成本专业的继续教育。  

  注册测绘师继续教育，分必修课和选修课，在一个注册期内必修课和选修课均为 60 学 时。  

  第四章 执业  

  第二十八条 注册测绘师应在一个具有测绘资质的单位，开展与该单位测绘资质等级和业务许可范围相应的测

绘执业活动。  

  第二十九条 注册测绘师的执业范围：  

  （一）测绘项目技术设计；  

  （二）测绘项目技术咨询和技术评估；  

  （三）测绘项目技术管理、指导与监督；  

  （四）测绘成果质量检验、审查、鉴定；  

  （五）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测绘业务。  

  第三十条 注册测绘师的执业能力：  

  （一）熟悉并掌握国家测绘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了解国际、国内测绘技术发展状况，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工作经验，能够处理较复杂的技术问

题；  

  （三）熟练运用测绘相关标准、规范、技术手段，完成测绘项目技术设计、咨询、评估及测绘成果质量检验管

理；  

  （四）具有组织实施测绘项目的能力。  

  第三十一条 在测绘活动中形成的技术设计和测绘成果质量文件，必须由注册测绘师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后方

可生效。  

  第三十二条 修改经注册测绘师签字盖章的测绘文件，应由该注册测绘师本人进行；因特殊情况，该注册测绘

师不能进行修改 的，应由其他注册测绘师修改，并签字、加盖印章，同时对修改部分承担责任。  

  第三十三条 注册测绘师从事执业活动，由其所在单位接受委托并统一收费。因测绘成果质量问题造成的经济

损失，接受委托 的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接受委托的单位依法向承担测绘业务的注册测绘师追偿。  

  第五章 权利、义务  

  第三十四条 注册测绘师享有下列权利：  

  （一）使用注册测绘师称谓；  

  （二）保管和使用本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注册证》和执业印章；  

  （三）在规定的范围内从事测绘执业活动；  

  （四）接受继续教育；  

  （五）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技术规范的行为提出劝告，并向上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六）获得与执业责任相应的劳动报酬；  

  （七）对侵犯本人执业权利的行为进行申诉。  

  第三十五条 注册测绘师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恪守职业道德；  

  （二）执行测绘技术标准和规范；  

  （三）履行岗位职责，保证执业活动成果质量，并承担相应责任；  

  （四）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委托单位的商业、技术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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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只受聘于一个有测绘资质的单位执业；  

  （六）不准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  

  （七）更新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八）完成注册管理机构交办的相关工作。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对本规定印发之日前，长期从事测绘专业工作，并符合考核认定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可通过考

核认定，获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证书》。  

  第三十七条 通过考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证书》，并符合《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

工程师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条件的人员，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优先聘任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  

  第三十八条 需注册测绘师签字盖章的文件种类和办法、继续教育的内容、测绘单位配备注册测绘师数量、注

册执业管理等工 作的具体办法，由国家测绘局另行规定。  

  第三十九条 符合考试报名条件的香港和澳门居民，可申请参加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申请人在报名时应提交

本人身份证明、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相应专业学历或者学位证书、从事测绘相关专业实践年限证明。台湾

地区专业技术人员考试办法另行规定。  

  外籍专业人员申请参加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申请注册和执业等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四十条 在实施注册测绘师制度过程中，相关行政部门和相关机构，因工作失误，使专业技术人员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的，应 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给予相应赔偿，并可向有关责任人追偿。  

  第四十一条 实施注册测绘师制度的相关行政部门和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不履行工作职责，监督不力，或

者谋取其他利益 等违纪违规行为，并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相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第一条 人事部、国家测绘局共同成立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办公室（以下简称考试办公室，设在国家测绘局），

负责考试相关 政策研究及考试管理工作。具体考务工作委托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负责。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行政部门和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共同负责本地区考试工作，并协商确定具体工作的职

责分工。  

  第二条 国家测绘局成立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负责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大纲的编写和命题工作，

研究建立考试试 题库。  

  第三条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设《测绘综合能力》、《测绘管理与法律法规》、《测绘案例分析》3 个科目。考试

分 3 个半天进行。《测绘综合能力》、《测 绘管理与法律法规》2 个科目的考试时间均为 2.5 小 时，《测绘案例分析》

科目的考试时间为 3 小时。  

  第四条 参加注册测绘师资格全部（3 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 在一个考试年度内参加全部（3 个）科目的

考试并合格，方可获得注册测绘师资格证书。  

  第五条 对符合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并于 2005 年 12 月 31 日前评聘为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的

人员，可免试《测绘综合能力》科目，只参加《测绘管理与法 律法规》、《测绘案例分析》2 个科目的考试。在一个

考试年度内，参加前述 2 个科目考试并合格的人员，方可获得注册测绘师资格证书。  

  第六条 参加考试由本人提出申请，携带所在单位证明及相关材料，到当地考试管理机构报名。考试管理机构

按规定程序和报 名条件审核合格后，发给准考证。参加考试人员在准考证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  

  国务院各部门所属单位和中央管理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按属地原则报名参加考试。  

  第七条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考点原则上设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大、中专院校或者高考定点学校，如确需在

其他城市设置， 须经人事部和国家测绘局批准。考试日期为每年第三季度。  

  第八条 坚持考试与培训分开的原则。凡参与考试工作（包括试题命制与组织管理等）的人员，不得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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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与或者举办 与考试内容有关的培训工作。应考人员参加相关培训按照自愿的原则。  

  第九条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及有关项目的收费标准，须经当地价格行政部门核准，并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

监督。  

  第十条 考试考务工作应严格执行考试工作的有关规章制度，切实做好试卷命制、印刷、发送过程中的保密工

作，遵守保密制 度，严防泄密。  

  第十一条 考试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考试工作纪律，认真执行考试回避制度。对违反考试纪律和有关规定的，

按照《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处理。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核认定办法》 

 

  一、考核认定申报条件  

  长期在测绘岗位从事测绘专业工作，业绩突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各项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

身体健康，并符 合下列条件（一）或者条件（二）的在职在编人员。  

  （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二）评聘为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年龄在 70 周岁（含）以 下，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2、3 中各一项

条件的人员。  

  1、学历和职业年限  

  （1）1980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测绘类专业中专学历，累计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20 年。  

  （2）1985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测绘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15 年。  

  （3）1990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测绘类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者学位，累计从事测绘专业工作满 10 年。  

  （4）在上述规定的日期前取得其他理学类或者工学类专业学历或 者学位的人员，其从事测绘业务工作年限相

应增加 5 年。  

  2、专业水平与业绩成果  

  （1）在有甲级测绘资质的单位中，担任正、副总工程师职务（负 责测绘专业技术工作）满 5 年。  

  （2）在有测绘资质的单位中，担任测绘项目主要技术负责人，完 成 1 项国家级重大项目（测绘业务），或者

国家级测绘重点科研项目。  

  （3）在有测绘资质的单位中，担任测绘项目主要技术负责人，完 成 2 项省（部）级重大测绘生产项目，或者

省（部）级重点测绘科研项目。  

  （4）获得与测绘专业相关的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科技成果奖）的 主要技术负责人（前 5 名）。  

  （5）获得测绘专业省（部）级科技进步（科技成果）一等奖项的 主要技术负责人（前 5 名）；或者获得部级

优秀测绘工程金奖、优秀地图作品奖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前 3 名）。  

  （6）获得 2 项 测绘专业省（部）级科技进步（科技成果）二等以上奖项主要技术负责人（前 3 名）；或者获

得 2 项部级优秀测绘工程银奖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前 3 名）。  

  （7）获得 3 项 测绘专业省（部）级科技起步（科技成果）三等以上奖项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前 3 名）。  

  3、学术水平  

  （1）在有国内统一刊号（CN）的期刊或者在有国际统一书号（ISSN）的国外期 刊上，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过测

绘专业论文不少于 3 篇（每篇不少于 2000 字）。  

  （2）在正式出版社出版过统一书号（ISBN）的测绘专业著作，本人独立撰写的章节不少于 3 万 字。  

  （3）受聘担任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成员，并参加编写 考试大纲或者承担首次考试试题设计任务的

专家。  

  二、考核认定组织  

  人事部、国家测绘局共同成立“注册测绘师资格考核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名单见附件 1），

负责全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考核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测绘局。  

  三、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管理企业、军队人事部门推荐意见函。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考核认定申报表》一式两份（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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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证书复印件。其他人员应提供以下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学历或者学

位证书、高级工 程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书、获奖证书、生产项目和研究项目成果证书、单位测绘资质证书、获奖项

目的主要文件和签署证明、主要技术负责人的任命文件（或者聘 书）。  

  （四）获奖者应附有效证明，即奖状、个人证书或者正式公布的获奖人名单。对奖项未颁发个人证书或者未正

式公布获奖人员 名单的，应提供符合国家规定人数的单位申报奖项的人员名单、获奖项目主要文件的复印件，经

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五）所在单位出具的职业道德证明、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测绘业务业绩证明。  

  四、考核认定程序  

  （一）符合考核认定条件的测绘专业技术人员，可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经单位审核同意后，由所在单位向单

位所在地（聘用 单位属企业的向本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推荐。  

  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单位和中央管理企业的人员，由本部门、本企业负责测绘业务工作管理机构统一向国家测

绘局推荐。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中央管理企业负责测绘业务工作的机构，

对本地区、本部 门、本企业申报人员的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并经本地区、本部门、本企业人事部门复

审后，提出推荐名单送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  

  军队测绘专业人员的申报，由总政干部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和要求，提出推荐名单送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对推荐人员的材料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和拟认定人员材料，报领导小

组复核。  

  （四）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对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审核结果和申报人员材料进行复核。对复核合格的人员，由领

导小组办公室进 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由人事部、国家测绘局批准后，向社会公布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

师资格证书》人员的名单。  

  对未通过考核认定的申请人，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其说明不通过的理由。  

  五、申报时间及要求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人事行政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管理企业负责测绘业

务的机构和人事 部门，应当对推荐人员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和复审。于 2007 年 8 月 1 日前完成审查和复审工作，签

署审查和复审意见，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考核认定申报表》相应栏目中加盖印章后，将全部申报

人员的 材料送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国家对考核认定人员数额实行总量控制。考核认定工作须在国家统一考试前完成，实施资格考试后不再

进行。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管理的企业及军队，应推荐具备申报条件、能力业绩突

出、业内认可且 仍在岗从事测绘业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管理的企业及军队，在审查、复审申报人员材料时，均

须核查各类证 书、相关证明及有关材料的原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的各类证书等相关材料的复印件，应由所

在单位测绘业务机构和人事部门负责人，对其真实性签署意见并加 盖单位印章。  

  （五）已通过特许或者考核认定的方式取得其他专业职业（执业）资格证书、现在公务员岗位工作、正在申报

其他专业职业 （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和已办理离、退休手续的人员，均不在申报范围。凡因测绘业务工作中违法

违纪或者发生重大失误，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的人员，一律 不得申报。  

  （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管理的企业及军队，要切实加强领导，坚持标准，严格

要求，认真按程 序做好申报、审查、复审等各环节工作。凡不认真把关或者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停止该地区

或者部门、单位的申报权和取消个人申报的资格，并依据相应法律和 有关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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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26）《江西省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2017 年 9 月 25 日) 

http://jx.ifeng.com/a/20171013/6063670_0.shtml  

http://www.nc.gov.cn/ncszf/jrnc/201710/4ce2f6ab38044e4b9110d706a1b35fbe.shtml  

江西省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各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工作人员信访工作责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

推动信访问题及时就地解决，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厅字〔2016〕32 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

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党政机关，包括全省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全省各级党政机关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及人民团体适用本细则。 

省属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高等院校、中央驻赣单位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三条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

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工作原则，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

等办法，完善信访和人民调集、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综合运用督查、考核、惩戒等措施，依法规

范各级党政机关履行信访工作职责，切实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

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信访工作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第二章 责任内容 

第四条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将信访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设区市级党政领导班子每季度、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

每 2 个月至少研究 1 次信访工作，听取工作汇报、分析信访形势、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从人力物力财力上

保证信访工作顺利开展；应当科学、民主决策，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坚持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

障群众合法权益，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导致信访问题的矛盾和纠纷。 

第五条 省、市、县（市、区）分别设立由党委、政府负责人任召集人、有关党政机关参与的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统

筹协调处理本地信访工作，推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信访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指导解决本地具有普遍性

的信访突出问题，督导本地各项重点信访工作。各级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本级信访部门并承担日常工作。 

第六条 各级党政机关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是信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地本部门本系统的信访工作负总责，其

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权范围内的信访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 

各级领导干部应当阅批群众来信和网上信访，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协调处理疑难复杂信访问题。省党政领导班子成

员每年至少 1 天、设区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每季度至少 1 天、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每月至少 1 天，到信

访接待场所接待群众来访，乡镇（街道）领导干部要随时接待群众来访，县级以上党政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同步安排

接待群众来访。在坚持定点接访的同时，领导干部接访还可采取重点约访、带案下访、上门回访等多种方式。重要

节点、敏感时期和信访工作任务较重的地区，根据工作需要增加领导干部接访频次。 

第七条 各级党政机关工作部门应当制定并向社会公布本部门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办理信访事项清单，实行首办责任

制，对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及时录入全国信访信息系统，并按规定时间办理、答复；对不属于

职权范围的，应当告知信访人向有权处理机关提出。信访事项涉及多个部门或是职责划分不清的，由相关工作部门

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同级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作出责任划分。 

第八条 垂直管理部门负责本系统的信访工作，应当督促下级部门和单位依法、及时、就地解决信访问题。对于涉

及地方的疑难复杂信访问题，要与地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部门通力合作，协调解决，不得推诿扯皮，激化矛盾纠纷。 

第九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在预防和处理本地信访问题中负有主体责任，应当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信访风险防控

预警，针对具体问题明确责任归属，协调督促有关责任部门和单位依法、及时、就地解决，并加强对信访群众的疏

导教育，规范信访秩序，依法治理信访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十条 对于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和人事分离、人户分离、人事户分离的信访问题，事发地或者有权处理的党

政机关是责任主体，应当认真做好矛盾化解工作；信访人所在单位、经常居住地或者户籍所在地的党政机关在疏导

教育、排查预警、风险防控方面是连带责任主体，应当认真做好人员稳定工作。有关责任主体应当加强协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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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工作合力，共同做好化解和稳定工作。 

第十一条 各级信访部门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协调、指导和监督本地区的信访工作，履行下列工作职责： 

（一）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上级重大部署和本地区的信访工作情况，对本地区信访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二）定期分析研究本地区信访形势，及时向本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三）协调推动本地区信访工作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督促有关地方和部门做好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的善后衔接工作； 

（四）加强和完善网上信访信息系统，引导和鼓励群众网上信访，规范办理群众通过来信、来电、网络、走访反映

的问题，依照法定职责和法定程序受理、交办、转送和督办信访事项，协调处理重要信访问题； 

（五）对信访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处理群众信访事项不及时，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提出限期整改，

必要时向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提出给予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的建议。 

（六）本级党委、政府赋予的其他信访工作职责。 

第十二条 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秉公办事、清正廉洁、保守秘

密、热情周到，严禁限制和干涉群众正常信访活动，严禁利用职权向信访工作对象索取钱物，严禁将信访人的检举

揭发材料或者需要保密的有关情况违规转给或者透露给被检举揭发对象或者无关人员。 

第三章 督查考核 

第十三条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将信访工作纳入督查范围，对本地本部门本系统信访工作开展和责任制落实情况，省

级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设区市、县（市、区）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两次专项督查，并在适当范围内通报督查情况。

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负责组织开展全省范围内重点信访事项和重要敏感时期信访工作开展和责任落实情况的督查

工作，必要时由省委、省政府开展督查。县级以上信访部门配备信访督查专员，确保信访督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常态化。 

第十四条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以依法、及时、就地解决信访问题为导向，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制定科

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每年对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信访工作情况进行考核。 

第十五条 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对各设区市、省直有关部门信访工作情况进行年度考核。对工作成效明显的予以通

报表扬；对问题较多的加强工作指导，督促解决存在的问题。 

设区市、县（市、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参照前款对本地区信访工作情况进行年度考核。 

第十六条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加强信访工作考核评价结果应用，将信访工作考核评价结果作为对地方和部门领导班

子、领导干部综合考评的重要参考。 

第十七条 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考察工作中，应当听取本级信访部门意见，了解掌握领导干部履行信访工作职

责情况。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八条 各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未能正确履行本细则所列责任内容，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因决策失误、工作失职，损害群众利益，导致信访问题产生，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未按规定受理、交办、转送和督办、回复信访事项，未向信访群众告知答复或超期告知答复，导致信访群众

重复信访、越级上访，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未按规定落实或拒不执行信访事项处理意见，或者编报虚假材料欺骗上级机关和信访工作机构，严重损害信

访群众合法权益的； 

（四）对应当解决的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故意拖延，或者对待信访群众态度恶劣、简单粗暴，

损害党群干群关系，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对可能造成社会影响的重大、紧急信访事项和信访信息瞒报、谎报、缓报，或者授意他人瞒报、谎报、缓报，

贻误处理时机，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对发生的集体访未按照有关规定和时间要求到现场处置，或者处置不力，导致事态扩大，造成不良影响的； 

（七）将信访人的检举揭发材料或者需要保密的有关情况违规转给或者透露给被检举揭发对象或者无关人员，造成

信访群众被打击、报复、陷害，尚不构成犯罪的； 

（八）对信访负面舆情处置不力、应对不当，导致舆情发酵扩散，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形象和群众利益的； 

（九）对信访部门提出的改进工作、完善政策、给予处分等建议重视不够、落实不力，不按要求反馈，导致问题长

期得不到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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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失职失责情形。 

对前款规定中涉及的集体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负责人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

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对错误决策或者行为提出明确反对意见而没有被采纳的，不承担领导责任；涉及的

个人责任，具体负责的工作人员承担直接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负责人承担领导责任。 

第十九条 根据情节轻重，采取以下方式追究党政机关信访工作责任： 

（一）责令检查。对责任制落实不力、情节较轻的，应当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并限期整改。 

（二）通报批评。对责任制落实不力、被动落后的，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挂牌督办。对受到通报批评后仍未按期完成整改目标的，上一级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对其进行挂牌督办，期限

为 3 个月，必要时可派工作组进行督促检查。 

（四）重点管理。对挂牌督办后仍未按期完成整改目标，或者具有本细则第十八条所列情形，且危害特别严重或影

响特别重大的，实行重点管理，期限为 12 个月。 

第二十条 根据情节轻重，采取以下方式追究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责任： 

（一）通报。具有本细则第十八条所列情形、情节较轻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通报，限期整改。 

（二）诫勉。对受到通报后仍未按期完成整改目标，或者具有本细则第十八条所列情形且危害严重、影响重大的，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诫勉，督促限期整改。同时，取消该地区、该部门和单位本年度评选综合性荣誉称号的资格。 

（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对受到诫勉后仍未按期完成整改目标，或者具有本细则第十八条所列情形且危害特别

严重、影响特别重大的，对相关责任人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

措施。 

第二十一条 对在信访工作中失职失责的相关责任人，应当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上述追责方

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涉嫌违法犯罪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对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由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党政机关按规定程序作出；信

访工作联席会议可向有管理权限的同级或下级党政机关提出书面建议。 

第二十三条 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同级组织人事部门通报，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按规定归入被问责领

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四条 各地各部门可以制定落实本细则的具体措施。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的具体解释工作由省委办公厅商省信访局承担。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关信访工作责任制的规定，凡与本细则不一致的，按照本细

则执行。 

 

 

8.3.227）《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实施办法》(2015年 03 月 11日 赣公字〔2015〕42 号) 

http://www.jxga.gov.cn/zwgk/wenjianfabu/2015-04-30/19638.html  

http://xxgk.pingxiang.gov.cn/slx/xzbmxxgk/xjjdd_37976/fgwj/gfxwj/201806/t20180630_1742505.htm  《关于印发〈江西

省公安机关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的通知》（赣公字[2017]145 号） 

赣公字〔2015〕42 号  

关于印发《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设区市公安局： 

《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实施办法》已经厅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组织

实施。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厅。 

  

江西省公安厅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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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畅通信访出口渠道，规范信访秩序，切实维护信访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根据《信访条

例》、《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公安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终结工作的通知》（公通字〔2014〕43 号）及相

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安信访事项终结，是指省级公安机关依申报单位的申请，全面审查信访事项的实体、程序和

信访诉求等内容，对信访事项是否符合终结范围、标准做出认定，依程序审查后对信访人有关权利进行规范的行为。 

第三条  公安信访事项终结工作，严格实行“谁终结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有关领导和经办人员要依法

依规办事，严格审核把关，确保终结结论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第四条  各级公安机关要把促使信访人停访息诉贯穿公安信访事项终结工作全过程。信访事项终结后，信访人现居

住地和户籍地公安机关仍要积极协助当地党委、政府及相关基层组织继续做好矛盾化解、教育疏导和帮扶救助工作，

促使信访人停访息诉。 

第五条  对已经审查终结的信访事项，各级公安机关不再作为信访事项进行受理、统计、转办、交办、通报。 

第六条  各级公安机关要切实加强对信访事项终结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制度，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并加

强宣传引导，为公安信访事项终结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第二章  终结提起管辖  

第七条  终结提起原则上由信访问题发生地公安机关负责。如信访人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提起更为适宜的，终结提

起由信访人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负责。 

公安信访事项终结一般由信访事项管辖地的县级或市级公安机关逐级提起。涉及信访事项发生地为省公安厅的公安

信访事项，由省公安厅信访处负责提起。 

第八条  对跨地区的信访事项，报共同的上一级公安机关协调，明确主办单位，按程序提起终结；对跨部门的信访

事项，可由信访问题发生地公安机关向当地政法委汇报，由当地政法委牵头会商，明确主办单位，按程序提起终结。  

第三章  终结范围  

第九条  除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信访事项，经工作，信访人仍以同一事由反复到公安

机关信访，纳入终结范围： 

（一）信访人不服公安机关作出的生效法律结论或决定，已充分行使、放弃行使或者丧失向公安机关请求法定救济

权，且不属于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法定职责和管辖范围的。 

（二）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已经公安机关按信访程序逐级处理、复查、复核完毕并答复的。 

（三）信访人对公安机关信访处理或复查答复意见不服，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期限内逐级提出信访复查或复核请求

的。 

（四）信访人对人民检察院就涉及公安机关诉讼监督案件作出不予支持决定不服的。 

（五）其他认为可以终结的公安信访事项。 

第十条  对下列信访事项，应认真做好相关工作，不宜进行终结： 

（一）信访人诉求尚有法定救济渠道的，应当引导其行使法定权利。 

（二）信访人越级提出信访复查、复核请求并在法定期限内的，应当告知、劝导其逐级提出。 

（三）信访人对省级公安机关的信访处理或复查意见不服并在法定期限内的，应当告知、劝导其向省级人民政府提

出复查、复核请求。 

（四）刑事案件尚未侦查终结的，要继续做好案件侦破和有关帮扶救助工作。 

（五）其他认为不宜进行终结的公安信访事项。 

第四章  终结标准  

第十一条  对拟终结的信访事项，应当严格按照以下标准，进行审查终结： 

（一）法律问题解决到位。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手续完备、处理得当。经审查不

存在执法错误、瑕疵，或者执法错误已经依法纠正、瑕疵已经妥善补正。 

（二）执法责任追究到位。对执法办案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造成执法错误，或有其他违纪违法行为的，已经依纪依

法作出相应处理。 

（三）解释疏导教育到位。从法理、道理、情理等方面对信访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明、思想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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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法救助帮扶到位。信访人生活困难，符合国家司法救助规定的，已经给予必要的救助帮扶。  

第五章  审查终结责任主体  

第十二条  省公安厅负责对全省管辖范围内的公安信访事项作出信访事项终结结论。 

第十三条  省公安厅成立信访事项终结委员会，在省公安厅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具体承担信访事项终结工作。

终结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厅信访处，负责日常事务工作。 

信访事项终结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若干名委员组成。主任由省公安厅分管信访工作的厅领导担任，副主任由省

公安厅部门警种主要负责人担任，委员从厅机关部门警种负责人、业务骨干或专家中选聘委派。终结委员会成员中

应当有信访部门的负责人。 

    第十四条  各设区市、县级公安局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对本级公安机关拟申报终结信访事项的一切事务

性工作，并审核把关。  

第六章  终结程序  

第十五条  提起。县级公安机关和信访事项属于本级管辖的设区市公安局在提出信访事项终结申请前，应召开本级

公安机关信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进行讨论审核，从案件实体、程序和信访诉求等方面对信访事项开展自查，并形成

书面调查报告，提出明确意见。 

对反复缠访闹访、社会影响大的信访事项，应当组织公开听证。 

提起机关应填写《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审批表》（见附件 1），由提起机关主要领导审核签字后，加盖本级

公安机关行政章，连同申报终结材料提交至申报单位。 

第十六条  申报。各设区市公安机关信访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本设区市范围内拟向省公安厅申请认定终结的信访事

项的申报工作。申报机关一般为设区市公安局，省公安厅本级信访事项的终结申报机关为省公安厅信访处。申报应

当按照下列要求进行： 

（一）形式审核。审核相关环节的手续文件是否齐备，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 

（二）实质审核。审核原信访事项处理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准确，程序是否合法，相关结论是否正确，处

理是否得当。对有必要进行再次调查、鉴定或者认定的，申报机关要组织进行调查、鉴定或者认定，并形成书面报

告。对于申报机关发现被申请机关听证程序不到位的信访事项，信访人坚持要求听证的，应当责成被申请机关及时

组织听证并形成听证意见。 

（三）接待信访人。在审核中，信访人坚持要求与申报机关见面的，申报机关应当与信访人见面，收取信访人递交

的信访材料，了解信访人的实际诉求和相关真实情况。 

（四）提请申请终结报告。申报机关依据本级审核情况和提起机关报送材料，在提起机关填写盖章后的《江西省公

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审批表》原件上，由申报机关主要领导签字后，加盖本级公安机关行政章，并向省公安厅写出

终结申请报告（内容包括：信访人的基本情况、信访主要事由、信访诉求、公安机关解决信访问题的情况和结论、

申报机关工作情况、申请信访事项终结的理由），连同其他申报终结材料报送省公安厅。 

申报终结材料包括：终结申请报告、《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审批表》、申报单位对信访事项的书面调查报告、

信访事项评审倒查追责情况、原始信访材料（复印）、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信访人个人详细情况、信访人的全部

诉求、信访经历、异常信访情况、违法被处理情况、听证会《会议纪要》、稳控单位和稳控责任人及联系电话、终

结后续工作方案等。 

第十七条  省公安厅信访事项终结委员会应当自收齐申报机关报送的申报终结材料之日起 2 个月内审查完成，作出

是否终结决定。省公安厅审查公安信访事项终结的流程依次为：初审、评审、决定、备案等四项程序。 

第十八条  初审。省公安厅信访事项终结委员会办公室自收齐申报机关报送的申报终结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对报送材料进行初步审查。 

对不符合终结范围和标准的，下发《提交终结申请退回重新审查/纠正意见书》（见附件 2），予以退回。 

对符合终结范围和标准，但报送材料不全的，通知申报单位补充材料。 

对符合终结范围和标准的，予以受理，不再另行通知，初审时间自动计入省公安厅审查期限。 

第十九条  评审。省公安厅信访事项委员会在受理信访事项终结申请后，应由三名以上单数评审人员组成信访事项

评审组开展评审。评审人员由省公安厅信访事项终结委员会从省公安厅信访事项评审员人才库中抽取或指定。评审

时需把握以下工作要点： 

（一）全面审查原案件和信访事项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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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信访人诉求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全面审查。 

（三）对信访人反映的问题进行重点审查，必要时派出专门人员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有必要进行再次鉴定或者认定

的，要重新鉴定或者认定。 

（四）重大、复杂、疑难、有争议、有影响的信访案件或者其他需要实行集体议案的信访案件，应当组织集体审查，

对集体审查情况以及不同审议意见要记录在案。 

（五）评审人员对评审的信访事项应逐一提出具体的评审意见并签名，评审组汇总后向信访事项终结评审委员会出

具该信访事项的书面评审报告。     

第二十条  决定。省公安厅信访事项终结委员会根据信访事项评审组的具体评审意见作出是否终结决定，报省公安

厅信访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对符合终结范围和标准的，予以终结。 

对不符合终结范围和标准的，应提出重新复查或纠正意见，下发《提交终结申请退回重新审查/纠正意见书》，予以

退回。对退回的申报终结信访事项，提起机关可在条件符合后重新提出申请。 

第二十一条  备案。对决定终结的信访事项，省公安厅信访事项终结委员会办公室应当自省公安厅信访工作领导小

组批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录入公安部终结数据平台备案，并通报省人大办公厅、省委政法委、省综治办、省委

省政府信访局、省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和公安部办公厅等相关单位，同时妥善做好终结

后移交工作。 

第二十二条  下发终结决定、告知。对决定终结的信访事项，省公安厅应当在录入公安机关终结数据平台报备之日

起 5 个工作日内，向申报机关下发《关于 xxx 信访事项的终结决定》（见附件 3）、制作《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

终结决定告知书》（见附件 4），直接送达信访人或委托下级公安机关送达信访人。 

终结决定告知书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一般应在有关信访接待场所公布。 

省公安厅委托下级公安机关送达终结决定告知书的，下级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省公安厅委托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

终结决定告知书送达信访人本人或其近亲属，并由信访人本人或其近亲属签署意见。信访人或其近亲属拒绝签字的，

要注明何时何地何人送达。 

信访人不接受终结决定告知书的可留置或邮寄送达。确实无法送达的，可在相关信访接待场所予以公告，同时通知

信访人所在单位和乡（镇）、街道办事处。对社会影响较大的信访事项，有关公安机关可适时通过新闻媒体公告送

达。  

第二十三条  稳控。对已经终结的信访事项，提起机关要在收到终结决定之日起 7 日内主动将终结情况报送当地处

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由联席会议协调当地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及基层组织，明确责任单位和责

任人，落实教育稳控工作。 

县级公安机关要依照江西省委政法委《关于做好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后稳控工作的实施意见》（赣政法〔2012〕

11 号），全力协助信访人所在地党委、政府共同抓好稳控责任的落实。  

第七章  建  档  

第二十四条  对省公安厅已作出终结决定的公安信访事项，提起机关和申报机关应逐案建立信访事项终结档案，档

案应包括：信访人的信访材料、申报终结认定材料、省公安厅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终结告知书、终结抄告单等材

料。  

第八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五条  各级公安机关在信访事项终结过程中发现办案单位及办案民警在执法办案、遵守警务纪律、办理信访

案件等方面存有过错或瑕疵，由各级公安机关信访工作领导小组依照《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评审倒查追责工作

规定》（赣公字〔2014〕179 号）开展责任倒查，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对终结工作中不严格按照标准和程序随意终结，导致定性、处理错误或其他严重后果的，依纪依法严

肃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责任；对符合终结条件的信访事项，且信访人长期缠闹访、多次赴京到省上访，提起单位应

当提起终结而未提起，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责任；对问题突出的地方和单位，予以

通报并责令整改。 

第二十七条  对已经终结的信访事项，稳控责任公安机关不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及相关基层组织落实教育疏导、矛

盾化解和帮扶救助工作，造成极端事件的，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责任。 

第二十八条  对已经审查终结的信访事项，信访人缠访闹访的，要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公通字〔2013〕25 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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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处理。 

第二十九条  对未建立公安信访事项终结档案或档案不全，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

的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原《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规定》（赣公字〔2010〕116 号）同时废止。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江西省公安厅信访处负责解释。  

附件: 1、《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审批表》 

2、《提交终结申请退回重新审查/纠正意见书》 

3、《关于 XXX 信访事项的终结决定》 

4、《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告知书》 

5、《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抄告单》 

附件 1： 

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审批表 

申报单位:                                  编

号:                                          

     

信访人  基

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案发地   

身份

证号 
  

单位 

或住址 
  

简 

要 

案 

情 

  

  

  

  

  

  

  

  

申 

报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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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起 

机 

关 

意 

见 

  

  

  

  

            （公章）      负责

人：         年  月  日 

申 

报 

机 

关 

意 

见 

  

  

  

  

  

          (公章)        负责

人:         年  月  日 

省公安厅信

访事项终结

委员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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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负责

人:         年  月  日 

省公安厅信

访工作领导

小

组    意 

见 

  

  

  

  

  

  

          (公章)        负责

人:         年  月  日 

  

 附件 2: 

提交终结申请退回重新审查/纠正意见书 

  

                                    编

号：           

  

         市公安局： 

你局提交的            信访事项终结材料收悉，经省公安厅信访事项终结委员会办

公室初审/集体研究审查，认为该信访事项不符合终结范围/不符合终结标准，故予以退回。 

请你局接此意见书后，立即开展相关工作。如工作后符合终结的范围和标准，可重新申报终结。 

  

  

                     省公安厅信访事项终结委员会（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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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见书一式两份，一份由申报终结的设区市公安局留存，一份由省公安厅存留。 

附件 3： 

关于ｘｘｘ信访事项的终结决定 

赣公信终字[2***] ****号 

  

         市公安局： 

×××信访事项终结申请收悉，根据《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实施办法》

第     条第    项                                 

                                           

          

                                           

         之规定，经省公安厅信访事项终结委员会审查，并报省公安厅信访工作领导小

组同意，决定对该信访事项予以终结。 

请将此决定在 5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并抄告有关基层公安机关。 

  

  

  

                                 江西省公安厅（公章） 

年   月    日 

  

  

抄送：省人大办公厅，省委政法委，省综治办、省信访局 

省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 

公安部办公厅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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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 

终结决定告知书（存根） 

             编号：            

信访人姓名：             

信访事项发生地：                                   

信访事

项：                                         

        

                                           

        

                                           

         

经江西省公安厅信访事项终结委员会审查，并报江西省公安厅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决定对该信

访事项予以终结。 

承办人：              审批人：                 

填发日期：     年   月   日 

终结日期：     年   月   日（公安部备案时间） 

送达方式：                  

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 

终结决定告知书 

编号：            

           （先生、女士） 

按照《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实施办法》     第    条    项之规定，经省

公安厅信访事项终结委员会审查，并报江西省公安厅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决定对你提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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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事项，予以终结。请你接受终结该信访事项的决定，并就此停访息诉。 

特此告知。 

                                     （章） 

                                 年   月   日 

  

  

  

附件 5： 

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 

终结决定抄告单（存根） 

             编号：            

            公安局： 

     你辖区              等   人反

映                                 

                                           

        

的信访事项，按照《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实施办法》第    条    项之规定，经省

公安厅信访事项终结委员会审查，并报江西省公安厅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决定对该信访事项予

以终结。请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信访人的教育疏导和稳控工作。 

特此抄告。 

承办人：              审批人：                 

填发日期：     年   月   日 

送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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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 

终结决定抄告单 

编号：            

            公安局： 

     你辖区              等   人反

映                                 

                                           

         

                                           

        

的信访事项，按照《江西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实施办法》第    条    项之规定，经省

公安厅信访事项终结委员会审查，并报江西省公安厅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决定对该信访事项予

以终结。请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信访人的教育疏导和稳控工作。 

特此抄告。  

（章） 

                                 年   月   日 

  

 

8.3.228）《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规则》(2017-07-12  国信发〔2017〕19 号) 

http://www.gjxfj.gov.cn/gjxfj/xxgk/fgwj/zdwj/webinfo/2018/08/1534706062636624.htm  

http://xfj.jc.gansu.gov.cn/art/2017/8/21/art_18941_351468.html  

http://www.gxgg.gov.cn/bmdt/20181101-1191703.shtml  

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规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

结果，根据《信访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各级行政机关对信访诉求的分类处理，但已经、正在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

议解决的除外。 

前款所指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解决的信访诉求，主要包括：根据法律规定应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公安机关通过刑事立案处理的事项；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复议决定的事项；当事人达成有效仲裁协议的事项；

其他只能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处理的事项。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对收到的信访诉求，应当在国家信访信息系统中予以登记，甄别处理，对

属于本规则第二条分类处理范围的信访诉求，在 15 日内直接或者通过下级信访工作机构转送、交办至有权处理机

关，并告知信访人转送、交办去向；对属于本规则第二条除外情形的信访诉求，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 

转送时可以在国家信访信息系统中提出适用信访程序或者其他法定途径处理的建议。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以外的行政机关收到信访人直接提出的信访诉求，应当对是否属于职责范

围进行甄别，按情形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应当受理； 

（二）属于所属下级机关职责范围的，应当自收到该诉求之日起 15 日内转送、交办至有权处理机关，并告知信访

人转送、交办去向； 

（三）不属于本机关及所属下级机关职责范围的，应当自收到该诉求之日起 15 日内告知信访人不予受理，并告知

信访人向有权的机关提出。 

第五条 有关行政机关收到上级或者本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上级机关转送、交办的信访诉求，应当进行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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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情形作出以下处理： 

（一）不属于本机关以及所属下级机关职责范围的，应当自收到该诉求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转送、交办机关提出

异议，并详细说明理由，经转送、交办机关核实同意后，交还相关材料； 

（二）转送、交办机关分类处理建议需要调整的，可以变更原分类处理建议，选择信访或者其他法定途径处理； 

（三）不属于以上情形的，依照本规则第四条规定处理。 

第六条 对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信访诉求，有权处理机关应当根据诉求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以下相应程序处理： 

（一）属于申请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履行保护人身权或者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履

行或者答复； 

（二）属于《信访条例》以外的其他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调整范围，能够适用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合法有效

的规范性文件设定程序处理的，应当适用相应规定和程序处理； 

（三）不属于以上情形的，适用《信访条例》规定的程序处理。 

对前款规定中信访人提出的诉求，同时可以通过诉讼解决的，行政机关在受理前可以告知诉讼权利及法定时效，引

导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不得以信访人享有诉讼权利为由免除履行自身法定职责的义务。 

第七条 有权处理机关负责信访工作的机构收到转送、交办或者信访人直接提出的诉求，认为应当适用信访程序以

外其他法定途径办理的，应当与本机关对该诉求负有办理责任的部门（以下简称责任部门）进行会商，确定处理途

径和程序。 

有权处理机关应当自收到诉求之日起 15 日内制作包含以下内容的告知书，加盖机关印章或者业务办理专用印章，

告知信访人： 

（一）拟适用的其他法定途径及依据； 

（二）查询或者联系方式； 

（三）其他需要告知的内容。 

除告知以上内容外，需要依申请启动的，还应当告知其申请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 

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对受理的时间和告知的形式、内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有权处理机关认为应当适用信访程序办理的，应当在收到诉求之日起 15 日内出具信访事项受理告知书，加

盖信访业务专用章送达信访人。 

第九条 有权处理机关负责信访工作的机构与本机关责任部门经会商无法就分类处理信访诉求达成一致意见的，由

负责信访工作的机构会同本机关法制工作机构提出处理意见后报请本机关负责人决定。 

第十条 对涉及多个行政机关或者涉及多个法定程序的重大、疑难、复杂诉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可

以组织有关行政机关协商合议，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工作分工。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信访工作机构会同同级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提出方案、分工后，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一条 有权处理机关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应当建立完善社会力量参与信访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法

律顾问和律师在依法分类处理工作中的作用。 

第十二条 适用信访程序以外其他法定途径办理的诉求，有权处理机关应当依据相应的规定及程序做出行政处理，

并告知信访人救济途径和期限，送达信访人。 

对申请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履行保护人身权或者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法定职责，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中没有具体程序和期限规定的，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履行或者答复。 

对欠缺形式要件的诉求，可以根据情况要求提出该诉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补充。 

有权处理机关负责信访工作的机构对适用其他法定途径处理的诉求，应当跟踪处理进展，并将诉求的处理结果录入

国家信访信息系统。 

第十三条 适用信访程序办理的诉求，有权处理机关可以运用教育、协商、听证等方法，及时妥善处理，按照《信

访条例》规定的时限、程序做出信访处理意见书，加盖信访业务专用章并送达信访人。 

信访处理意见书及有关材料应当录入国家信访信息系统。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在处理信访诉求过程中，可以通过与信访人和解或对产生争议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方式处理

诉求。 

行政机关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与信访人自愿和解；可以经争议双

方当事人同意进行调解。经和解、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制作和解协议书或调解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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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信访复查（复核）机关在信访复查（复核）中，发现诉求应当适用信访程序以外其他法定途径而未适用，

以信访处理代替行政处理，以信访处理意见代替应当适用信访程序以外其他法定途径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或者行政

履职行为的，应当区分情况，撤销信访处理（复查）意见，要求原办理机关适用其他法定途径重新处理，或者变更

原处理（复查）意见。 

第十六条 对有权处理机关正在或者已经适用信访程序以外其他法定途径处理的诉求，信访人再次通过信访渠道反

映的，区分下列情形作出相应处理： 

（一）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同一诉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有权处理机关不再重复处理； 

（二）对同一诉求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应当按照本规则第三条有关规定处理，由有

权处理机关认定是否属于新的事实和理由；有权处理机关认定属于新的事实和理由的，按照本规则第七条规定处理；

不属于新的事实和理由的，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处理。 

适用信访程序办理的诉求，信访人重复提出信访事项的，按照《信访条例》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发现本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下级行政机关在分类处理工作中有下列

情形的，可以进行督办，并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一）应受理而未受理的； 

（二）应适用信访程序以外其他法定途径办理而未适用的； 

（三）未按规定的期限处理的； 

（四）未及时在国家信访信息系统中录入相关信息和材料的； 

（五）未按规定反馈交办事项相关情况的； 

（六）其他需要督办的情形。 

收到改进建议的机关应在 30 日内书面反馈情况，采纳建议的，应列出落实措施和期限；未采纳建议的，应说明理

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发现本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下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分类处理工作中因

出现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根据职责权限提出追责建议。 

有权处理机关负责信访工作的机构对本机关责任部门、实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机关对所属下级部门可以将本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形纳入督办范围，并按照本条第三款规定提出追责建议。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有权处理机关应当将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情况纳入信访工作绩效考

核范围。 

适用信访程序以外其他法定途径办理的诉求，考核及时受理率按照《信访条例》规定的时限计算，考核按期办理率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本规则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办理期限计算。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应当定期统计本部门和同级有权处理机关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情况，

及时汇总和反映工作中的问题，并于每年第一季度向上一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提交上年度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

求工作报告。 

第二十条 本规则中的送达，属于信访程序的，适用《信访事项网上办理工作规程（试行）》的规定；属于相关法定

途径的，适用相关规定。 

本规则第三条、第十二条中规定的告知，可以采用短信、信息网络或者提供自行查询方式等形式。 

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8.3.229）《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司发〔2016〕4 号 2016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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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ynetc.gov.cn/Item/13044.aspx  

新华社北京 4 月 7 日电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3 月 22 日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

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的通知。《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全文如下：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国家

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切实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的能力，现就完善国家

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提出如下意见。 

一、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重要性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是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切实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指明了方向。

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国

家工作人员的学法自觉性不断提高，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明显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普遍提

高，在推进国家法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要求相比，国家工作人员在学

法用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领导干部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重视不够,有的地方和部门学法用法制度不够

健全，有的国家工作人员法治观念淡薄，有的甚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各地各部门一定要

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重要性，进一步健全完善学法用法各项制度，大力

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促进全社会树

立法治意识、厉行法治，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应有贡献。 

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适应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坚持学法用法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国家工作

人员学法用法各项制度，健全考核评估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不断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持续深入开

展，努力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的能力水平，充分发挥在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主要内容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以宪法为核心的各项法律法规，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努

力提高法治素养，不断增强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头学习宪法和法律，带头厉行法治、依法办事。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章和党内法规，

尊崇党章，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做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自觉尊崇者、模范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1.突出学习宪法。坚持把学习宪法放在首位，深入学习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体和

政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培养宪法意识，树立宪法至上理念，自觉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实施。 

2.学习国家基本法律。认真学习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国防法以及国际法等方面的法律，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修改的法律，努力掌握法律基本知识，不断提高法

律素养。 

3.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文化建设法律

法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法律法

规，不断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水平。 

4.学习与履行岗位职责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加强与履职相关法律

知识的学习，切实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5.深入推进法治实践。坚持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把法治实践成效作为检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重要标准，

积极推进国家工作人员结合岗位需求开展用法活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三、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 

（一）健全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入各级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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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组织开展集体学法。党委（党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讲法治课，

做学法表率。坚持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凡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决策前应

先行学习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学法考勤、学法档案、学法情况通报等制度，把领导干部学法各

项要求落到实处。 

（二）健全完善日常学法制度。结合国家工作人员岗位需要，推动学法经常化。坚持以自学为主的方法，联系实际

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学习任务，保证学习时间和效果。定期组织法治讲座、法治论坛、法治研讨等，利用国家宪法

日、宪法宣誓、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等开展学法活动,推动经常性学法不断深入。依托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系

统、各级政府网站、专门普法网等资源，建设网络学法学校、网络学法课堂，搭建和完善学法平台。注重微博、微

信、微视、移动客户端等新技术在学法中的运用，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旁听庭审、警示教育等，不断拓宽学法渠道，

推进学法形式创新。 

（三）加强法治培训。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明确法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把宪法法律列为各级

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和其他相关培训机构的培训必修课，进一步加强法治课程体系建设，不

断提高法治教育的系统性和实效性。把法治教育纳入国家工作人员入职培训、晋职培训的必训内容，确保法治培训

课时数量和培训质量。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开展专题法治培训，加大各类在职业务培训中法治内容的比重。在组织调

训中增加设置法治类课程，明确法治类课程的最低课时要求。 

（四）坚持依法决策。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决策，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落实重大决策合法

性审查机制，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限、内容和程序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

交讨论。积极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预防和减少违法决策行为的发生。各级党政

机关和人民团体要普遍设立公职律师，参与决策论证，提高决策质量。推动在国有企业设立公司律师，防范经营风

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于违法决策以及滥用职权、怠于

履职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都要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严格依法履职。牢固树立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履行职责,把学

到的法律知识转化为依法办事的能力。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

执法活动。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重大执法决定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公开职责权限、法律依据、实施主体、流程进度、办理结果等事项，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

监督。落实执法案卷评查、案件质量跟踪评判工作,努力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执法、司法机关领导干部要以更

高的标准和要求学法用法，忠于法律、捍卫法治。落实执法责任制，严格责任追究。 

（六）完善考核评估机制。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录用、招聘中法律知识的考察测试，增加公务员录用考试中法律知识

的比重。定期组织开展国家工作人员法律考试，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法律考试制度，推动以考促学、以考促

用。对拟从事行政执法人员组织专门的法律考试，经考试合格方可授予行政执法资格。把学法用法情况列入公务员

年度考核重要内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述职中要围绕法治学习情况、重大事项依法决策情况、依法履

职情况等进行述法。把法治观念、法治素养作为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

的重要依据。探索建立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测评指标体系，将测评结果作为提拔使用的重要参考。把国家

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列入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考核指标，增加考核的分值

权重。 

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各部门要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并

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学法用法工作的具体落实。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作为一项长期性、经常性工作来抓，

纳入本部门、本单位工作总体布局中，做到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细化各项制度措施，体现不同岗

位特点，并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纳入“法律进机关（单位）”、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习型机关建设、机关（单位）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学法用法向纵深发展。积极探

索建立激励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表彰奖励先进单位和个人，充分调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注重总结宣传学法用法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各有关部门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机制，进一步

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党委组织部门要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监

督，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列入干部培训计划，协调培训院校落实宪法法律必修课，把学法用法情况作为考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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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重要内容。党委宣传部门要协助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加强对学法用法工作的舆论宣传。公务员

主管部门要把法治知识纳入公务员录用考试、培训和年度考核范围。司法行政部门要具体承担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

法的组织协调、指导和检查。 

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的精神，研究制定符合本地本部门实际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认真组织实施。 

 

8.3.230）《国家信访局落实《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分工方案》(2016-05-11 国信办发〔2016〕

11 号) 

http://www.gjxfj.gov.cn/gjxfj/xxgk/fgwj/zdwj/webinfo/2017/07/1534706062025574.htm  

国家信访局落实《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分工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

进一步完善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如下分工方案。 

一、健全完善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 

（一）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入党组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组织开展集体学法。党

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讲法治课。 

牵头单位：机关党委 

（二）坚持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凡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决策前应先行学

习相关法律法规。 

牵头单位：办公室、机关党委、综合指导司 

（三）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学法考勤、学法档案、学法情况通报等制度，把领导干部学法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牵头单位：机关党委 

二、健全完善日常学法制度 

（四）坚持以自学为主的方法，联系实际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学习任务，保证学习时间和效果。 

牵头单位：机关党委 

（五）定期组织法治讲座、法治论坛、法治研讨等，利用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法律颁布纪念日等开展学法活动，

推动经常性学法不断深入。 

牵头单位：研究室、人事司、机关党委 

（六）依托门户网站，建设网络学法学校、网络学法课堂，搭建和完善学法平台。注重微信、微视、移动客户端等

新技术在学法中的运用，组织开展以案释法、警示教育等，不断拓宽学法渠道，推进学法形式创新。 

牵头单位：研究室、人事司、机关党委 

三、加强法治培训 

（七）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并作为机关干部入职培训、晋职培训的必训内容，确保法治培训课

时数量和培训质量。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开展专题法治培训，加大在职业务培训中法治内容的比重。 

牵头单位：人事司、机关党委 

四、坚持依法决策 

（八）落实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限、内容和程序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

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 

牵头单位：办公室、研究室 

（九）积极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预防和减少违法决策行为的发生。设立公职律

师，参与决策论证，提高决策质量。 

牵头单位：研究室 

（十）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于违法决策以及滥用职权、怠于履职造成重大损失、恶

劣影响的，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牵头单位：机关党委 

五、严格依法履职 

（十一）严格执行重大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重大决定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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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办公室、研究室 

（十二）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公开职责权限、法律依据、实施主体、流程进度、办理结果等事项，自觉接

受社会各方面监督。 

牵头单位：办公室 

（十三）落实案件评查、案件质量跟踪评判工作，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水平。 

牵头单位：督查室、研究室 

（十四）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严格责任追究。 

牵头单位：督查室、综合指导司 

六、完善考核评估机制 

（十五）加强机关干部录用、招聘中法律知识的考察测试。 

牵头单位：人事司 

（十六）定期组织开展机关工作人员法律考试，健全完善机关工作人员任职法律考试制度，推动以考促学、以考促

用。 

牵头单位：人事司、研究室 

（十七）把学法用法情况列入公务员年度考核重要内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述职中要围绕法治学习情

况、重大事项依法决策情况、依法履职情况等进行述法。把法治观念、法治素养作为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把能不

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 

牵头单位：人事司 

各牵头单位要根据分工，制定具体措施，并抓好落实；研究室要加强督促检查。 

 

 

8.3.231）江西省进贤县《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2017 年 2 月

15 日 进司发﹝2017﹞ 3号) 

http://www.jinxian.gov.cn/dztzgg/25431.jhtml  

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 

 

各乡镇，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省市驻单位：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

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切实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根据市

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的《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

意见》（洪司发〔2016〕16 号）以及县委、县政府转发的《进贤县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在全县公民中开展第

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规划（2016—2020 年）》(进发〔2016〕9 号)和县委关于全面推进法治进贤建设的决策部署，

现就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提出如下贯彻实施意见。 

一、站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充分认识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重要性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是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切实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近

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全县各乡镇、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省委、市委部署，采取有效措施，大力

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国家工作人员的学法自觉性不断增强，法律素质明显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

依法管理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普遍提升，为推进平安进贤、法治进贤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但是，与全面依法

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相比，国家工作人员在学法用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领导干部对国家工作人员

学法用法重视不够,有的地方和部门学法用法制度不够健全，有的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依法管

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能力还有差距，有的甚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严重破坏进

贤的政治生态，损坏了国家工作人员队伍的整体形象，影响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各乡镇、各部门一定要从全面依法

治国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重要性，采取切实措施，不断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持续

深入开展，努力提高全县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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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稳定的能力水平。 

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适应全面依法治

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关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学法用法

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各项制度，健全考核评估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国家工作

人员在全面推进法治进贤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加快建设平安进贤、法治进贤，为进贤“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

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主要内容 

1．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

论述作为重大任务，深刻理解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工作布局、重点任务以及重点对象

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深入学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和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生动实践，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于推进厉行法治、依法办事，

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意义，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 

2.突出学习宪法。坚持把学习宪法放在首位，深入学习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体和

政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培养宪法意识，树立宪法至上理念，自觉遵守宪法，切实维护宪法实施。 

3.学习国家基本法律。认真学习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国防法以及国际法等方面的法律，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修改的法律，努力掌握法律基本知识，不断提高法

律素养。 

4.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文化建设法律

法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法律法

规，不断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5.学习与履行岗位职责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加强与履职相关法律

知识的学习。同时，注重对江西省、南昌市地方性法规的学习，切实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6.学习党内法规。突出学习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各项党内法规，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

面，做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自觉尊崇者、模范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7.大力推进法治进贤建设实践。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县委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决策部署，学习宣传我县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学法用法的生动实践，动员和组织全县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到全面推进法治进贤建设的热

潮中来。坚持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把法治实践成效作为检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重要标准，积极推进国家

工作人员结合岗位需求开展用法活动，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三、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切实保障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长效性 

（一）健全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入各级党委

（党组）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党委（党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读法律书、讲法治课，做学法表

率。推动建立健全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和党委（党组）会等会议会前学法制度，结合会议议题学习相关法律法

规。坚持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凡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决策前应先行学习

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学法考勤、学法档案、学法情况通报等制度，确保把领导干部学法各项要

求落到实处。 

（二）健全完善日常学法制度。结合国家工作人员岗位需要，推动学法经常化。以全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年

学法时间不少于 40 小时为目标，坚持以自学为主的方法，联系实际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学习任务，保证学习时间

和效果。定期组织法治讲座、法治研讨等形式，利用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等开展学法活动,

推动经常性学法不断深入。利用江西省干部网络学院学习平台、江西省学法用法及考试平台、县政府网站、各部门

网站、专业普法网等资源，建设网络学法学校、网络学法课堂，搭建和完善学法平台。注重微博、微信、微视、移

动客户端等新技术在学法中的运用，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旁听庭审、警示教育等活动，不断拓宽学法渠道，推进学

法形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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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法治培训。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明确法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

规列为县委党校必修课，进一步加强法治课程体系建设，不断提高法治教育的系统性和实效性。把法治教育纳入国

家工作人员初任培训、任职培训的必训内容，在其他各类干部培训课程中融入法治教育内容，保证法治培训课时数

量和培训质量。政府各职能部门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通过举办法治单位建设、行政复议应诉、执法监督、行政调

解业务专题培训等形式，强化对各层级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法律知识的教育培训。要加强司法执法人员的法治教育，

健全司法执法人员岗位培训制度，严格规范司法执法行为。有计划地组织优秀法务工作者下基层、进机关、送法律，

不断提高基层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水平。 

（四）坚持依法决策。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决策，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落实重大决策合法

性审查机制。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限、内容和程序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

交讨论。全面推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制度，切实增强党政机关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要普遍设立公职律师，促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推动在国有企业

设立公司律师，防范经营风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于违

法决策以及滥用职权、怠于履职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恶劣的，都要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严格依法履职。制定并实行政府任命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制度，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维护

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牢固树立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履行职责,

把学到的法律知识转化为依法办事的能力。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

从事执法活动。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重大执法决定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

决定。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公开职责权限、法律依据、实施主体、流程进度、办理结果等事项，自觉接受社会

各方面监督。落实执法案卷评查、案件质量跟踪评判工作,努力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执法、司法机关领导干部

要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学法用法，忠于法律、捍卫法治。 

（六）完善考核评估机制。坚持以考促学、以考促用，认真研究并实施对国家工作人员考法制度的适用范围、考试

内容、考试形式、考试结果运用等工作，更加注重考察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提高考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加

强国家工作人员录用、招聘中法律知识的考察测试，定期组织开展国家工作人员法律考试，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

任职法律考试制度。对拟从事行政执法人员组织专门的法律考试，经考试合格方可授予行政执法资格。把学法用法

情况列入公务员年度考核重要内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述职中要围绕法治学习情况、重大事项依法决

策情况、依法履职情况等进行述法。把法治观念、法治素养作为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

事作为评价干部的重要依据。探索建立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测评指标体系，将测评结果作为提拔使用的重

要参考。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增加考核的分值权重。 

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强化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实效性 

(一)加强组织协调。各乡镇、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主

要领导要负总责，分管领导要具体抓，并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学法用法工作的具体落实。要把国家工作人员学

法用法作为一项长期性、经常性工作来抓，纳入本地、本单位工作总体布局中，做到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

同落实。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纳入“法律进机关（单位）”、学习型组织建设、学习型机关建设、机关（单

位）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委组织部门要对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督，把国家工作人员学

法用法列入干部培训计划，协调县委党校把宪法法律作为各类培训的必修课，把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能

力和个人遵守党纪国法的情况纳入领导干部年终综合考评和平时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形成“德、能、勤、绩、廉、

法”六位一体的述职考评机制。党委宣传部门要制定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协助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工

作，加强对学法用法工作的舆论宣传。公务员主管部门要把法治知识纳入公务员培训和年度考核范围。司法行政部

门要具体承担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组织协调、指导和检查。 

(二)加强保障措施。各乡镇、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有关法规、规章的要求，建立健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各项工作

制度，推进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明确责任部门和工作机构，落实任务分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

要做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要加强全县普法讲师团和法律顾问团的建设，不断优化结构，充实力量，加强

管理和服务，为广大干部学法用法提供师资保障与智力支持；要加强普法经费保障，把相关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

预算，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顺利开展。 

（三）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激励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推荐参评先进

单位和个人，充分调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加强监督检查，认真查找薄弱环节，及时整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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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注重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媒体，总结宣传学法用法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形成全县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建设平安进贤、法治进贤。 

各乡镇、各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的精神，研究制定符合本地本部门实际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认真组织实施。 

中共进贤县委组织部       中共进贤县委宣传部 

进贤县司法局      进贤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 年 2 月 15 日 

 

8.3.232）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关于落实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2018年 8 月 24 日) 

http://zwgk.cangzhou.gov.cn/cangzhou/xinhuaqu/article5_new.jsp?infoId=676625  

关于落实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国

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切实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的能力，以加快建设

创新驱动经济强区、生态宜居美丽新新华任务为中心，根据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

《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的通知精神，结合沧州市新华区“七五”普法规划关于国家工作人

员学法用法工作的要求，现就落实完善我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以宪法为核心的各项法律法规，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努

力提高法治素养，不断增强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头学习宪法和法律，带头厉行法治、依法办事。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章和党内法规，

尊崇党章，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做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自觉尊崇者、模范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二、责任内容 

（一）突出学习宪法。坚持把学习宪法放在首位，深入学习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

体和政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培养宪法意识，树立宪法至上理念，自觉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实施。 

（二）学习国家基本法律。认真学习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

法、国防法以及国际法等方面的法律，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修改的法律，努力掌握法律基本知识，不断提

高法律素养。 

（三）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文化建设

法律法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法

律法规，不断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水平。 

（四）学习与履行岗位职责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加强与履职相关

法律知识的学习，切实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五）深入推进法治实践。坚持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把法治实践成效作为检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重要标

准，积极推进国家工作人员结合岗位需求开展用法活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

平。 

三、落实措施 

（一）健全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入本级党委

（党组）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组织开展集体学法。党委（党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讲法治课，

做学法表率。坚持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凡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决策前应

先行学习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学法考勤、学法档案、学法情况通报等制度，把领导干部学法各

项要求落到实处。 

（二）健全完善日常学法制度。结合国家工作人员岗位需要，推动学法经常化。坚持以自学为主的方法，联系实际

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学习任务，保证学习时间和效果。定期组织法治讲座、法治论坛、法治研讨等，利用国家宪法

日、宪法宣誓、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等开展学法活动，推动经常性学法不断深入。依托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

系统、各级政府网站、专门普法网等资源，建设网络学法学校、网络学法课堂，搭建和完善学法平台。注重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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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微视、移动客户端等新技术在学法中的运用，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旁听庭审、警示教育等，不断拓宽学法渠

道，推进学法形式创新。 

（三）加强法治培训。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明确法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把宪法法律列为本级

党校和其他相关培训机构的培训必修课，进一步加强法治课程体系建设，不断提高法治教育的系统性和实效性。把

法治教育纳入国家工作人员入职培训、晋职培训的必训内容，确保法治培训课时数量和培训质量。根据实际需要组

织开展专题法治培训，加大各类在职业务培训中法治内容的比重。在组织调训中增加设置法治类课程，明确法治类

课程的最低课时要求。 

（四）坚持依法决策。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决策，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落实重大决策合法

性审查机制，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限、内容和程序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

交讨论。积极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预防和减少违法决策行为的发生。各级党政

机关和人民团体要普遍设立公职律师，参与决策论证，提高决策质量。推动在国有企业设立公司律师，防范经营风

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于违法决策以及滥用职权、怠于

履职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都要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严格依法履职。牢固树立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履行职责,把学

到的法律知识转化为依法办事的能力。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

执法活动。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重大执法决定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公开职责权限、法律依据、实施主体、流程进度、办理结果等事项，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

监督。落实执法案卷评查、案件质量跟踪评判工作,努力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执法、司法机关领导干部要以更

高的标准和要求学法用法，忠于法律、捍卫法治。落实执法责任制，严格责任追究。 

（六）完善考核评估机制。定期组织开展国家工作人员法律考试，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法律考试制度，推动

以考促学、以考促用。对拟从事行政执法人员组织专门的法律考试，经考试合格方可授予行政执法资格。把学法用

法情况列入公务员年度考核重要内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述职中要围绕法治学习情况、重大事项依法

决策情况、依法履职情况等进行述法。把法治观念、法治素养作为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

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探索建立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测评指标体系，将测评结果作为提拔使用的

重要参考。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列入法治城市、法治区创建考核指标，增加考核

的分值权重。 

四、责任考核 

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职责落实，切实推动相关工作内容的开展，制发相关制度要求，定期对所负责的工作进行督导、

检查、总结，各项工作的完成情况要按照沧州市新华区法治宣传领导小组的相关要求进行上报。国家工作人员学法

用法情况将作为年度普法工作的重要内容进行专项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年度普法表扬的重要依据。 

五、组织领导 

各部门要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并明确

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学法用法工作的具体落实。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作为一项长期性、经常性工作来抓，纳入

本部门、本单位工作总体布局中，做到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细化各项制度措施，体现不同岗位特

点，并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纳入“法律进机关（单位）”、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习型机关建设、机关（单位）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学法用法向纵深发展。积极探

索建立激励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表扬奖励先进单位和个人，充分调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注重总结宣传学法用法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各有关部门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机制，进一步

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党委组织部门要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监

督，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列入干部培训计划，协调培训院校落实宪法法律必修课，把学法用法情况作为考察干

部的重要内容。党委宣传部门要协助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加强对学法用法工作的舆论宣传。公务员

主管部门要把法治知识纳入公务员录用考试、培训和年度考核范围。司法行政部门要具体承担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

法的组织协调、指导和检查。 

各级各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的精神，研究制定符合本级本部门实际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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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3）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民政局《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方案》(2017-06-01) 

http://mzj.scps.gov.cn/info/1014/1383.htm  

眉山市彭山区民政局  

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切实提高工作人员的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能力，营

造局机关良好的法治环境。根据（眉彭普法〔2017〕6 号《关于转发〈眉山市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我局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区

委决策部署，坚持学法与用法相结合，进一步完善我局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各项制度，健全考核评估机制，创新工作

方式方法，推进全局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努力提高我局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服务大局的能力水平。  

二、学习内容  

区民政工作人员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以宪法为核心的各项法律法规，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努力提高

法治素养，不断增强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一）认真学习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深刻理解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知识，不断提高法律素养。  

（二）认真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

水平。  

（三）认真学习与履行岗位职责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的加强与履职

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切实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四）深入推进法治实践。坚持与法制实践相结合，把法治实践成效作为检验我局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重要标

准，积极推进我局工作人员结合岗位需求开展用法活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职责，不断提高深化法治化水平。  

三、学习形式与方法  

（一）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制度。区民政局党支部坚持和落实支部学习制度，把学习的重要内容作为加强

领导班子建设和提高干部政治理论水平的重要措施，按照学习计划，认真组织落实，充分发挥好组织引导、领导带

头作用。支部委员每月专题学习法律知识不少于 1 次，每次不少于 1 小时。  

（二）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会前学法制度。要充分利用召开各种会议的时机在会前根据形势和会议议题，组织学习

相关法律法规，保证学法时间，增强学法效果。  

（三）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法治讲座制度。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依法办事，通过讲座，提高局机关工作人员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四）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自学法律制度。局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要立足岗位，结合自身的工作实

践，认真学习计划规定的法律法规。要联系工作实际，撰写学法笔记、心得体会，增强学习实效。领导和工作人员

在活动期间自学法律时间不少于 50 小时并做好学习笔记。  

（五）健全和完善重大事项决策前专题学法制度。凡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

决策前先行学习相关法律相规，切实提高依法办事、为民服务的能力。  

四、具体要求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高度重视学法用法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落实相关责任，确保学法用

法工作取得实效。新形势下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是提高干部队伍法治素养和依法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

对带动群众学法用法，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良好风尚具有重要作用。  

（二）加大力度，精心实施。将学法用法工作列入工作议程，结合实际，制定“学法用法”学习计划，精心组织实

施。  

（三）加强监督，严格考核。及时了解掌握学法用法工作情况，加强对学法用法工作的指导和检查监督。加强对工

作人员法律知识水平的考试考核工作，把执法水平和执法效果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同时，要适时开展自查，

保障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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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4）四川省内江市《关于印发《内江市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2017年 5 月 

16 日) 

http://sfj.neijiang.gov.cn/2017/05/1822825.html  

   各县（区）、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法治县（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司法局、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级各部门： 

  《内江市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方案》已经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内江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内江市委组织部 

  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 内江市司法局 

  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 年 5 月 16 日 

  内江市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 施 方 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践行十爱·德耀甜城”主题活动，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切实提高国家工

作人员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根据《四川省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川司法发〔2017〕

6 号）精神，结合内江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主要内容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要紧密结合内江实际，认真学习以宪法为核心的各项法律法规，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努力提高法治素养，不断增强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各级领导干

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头学习宪法和法律，带头厉行法治、依法办事。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章和党

内法规，尊崇党章，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做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自觉尊崇者、模范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一）突出学习宪法。坚持把学习宪法放在首位，深入学习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

国体和政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培养宪法意识，树立宪法至上理念，自觉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实施。 

  （二）学习国家基本法律。认真学习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

程序法、国防法以及国际法等方面的法律，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修改的法律，努力掌握法律基本知识，不

断提高法律素养。 

  （三）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文化

建设法律法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

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水平。 

  （四）学习与履行岗位职责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加强与履职

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切实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五）深入推进法治实践。坚持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把法治实践成效作为检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重

要标准，积极推进国家工作人员结合岗位需求开展用法活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

化水平。 

  二、主要任务和责任分工 

  （一）健全完善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制度 

  1．健全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和领导干部会前学法制度。制定年度学习计划，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

列入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人大常委会、政府常务会、政协常委会和部门办公会会前学法内容，组织开展集体

学法每年不少于 4 次，学法记录全。党委（党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讲法治课，做学法表率。（责

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依法治市办、市委组织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政府

法制办，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限：2017 年 12 月底

前） 

  2．健全完善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制度。凡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决策

前应先行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责任单位：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法制办，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

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限：2017 年 12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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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健全完善领导干部学法考勤、学法档案、学法情况通报等制度并有效落实。（责任单位：市依法治市办、市

委组织部、市司法局，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限：2017

年 12 月底前） 

  （二）健全完善日常学法制度 

  4．结合国家工作人员岗位需要，推动学法经常化。坚持以自学为主的方法，联系实际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学

习任务，保证学习时间和效果，实现国家工作人员学法全覆盖。（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委组织

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司法局，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

时限：2020 年 12 月底前） 

  5．搭建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平台。依托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各级政府网站、专门普法网等资

源，建设网络学法学校、网络学法课堂，推行无纸化学法考试。（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

限：2020 年 12 月底前） 

  6．丰富学法载体，创新学法形式。定期组织法治讲座、法治论坛、法治研讨等，利用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

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等开展学法活动,推动经常性学法不断深入。注重微博、微信、微视、移动客户端等新技术在学

法中的运用，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旁听庭审、警示教育等活动，不断拓宽学法渠道，推进学法形式创新，增强国家

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针对性、实效性。（责任单位：市依法治市办、市委宣传部、市纪委（监察局）、市人大常委会

办公室、市直机关工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政府法制办，市级各有关部门，各

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 年 12 月底前） 

  （三）加强法治培训 

  7．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教育培训制度。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明确法治教育的内容

和要求，确保法治培训质量和效果。（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依法治市办，市级各

有关部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限：2017 年 12 月底前） 

  8．把宪法法律列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的培训必修课，进一步加强法治课程体系

建设，不断提高法治教育的系统性和实效性。（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司法局、市委党校，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限：2017 年 12 月底前） 

  9．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开展专题法治培训。加大各类在职业务培训中法治内容的比重，适当增加设置法治类课

程。（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直机关工委，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

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 年 12 月底前） 

  （四）坚持依法决策 

  10．落实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贯彻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相关规定，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限、内容和程序

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责任单位：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

市依法治市办、市政府法制办，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

时限：2020 年 12 月底前） 

  11．推行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建立健全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制度，为党政机关重大决策提供法

律意见，预防和减少违法决策行为的发生。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要普遍设立公职律师，参与决策论证，提高决

策质量。建立健全国有企业设立公司律师，防范经营风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单位：市依法治市办、

市政府法制办、市国资委、市司法局，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

完成时限：2020 年 12 月底前） 

  12．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于违法决策以及滥用职权、怠于履职造成重大损失、

恶劣影响的，都要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责任单位：市纪委（监察局）、市检察院，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党

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 年 12 月底前） 

  （五）严格依法履职 

  13．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执法活动。（责任单位：市政

府法制办，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限：2017 年 12 月

底前） 

  14．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重大执法决定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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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政府法制办，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

限：2017 年 12 月底前） 

  15．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公开职责权限、法律依据、实施主体、流程进度、办理结果等事项，自觉接受社

会各方面监督。（责任单位：市政府办公室，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管委会；完成时限：2017 年 12 月底前） 

  16．落实执法案卷评查、案件质量跟踪评判工作,努力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责任单位：市政府法制办，

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 年 12 月底前） 

  （六）推进机关（单位）法治文化建设 

  17．加强单位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打造机关法治文化长廊、法治文化墙等阵地，有图书室的单位要配备一定数

量的法律书籍，确保人手一本以上学法用法读物。（责任单位：市依法治市办、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市级各部

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限：2017 年 12 月底前） 

  18．充分利用单位网站、内部刊物等平台，开辟法治宣传教育网页、专栏。积极参与法治文化作品的创作和推

广，不断拓宽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渠道空间。（责任单位：市依法治市办、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市级各部

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 年 12 月底前） 

  19．加强普法工作中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强理论研究成果交流和运用，为深化普法工作提供理论支

撑。各单位每年有学法用法调研文章不少于一篇。（责任单位：市依法治市办、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市级各部

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 年 12 月底前） 

  （七）完善考核评估机制 

  20．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法律考试制度。在拟任科级级党政领导职务政治理论水平任职资格考试中增加法律

知识比重，适时更新完善《拟任县处级领导职务法律法规及党规党纪知识任职资格考试题库》。加强国家工作人员

录用、招聘中法律知识的考察测试。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法律考试制度，推动以考促学、以考促用。（责任

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管委会；完成时限：2017 年 12 月底前） 

  21．健全完善行政执法人员专门法律考试制度。对拟从事行政执法人员组织专门的法律考试，经考试合格方可

授予行政执法资格。（责任单位：市政府法制办，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

委、管委会，完成时限：2017 年 12 月底前） 

  22．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述法制度。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述职中要围绕法治学习情况、重大事项依法

决策情况、依法履职情况等进行述法。（责任单位：市依法治市办、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市级各有关部门，

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限：2017 年 12 月底前） 

  23．把法治观念、法治素养作为干部德才考核的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

依据。探索建立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测评指标体系，将测评结果作为提拔使用的重要参考。（责任单位：

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

会；完成时限：2020 年 12 月底前） 

  24．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列入法治城市、法治县区、法治示范乡镇（街道）、

学法用法示范机关（单位）、文明单位等创建考核指标，增加考核的分值权重。（责任单位：市依法治市办、市委宣

传部、市司法局，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区党委、政府，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完成时限：2017 年

12 月底前）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各部门要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主

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并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学法用法工作的具体落实。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

作为一项长期性、经常性工作来抓，纳入本部门、本单位工作总体布局中，做到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

实，细化各项制度措施，体现不同岗位特点，并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把国家工作人员学

法用法工作纳入“法律进机关（单位）”、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习型机关建设、机关（单位）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

内容，推动学法用法向纵深发展。 

  （二）落实工作责任。各县（区）、各部门按照本实施意见精神，研究制定符合本地本部门实际的实施方案，

进一步分解工作任务、厘清部门责任，逐项落实具体工作措施，推动本实施意见得到全面贯彻，确保国家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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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用法任务明确、责任具体、措施有力。要定期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认真分析问题、

查找不足，提出改进措施。 

  （三）建立长效机制。各有关部门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国家工作人员

学法用法工作机制，进一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促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化、

规范化、常态化。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督促党政

主要负责人亲自主持开展经常性学法活动。党委组织部门要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督，把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列入干部培训计划，把学法用法情况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党委宣传部门要协助落实党

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加强对学法用法工作的舆论宣传。公务员主管部门要把法治知识纳入公务员培训和年

度考核范围。司法行政部门要具体承担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组织协调、指导和检查。 

  （四）强化措施保障。各县（区）、各部门要细化各项制度措施，针对不同岗位特点，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

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积极探索建立激励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表扬奖励先进单位和个人，充分调动国家工作

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注重总结宣传学法用法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8.3.235）山东省《诸城市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 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2018年 07 月 23日) 

http://xxgk.zhucheng.gov.cn/SSFJ/201807/t20180726_5021027.htm  

 

诸城市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 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推动全市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

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不断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根据中共潍坊市委组织部、中共潍

坊市委宣传部、潍坊市司法局、潍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潍坊市全民普法依法治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潍普法办〔2018〕9 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就完善全市国家工

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核心和主线，深入学习贯彻习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贯彻中央、省关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认

真落实全市“七五”普法规划和 2016—2020 年依法治市规划精神，适应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市的新要求，

坚持学法用法相结合，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市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各项制度和考核评估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不断推进我市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努力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增强国家工作人员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水平，充分发挥国家工作人员带头学法用法在“四个城市”和“三

区一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实施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民生福祉持续改善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主要内容  

  （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学习宣传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党内法规建设的生动实践，强化

厉行法治的自觉性、坚定性，推动依法治国各项部署要求全面落实。  

  （二）突出学习宪法。坚持把学习宪法放在首位，深入学习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

国体和政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学习宪法修正案的新规定、新内容，树立宪法至上理念，自觉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尊严，树立宪法权威。自觉参与“12·4”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等宪法宣传活动，贯彻落实宪法宣誓

制度，增强宪法意识，保障宪法法律全面正确实施，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法、敬畏宪法的浓厚社会氛围。  

  （三）学习国家基本法律。认真学习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

程序法、国防法以及国际法等方面的法律，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修改的法律，努力掌握法律基本知识，不

断提高法律素养。  

  （四）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有关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三区一城”等服务经济文化强市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学习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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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教育、就业、扶贫、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消防、交通安全、医疗卫生等

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水平。  

  （五）学习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加强与履职相关

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增强运用法律处理事务、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时学习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不断更新法律知

识，更好地适应依法管理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需要。  

  （六）深入学习党章和党内法规。认真学习党章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坚持法治宣传教育与反腐倡廉

教育相结合，切实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厉行法治、遵规守纪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七）深入推进法治实践。坚持把法治实践成效作为检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重要标准。通过开展法

治镇街（园区）、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依法行政示范窗口、依法治校示范学校等法治创建活动，积极推进国家

工作人员结合岗位需求学法用法，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增强国家工作人员

学法用法实际效果。  

  三、进一步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  

  （一）健全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进一步健全完善党委（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要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入各级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每年至少组织开展 1 次中心组集体学法。  

  （二）健全完善领导干部法治讲座制度。党委（党组）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讲法治课，做学

法表率。要充分利用召开常委会会议、政府常务会议、党委（党组）扩大会议等适当时机，结合会议议题，在会上

组织领导干部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每年应当举办 2 期以上法治专题讲座。各部门各单位根据实

际需要及新法颁布实施情况，每年至少要组织 2 次以上领导干部专题法治讲座。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作用，开展巡

回宣讲，就有关法律和重要政策问题开展专题法治讲座。  

  （三）健全完善日常学法制度。结合岗位需要，坚持以自学为主的方法，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经常化。各级

各部门单位要联系实际，指导国家工作人员制定学法计划，明确学习任务，进行经常性的法律知识学习，年度学法

时间不少于 40 学时。定期组织法治讲座、法治研讨等，利用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等开展

学法活动，推动国家工作人员经常性学法用法不断深入。依托“灯塔·党建在线”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政府网站、

专门普法网等资源，搭建和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平台。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建设示范基地和法治宣传教育示范

基地作用，注重微博、微信、微视、移动客户端等新手段在学法中的运用，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旁听庭审、警示教

育等，不断拓宽学法渠道，推进学法形式创新。  

  （四）健全完善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制度。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明确法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

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为党校和其他相关培训机构的培训必修课程，进一步加强法治课程体系建设，不断提高法

治教育的系统性和实效性。把法治教育纳入党校教学内容，1 个月以上的培训班安排法律学习不少于 8 学时，其他

班次要根据不同的类别和学员特点，安排相应的法治学习内容和课时。市直各部门单位每年举办两次以上以领导干

部为重点对象、以法治教育为专题的辅导讲座。各级党委、政府每年至少举办 1 期领导干部法治专题培训班，一般

国家工作人员每年至少参加 1 期法治专题讲座，且不少于 4 学时。坚持和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入职、晋职全员岗位培

训制度，把法治培训作为入职、晋职培训的必训内容，法治培训课时要达到全部培训时间的 1／10 以上。  

  （五）健全完善学法用法考试制度。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录用、招聘过程中法律知识的考察测试，增加公务员录

用考试中法律知识的比重。实行国家工作人员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升级完善学法考法平台，通过登录潍坊干部网络

学院，选取法律法规类课程，自主学习，保证本年度潍坊干部网络学院的学习内容中法律法规类课程至少修满 2 学

分，并完成课程中设置的相应考试。法治知识纳入全市党员干部德廉和党风党纪知识学习测试内容，推动党员领导

干部带头学法用法。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原则，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法律考试制度，探索建立党员

领导干部任前党内法规知识考试制度，推动以考促学、以考促用。由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命的领导

干部任职前的法律知识考试，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市委普法办公室要积极协助。对拟从

事行政执法的人员要组织专门的法律考试，经考试合格方可授予行政执法资格。  

  （六）建立健全学法档案制度。各级各部门单位要建立学法档案制度，详细记载国家工作人员参加日常学法、

培训轮训、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考试、学法笔记和普法考试成绩等法律知识学习情况，书面材料立卷归档，电子文档

备份留存，做到每人一档，将学法档案纳入干部人事档案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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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健全完善学法责任制。各执法部门和有管理、服务职能的单位，要按照《诸城市国家机关普法责任清单》，

本着“谁执法谁学法、谁服务谁学法、干什么学什么、学与用相结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制定本部门、本单位国

家工作人员学法计划、任务措施，并跟上督促落实，不断增强本部门、本单位国家工作人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和运

用法律思维、法律方式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全面落实国家机关学法责任制。  

  （八）健全完善依法决策和问责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做到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

要严格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决策，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开展工作，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坚持重

大决策前专题学法，凡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决策前应先行学习相关法律法

规。完善重大事项决策法律咨询论证和合法性审查制度、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制度和决策依法公开制度，对重大事项

的决策权限、内容和程序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积极推进政府法

律顾问制度，充分发挥法律专家在决策中的参谋助手作用，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预防和减少违法决策行

为的发生。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要普遍设立公职律师，参与决策论证，提高决策质量。落实重大决

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于违法决策以及滥用职权、怠于履职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要严格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九）健全完善严格依法履职制度。牢固树立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

程序履行职责，把学到的法律知识转化为依法办事的能力。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取得执

法资格的，不得从事执法活动。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重大执法决定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

过的，不得作出决定。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公开职责权限、法律依据、实施主体、流程进度、办理结果等事项，

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监督。落实执法案卷评查、案件质量跟踪评判工作，努力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执法、司

法机关领导干部要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学法用法，忠于法律、捍卫法治。落实执法责任制，严格责任追究。  

  （十）健全完善考核评估机制。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各级各部门单位要严格落实普法责任制和普法

责任清单。建立领导干部年终述法制度，与一年一度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同时安排部署。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在年度考核述职中要围绕法治学习情况、重大事项依法决策情况、依法履职情况等进行述法。把法治观念、法治素

养作为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把学法用法情况列入公务员

年度考核重要内容。探索建立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测评指标体系，将测评结果作为提拔使用的重要参考。

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列入法治创建评选指标，增加分值权重。  

  （十一）建立健全学法用法激励机制和通报制度。积极探索建立激励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表彰奖励先进单

位和个人，充分调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及时总结推广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经验和做法，

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舆论引导，营造浓厚的学习教育氛围。建立学法用法通报制度，各相关单位要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每年度对本单位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进行通报，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深入开

展。  

   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保障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

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要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学法用法工作的具体落实。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

法作为一项长期性、经常性工作来抓，纳入工作总体布局中，做到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细化各项

制度措施，体现不同岗位特点，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纳入

“法律进机关（单位）”、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习型机关建设、机关（单位）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学法

用法向纵深发展。  

  （二）明确职责，形成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落实工作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国家工

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机制，进一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对国家工

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督，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列入干部培训计划，落实宪法法律必修课，落

实领导干部年终述法制度，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党委宣传部门要协助落实党委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加强对学法用法工作的

舆论宣传。公务员主管部门要把法治知识纳入公务员录用考试、培训和年度考核范围。市委普法办公室、市司法行

政部门要具体承担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组织协调、指导和检查，组织学法和普法考试工作，指导普法讲师团做

好法治报告计划和具体安排，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进行检查督促，配合做好述法及有关考核工作。  

  （三）强化保障，注重实效。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各项保障机制，积极推进工作制度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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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和常态化。依托潍坊干部网络学院，推广无纸化学法考法系统，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工作转型升级。加

强各级普法讲师团建设，加强管理和服务，建立学法用法师资、教材课件等资源库，推动资源共享，不断优化结构，

充实力量。加强经费保障，安排和落实专项经费，保证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工作正常开展。加强监督检查，坚持

年度检查和阶段性检查相结合，积极查找薄弱环节，及时整改完善，确保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得到有效落实。  

  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按照本意见的精神，及时制定符合本部门单位实际、更具操作性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

作意见，认真组织实施。  

 

8.3.236）安徽省淮南市《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全市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淮司发〔2016〕

33号 2016 年 12 月 30 日) 

http://sfj.huainan.gov.cn/51811419/51812842.html  

http://sfj.huainan.gov.cn/sfjoldfiles/upload_1/html/20170119165125565.pdf  

中共淮南市委组织部 

中共淮南市委宣传部 

淮南市司法局 

淮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全市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淮司发〔2016〕33 号 

各县区委组织部、宣传部，各县区司法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直各单位：《关于完善全市国家工作人员学

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经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 

关于完善全市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进

一步推动全市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能力，根据省委

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善全省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

（皖司发〔2016〕78 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建立完善并落实国家工作人员

学法用法各项制度，坚持学法用法相结合，不断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持续深入开展，不断提高国家工作

人员学法用法的自觉皗，切实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厉行

法治，为奋力闯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主要任务： 

国家工作人员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以宪法为核心的各项法律法规，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观念，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厉行法治、依法办事、依法用权。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章和党内法规，尊崇党章，做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

自觉尊崇者、模范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具体任务：  

1．突出学习宣传宪法，弘扬法治精神。坚持把宪法学习宣传摆在首要位置，深入学习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

根本任务和我国的国体、政体，宣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宪法基本内容，提高宪法意识，增强宪法观念。自觉

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实施，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2．学习国家基本法律，掌握基本法律原则。认真学习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

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国防法以及国际法等方面的法律，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修改的法律，每年熟练掌握 10

个基本法律原则、规则，切实提高法律素养。  

3．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法治化管理水平。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法律法规、文化建设法律法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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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水平。  

4．学习与履行岗位职责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依法办 

事能力。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皗地加强与履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运用法律处理事务，

解决问题；及时学习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不断更新法律知识，更好地适应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需要。  

5．学习廉政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增强反腐倡廉自觉皗。认真学习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审计法和廉政准则、

纪律处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坚持反腐倡廉法治宣传教育与政治理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

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相结合，充分发挥廉政教育基地的作用，不断增强反腐倡廉的自觉皗。  

6．坚持学法与用法相结合，深入推进法治实践。把法治实践成效作为检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重要标准，

积极推进国家工作人员结合岗位需求开展学法用法活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自觉依法决策、依法管理、

依法办事，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二、主要措施 

（一）健全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 

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入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组织开展集体学

法。每年安排中心组专题学法不少于 2 次。党委（党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讲法治课，做学法表

率。坚持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凡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决策前应先行学习

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建立领导干部学法考勤、学法档 

案、学法情况通报等制度，把领导干部学法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二）健全完善日常学法制度。 

结合国家工作人员岗位需要，推动学法经常化。建立“一月一法”学习制度，坚持集中学法与自学相结合，结合自

身工作皗质和特点，进行经常皗的法律知识学习。建立党政机关法治讲座制度，在淮南舜耕大讲堂中设置法治讲堂，

定期组织法治讲座、法治论坛、法治研讨等，每年不少于 2 次依托“安徽干部教育在线”，把国家工作人员在线学

法作为必修课。利用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法律颁布纪念日、“江淮普法行”等开展学法活动，推动经常皗学法

不断深入。 

（三）推动学法用法方式方法创新。 

积极探索研究式、互动式学法方式，通过立法调研、执法监督检查、案例讨论、工作研讨等形式，把学习法律与运

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坚持涉诉单位负责人出庭应诉，增强法治意识。以“法律进机关、进单位”、

“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和法治文化建设为载体，精心设计有本部门特色的活动。积极发挥法治宣传教育基地作

用，注重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开办专栏、专刊、专题节目，建立网络学法学校、学法课堂等，

注重微博、微信、微视、移动客户端等新技术在学法中的运用，推进手机微信普法常态化。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旁

听庭审、警示教育等。 

（四）加强法治培训。 

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明确法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把宪法法律列入各级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和

其他相关培训必修课，加强法治课程体系建设，不断提高法治教育的系统皗和实效皗。把法治教育纳入国家工作人

员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在职培训以及调训的内容，明确法治培训课时。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开展集

中、专题法治培训。各级党委政府每年至少举办一期领导干部法治专题培训班，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每年应当举

办两期以上法治专题讲座。 

（五）坚持依法决策。 

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决策，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明确公众参与、专家论

证、风险评估、合法皗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为重大决策法定程序。落实重大事项合法皗审查机制，对重大事项的决

策权限、内容和程序等进行合法皗审查，未经合法皗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不断完善政府法律顾

问制度，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要普遍设立

公职律师，参与决策论证，提高决策质量。推动在国有企业设立公司律师，防范经营风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于违法决策以及滥用职权、怠于履职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

的，都要严格追究主要领导、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 

（六）严格依法履职。 

牢固树立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履行职责，把学到的法律知识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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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办事的能力。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执法活动。完善行政

执法程序，严格执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落实信息

公开制度，依法公开职责权限、法律依据、实施主体、流程进度、办理结果等事项，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监督。落

实执法案卷评查、案件质量跟踪评判工作，努力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执法、司法机关领导干部要以更高的标

准和要求学法用法，忠于法律、捍卫法治。落实执法责任制，严格责任追究。 

（七）完善考核评估机制。 

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录用、招聘中法律知识的考察测试，增加公务员录用、遴选考试中法律知识的比重。建立和完善

国家工作人员法律考试制度，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和“谁组织实施，谁负责”的原则，每年第四季度集中

开展国家工作人员法律知识考试。落实领导干部宪法法律网上测试制度，坚持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对

拟从事行政执法人员组织专门的法律考试，经考试合格方可授予行政执法资格。把学法用法情况列入公务员年度考

核重要内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述职中要围绕法治学习情况、重大事项依法决策情况、依法履职情况

等进行述法。把法治观念、法治素养作为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

依据。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测评办法，将测评结果作为提拔使用的重要参考。把国家工作人

员学法用法情况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列入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等创建考核指标，增加考核的分值权重。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 

各县区各部门要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切实加强领导。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作为一项长期皗、经常皗工作来抓，纳入本部门本单位工作总体布局

中，做到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并提供有力保障。 

1、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学法用法工作的具体落实。 

2、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纳入“法律进机关（单位）”、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习型机关建设、机关（单位）

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学法用法向纵深发展。 

3、积极探索建立激励机制，按照有关规定表彰奖励先进单位和个人，充分调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皗和

自觉皗。 

（二）明确职责，协调配合 

各级党委组织、宣传以及司法行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原则，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协调配合，进一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1、党委组织部门要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督，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列入干部培训计

划，协调培训院校落实宪法法律必修课，把学法用法情况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 

2、党委宣传部门要协助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加强对学法用法工作的舆论宣传。3、公务员主管部门

要把法治知识纳入公务员初任培训、任职培 

训、专门业务培训、在职培训和年度考核范围。 

4、司法行政部门要具体承担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组织协调、指导和检查。及时总结和推广国家工作人员学法

用法的经验和做法，善于发现和推广典型，通过舆论引导，扩大社会影响，切实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取

得实效。 

（三）严格检查，注重实效 

1、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监督检查，建立国家工作人员年度学法情况登记通报制度。 

2、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纳入年度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考核内容。 

3、加强指导，强化监督，坚持年度检查和阶段皗检查相结合，确保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得到有效落实。 

各县区各部门要按照本实施意见的精神，及时制定符合本县区、本部门实际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措施，认

真组织实施。 

抄送：省司法厅、市深改组。  

淮南市司法局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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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7）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2018 年

12月 19 日) 

http://zwgk.cangzhou.gov.cn/cangzhou/nanpi/article5_new.jsp?infoId=708921  

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中共南皮县委组织部 

中共南皮县委宣传部 

南皮县司法局 

南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皮县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和人民政府，开发区党工委和管委会，县直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根据《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的

通知》(司发〔2016〕4 号)和省《转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的通知》（冀司〔2016〕146

号），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司法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结合我县

实际，制定了《关于落实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南皮县委组织部           中共南皮县委宣传部 

南皮县司法局             南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皮县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16 日  

 于落实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 施 意 见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国

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切实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的能力，以加快建设

创新驱动经济强县、生态宜居美丽南皮任务为中心，根据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

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的通知精神，结合南皮县“七五”普法规划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

工作的要求，现就落实完善我县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以宪法为核心的各项法律法规，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努

力提高法治素养，不断增强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头学习宪法和法律，带头厉行法治、依法办事。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章和党内法规，

尊崇党章，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做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自觉尊崇者、模范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二、责任内容 

（一）突出学习宪法。坚持把学习宪法放在首位，深入学习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

体和政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培养宪法意识，树立宪法至上理念，自觉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实施。 

（二）学习国家基本法律。认真学习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

法、国防法以及国际法等方面的法律，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修改的法律，努力掌握法律基本知识，不断提

高法律素养。 

（三）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文化建设

法律法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法

律法规，不断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水平。 

（四）学习与履行岗位职责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加强与履职相关

法律知识的学习，切实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五）深入推进法治实践。坚持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把法治实践成效作为检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重要标

准，积极推进国家工作人员结合岗位需求开展用法活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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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实措施 

（一）健全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入各级党委

（党组）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组织开展集体学法。党委（党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讲法治课，

做学法表率。坚持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凡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决策前应

先行学习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学法考勤、学法档案、学法情况通报等制度，把领导干部学法各

项要求落到实处。 

（二）健全完善日常学法制度。结合国家工作人员岗位需要，推动学法经常化。坚持以自学为主的方法，联系实际

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学习任务，保证学习时间和效果。定期组织法治讲座、法治论坛、法治研讨等，利用国家宪法

日、宪法宣誓、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等开展学法活动，推动经常性学法不断深入。依托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

系统、各级政府网站、专门普法网等资源，建设网络学法学校、网络学法课堂，搭建和完善学法平台。注重微博、

微信、微视、移动客户端等新技术在学法中的运用，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旁听庭审、警示教育等，不断拓宽学法渠

道，推进学法形式创新。 

（三）加强法治培训。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明确法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把宪法法律列为各级

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和其他相关培训机构的培训必修课，进一步加强法治课程体系建设，不

断提高法治教育的系统性和实效性。把法治教育纳入国家工作人员入职培训、晋职培训的必训内容，确保法治培训

课时数量和培训质量。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开展专题法治培训，加大各类在职业务培训中法治内容的比重。在组织调

训中增加设置法治类课程，明确法治类课程的最低课时要求。 

（四）坚持依法决策。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决策，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落实重大决策合法

性审查机制，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限、内容和程序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

交讨论。积极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预防和减少违法决策行为的发生。各级党政

机关和人民团体要普遍设立公职律师，参与决策论证，提高决策质量。推动在国有企业设立公司律师，防范经营风

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于违法决策以及滥用职权、怠于

履职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都要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严格依法履职。牢固树立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履行职责,把学

到的法律知识转化为依法办事的能力。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

执法活动。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重大执法决定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公开职责权限、法律依据、实施主体、流程进度、办理结果等事项，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

监督。落实执法案卷评查、案件质量跟踪评判工作,努力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执法、司法机关领导干部要以更

高的标准和要求学法用法，忠于法律、捍卫法治。落实执法责任制，严格责任追究。 

（六）完善考核评估机制。定期组织开展国家工作人员法律考试，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法律考试制度，推动

以考促学、以考促用。对拟从事行政执法人员组织专门的法律考试，经考试合格方可授予行政执法资格。把学法用

法情况列入公务员年度考核重要内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述职中要围绕法治学习情况、重大事项依法

决策情况、依法履职情况等进行述法。把法治观念、法治素养作为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

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探索建立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测评指标体系，将测评结果作为提拔使用的

重要参考。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列入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考核指标，

增加考核的分值权重。 

四、责任考核 

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职责落实，切实推动相关工作内容的开展，制发相关制度要求，定期对所负责的工作进行督导、

检查、总结，各项工作的完成情况要按照沧州市法治宣传领导小组的相关要求进行上报。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

况将作为年度普法工作的重要内容进行专项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年度普法表扬的重要依据。 

五、组织领导 

各部门要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并明确

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学法用法工作的具体落实。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作为一项长期性、经常性工作来抓，纳入

本部门、本单位工作总体布局中，做到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细化各项制度措施，体现不同岗位特

点，并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纳入“法律进机关（单位）”、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习型机关建设、机关（单位）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学法用法向纵深发展。积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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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建立激励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表扬奖励先进单位和个人，充分调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注重总结宣传学法用法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各有关部门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机制，进一步

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党委组织部门要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监

督，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列入干部培训计划，协调培训院校落实宪法法律必修课，把学法用法情况作为考察干

部的重要内容。党委宣传部门要协助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加强对学法用法工作的舆论宣传。公务员

主管部门要把法治知识纳入公务员录用考试、培训和年度考核范围。司法行政部门要具体承担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

法的组织协调、指导和检查。 

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的精神，研究制定符合本地本部门实际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认真组织实施。 

 

8.3.238）《河北省商务厅关于印发贯彻《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实施意见的通知》(2017 年 3 月

1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h/zongzhi/201703/20170302528512.shtml  

http://www.hecom.gov.cn/webadmin/files/5/%E5%85%B3%E4%BA%8E%E8%B4%AF%E5%BD%BB%E3%80%8A%E5%AE%8

C%E5%96%84%E5%9B%BD%E5%AE%B6%E5%B7%A5%E4%BD%9C%E4%BA%BA%E5%91%98%E5%AD%A6%E6%B3%95%E

7%94%A8%E6%B3%95%E5%88%B6%E5%BA%A6%E7%9A%84%E6%84%8F%E8%A7%81%E3%80%8B%E7%9A%84%E5%AE

%9E%E6%96%BD%E6%84%8F%E8%A7%81.docx  

 

关于贯彻《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及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根据省《转发〈完善国

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的通知》（冀司〔2016〕146 号）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厅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在厅

机关干部中，积极开展学习宪法和商务法律法规及党章党规活动，不断强化大家的法治意识和党性修养，提高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及依法办事能力，推进商务工作依法行政，创建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商务机关。现结合我

厅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学习的主要内容 

（一）深入学习宪法。坚持把学习宪法放在首位，深入学习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

体和政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不断增强宪法意识，牢固树立宪法至上理念，自觉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权威，为学习其它法律法规奠定基础。 

（二）全面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学习宪法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诉讼与非

诉讼程序法等法律法规，为推进依法治国，创建法治政府创造条件。 

（三）突出学习商务法律法规。重点学习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的

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等方面的条约、规则、惯例，提高商务干部依法行政

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更好的发挥商务法律法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 

（四）系统学习党纪党规。贯彻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新要求，突出学习党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自觉尊崇党

章，维护党章权威。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等各项党纪党规，不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见、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和自律意识，争做党章党规

和法律法规的自觉尊崇者、模范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 

同时，积极将法治学习和法治实践与思想道德教育、法治文化相结合，全面提高厅机关干部的法律素养、依法行政

能力和道德文化素养，促进我厅机关全面建设。 

    二、制度落实及责任部门 

    （一）完善落实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入厅党组中心组

年度学习计划，组织集体学法。党组书记是学法用法活动的第一责任人。中心组学法要做到年初有计划、季度有落

实，年终有总结。党组集中学法每季度不少于 1 次，每年不少于 40 个课时。要逐步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学法考勤、

学法档案、学法情况通报等制度，把领导干部学法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负责处室：办公室、机关党委、政策法

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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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认真落实重大决策前学法制度。坚持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凡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等重大问题，决策前要先行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负责处室：办公室、机关党

委、政策法规处及相关处室） 

    （三）扎实落实日常学法制度。坚持以自学和集中学习相结合的方法，推动机关干部学法经常化、制度化。按

照学法要求制定学法计划，明确学法任务，保证学法时间和效果。结合厅机关“现代商务大讲堂”，定期进行法治

讲座，积极开展法治论坛、法治研讨，法律知识考试等活动。机关干部集中学法每季度不少于 1 次，每年不少于 40

个课时。机关干部法律知识统一考试，一般每 2 年一次，可视学法情况增加 1 次。同时，利用河北省商务厅官网、

“河北干部网络学院”、“12.4”国家宪法日及微信、移动客户端等开展学法活动。（负责处室：政策法规处、机关党

委、办公室） 

（四）积极落实依法决策制度。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进行决策，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认真

落实《河北省商务厅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限、内容和程序等进行合法性审查。充分发

挥厅机关聘用的法律顾问及公职律师的作用，对重大决策提出法律意见建议，必要时参与决策论证，提高决策质量，

防止违法决策的发生。同时，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违法决策以及滥用职权、怠于履

职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要严格依法依规追究责任。（负责处室：政策法规处、机关党委、人事处及相关处

室） 

（五）严格落实依法履职规定。牢固树立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理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履行

职责，做到依法办事。一是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及资格管理制度。对拟从事行政执法人员须经相关法律知识

考试，经考试合格才能授予行政执法资格。未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执法活动。厅机关干部 2 人以上具有

行政执法资格人员方可开展行政执法。二是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在行政执法工作中，要严格履行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程序，对重大执法决定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三是落实信息公开

制度。在执法过程中，按照有关要求依法公开职责权限、法律依据、实施主体、流程进度、办理结果等事项，自觉

接受社会监督。同时，要做好执法案卷评查、案件质量跟踪评判工作，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四是认真落实国

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执法谁普法”，“执什么法普什么法”的原则，厅机关

具有商务行政执法职能的处室，要深入学习掌握相关法律知识，为依法履行其职责奠定基础。五是认真落实执法人

员以案释法制度。在行政执法中，执法人员要利用有社会影响、与群众利益密切的行政案件开展释法说理，发挥典

型案件的教育和警示作用，提高执法效果。（负责处室：政策法规处、办公室、省整规办及相关业务处室） 

    （六）完善落实考核评估机制。认真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录用、招聘中进行法律知识考试的有关规定。一是落实

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对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职务晋升要进行相关的法律知识考试，不

合格的不予晋升。二是落实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述法要求。把学法用法、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领导干

部在年度考核述职中要对学法、重大事项依法决策、依法履职等情况进行述职。（负责处室：人事处、机关党委、

政策法规处） 

三、措施及要求 

    1、坚持围绕商务中心工作开展学法用法活动。按照河北省“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紧紧围绕

商务中心工作，深入开展学法用法活动，为推进商务工作依法行政和我省商务事业健康发展奠定法律基础。 

 2、坚持学以致用原则开展学法用法活动。坚持把法治学习与依法治理相结合，使法治学习融入立法、执法、法律

服务和党内法规的落实中，引导广大干部在实践中自觉学习运用法律法规，不断提升大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开展工作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3、坚持面向服务对象开展学法用法活动。商务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广大社会群众和企业。因此，要以满足群众

和企业对商务法律法规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商务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

既提升商务部门的服务质量和良好的社会形象，又增强了群众和企业的法治观念。 

 4、坚持长效机制开展学法用法活动。机关干部学法用法活动，是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任务。因此，各部门要按照

职责分工，加强协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确保学法用法制度规定的贯彻落实，为我省商务事业健康

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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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9）河南省《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若干规定（暂行）》的通知》(2015 年 9 月

17 日) 

http://www.hnsft.gov.cn/sitesources/hnsft/page_pc/fzxcjy/gzdt/articleab0c5b22ec0c4b0ebe9b7e2e35ff061f.html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直属机关工委，司法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政府法制办公室、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直各单位： 

现将《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若干规定（暂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 

中共河南省委省直工委                河南省司法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河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河南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5 年 9 月 17 日 

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若干规定（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根据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和省委九届九次全会要求，结合河南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通过完善和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促进国家工作人员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牢固树

立法治信仰，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和表率，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不断提高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努力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

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

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第二章  主要制度 

       第四条  健全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和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

把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列入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组织开展集体学法。落实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学法

制度。凡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决策前以及重要法律法规规章出台后，应通过邀请专

家辅导解读等方式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第五条  坚持和完善法治培训制度。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明确法治教育内容和要求。把宪法法

律作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纳入主题班培训课程，完善法治课程体系建设。把

法治教育纳入国家工作人员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在职培训必训内容，列入培训计划，结合不同类

型培训实际情况，设置法治教育培训课程，加大法治内容比重。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开展专题法治讲座。 

第六条  实行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坚持全省统一考试与自行考试相结合。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和职

业岗位特点，组织开展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考试。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有

关要求和工作计划，适时组织全省国家工作人员法律知识统一考试。考试结果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任用、晋升、奖惩

的参考依据。积极推行网络课堂、网上考试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新技术在法律知识考试中的运用。 

第七条  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

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设立公职律师，推动在国有企

业设立公司律师，参与决策论证，提供法律意见，促进依法办事，防范法律风险。 

第八条  推行领导干部年度述法制度。把学法用法和推进法治建设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年度述职重要内容，与现有年

度考核工作同安排、同组织。述法内容应包括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个人学法情况、重大事项依法决

策情况、依法履职情况、开展法治教育情况、个人遵纪守法情况等。 

第九条  完善学法用法考核评估制度。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作为法治创建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

增加在创建考评体系中的分值权重。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出现违法违纪案件造成恶劣影响的，取消该单位参加相关评

比表彰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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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体职责 

       第十条  各级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是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责任主体，负有推动本部门、

本单位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职责义务： 

（一）将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纳入本部门、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制定工作方案，完善工作措施，明确责任

分工，在人、财、物方面给予有力保障。 

（二）建立健全本部门、本单位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法治培训、法律知识考试、年度述法等规章制度。 

（三）将本部门、本单位学法用法工作年度计划、重点工作、年度工作开展情况报同级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备案。 

第十一条  党委组织部门、党委宣传部门、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政府法制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等职能部门应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根据工作职能和管理权限，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组织、

指导。党委组织部门负责把宪法法律法规规章纳入干部培训规划，建立推行领导干部述法制度，加强领导干部学法

用法考核结果在干部提拔任用和管理工作中的运用。党委宣传部门负责监督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加

强党委讲师团建设，做好学法用法工作的舆论宣传。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公务员和其他有关国家工作

人员学法用法的指导和监督，把法治教育纳入国家工作人员的培训计划，增加法律知识在公务员录用、初任、任职

等考试和日常培训中的比重。政府法制部门负责落实各级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并将其纳入

年度依法行政考核。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所属国有企业的日常性学法用法工作。 

第十二条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和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国家工作人员学法

用法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监督、检查等工作，履行监督主体责任： 

（一）建立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问题，合力推进工作。 

（二）坚持点面结合、条块结合，突出行业、部门特点和需求，指导、推动各地各部门开展专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三）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监督检查。建立工作报告、备案和通报制度。组织考核检查，开展工作效果

评估，及时通报结果。并向党委组织、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精神文明创建考核等部门提供相关情况，配

合做好有关考核工作。 

（四）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表彰鼓励先进。 

第十三条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应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领导，将

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作为法治宣传教育和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重点工作。主要领导干部切实履行第一责

任人的职责，模范学法用法，带头推进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学法用法工作。分管领导和责任部门应履行好相关

职责，精心组织实施，做到安排、落实、检查、考核四到位。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根据本规定，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有关职能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制定

完善相关制度。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240）新疆《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2017 年 12 月 19

日 新司通〔2017〕115 号) 

http://www.fzxj.cn/nzcms_show_news.asp?id=63616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新司通〔2017〕115 号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组织部、宣传部，人民政府司法局、人社局、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地、州、市

党委组织部、宣传部，人民政府司法局、人社局、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各部、委、办、厅、局、

人民团体、大专院校、大中型企业党委（党组）组织人事部门、宣传部（处）、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

驻疆单位党委（党组）组织人事部门、宣传部（处）、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九届区党委第 66 次常委会议（暨自治区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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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19 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认真贯彻实施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转发的《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

司法厅关于在全疆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 年—2020 年）》（新党发〔2016〕9 号），深入

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不断增强法治意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根据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

度的意见》(司发〔2016〕4 号)，结合新疆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精神，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贯彻落实自治区第九

次党代会精神，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建设法治新疆新要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法用法相结合的原则，进一

步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健全考核评估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努力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大

力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促进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厉行法治，为实现自治区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工作目标 

    各级国家工作人员要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新疆的新形势、新要求，聚焦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总目标，围绕各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通过深入系统地学习宪法和法律知识，

学习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疆理论，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牢记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牢记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牢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在实际工作中善于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进一步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

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 

二、主要内容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要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密结合法治新疆建设实际，突出重点，务求实效。 

（一）突出学习宪法。坚持把学习宪法放在首位，认真学习宪法相关法，深入学习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国家的根

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体和政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理念，树立权利与义务相

统一的观念，自觉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 

（二）深入学习国家基本法律。认真学习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构成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法律，及时学习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不断更新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养。 

（三）深入学习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刑法》《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自治区

实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等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自治区

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等维护民族团结和宗教和睦和谐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社会管理

综合治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矛盾纠纷调解处理等维护社会稳定的法律法规。 

（四）深入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文化

建设法律法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

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水平。 

（五）深入学习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加强

与履职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准确把握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熟练运用法律处理相关事务，切实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六）深入学习党内法规。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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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法规，

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增强党规党纪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廉洁自律上

追求高标准，远离违纪红线。 

（七）深入推进法治实践。坚持法治宣传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把法治实践成效作为检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

的重要标准，积极推进国家工作人员结合岗位需求开展以案释法、法治宣讲、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等用法活动，严格

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三、方法和形式 

（一）开展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把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列入各级党委（党组）中

心组年度学习计划，每季度至少组织开展 1 次集体学法。凡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

题，决策前应先行学习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学法考勤、学法档案、学法情况通报等制度，把领

导干部学法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二）举办法治讲座。紧密结合形势和工作实际，定期邀请普法讲师团成员和法律专家、学者以法治专题讲座形式

对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集中学习辅导，每年举办法治讲座不少于 2 次，法治讲座可与中心组学法结合

进行。党委（党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落实自治区“与法同行万人宣讲”活动要求，带头讲法治课，

做学法表率，每年带头讲法治课不少于 1 次。 

（三）加强集中教育培训。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把宪法法律作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

院、社会主义学院和各类干部培训机构的必修课，把法治教育纳入国家工作人员入职培训、晋职培训、专门业务培

训的必训内容，各级各类干部进修或培训班中法治课时应占总课时的 10%-15%，有条件的要组织法治专题研讨，确

保法治培训课时和培训质量。 

（四）开展日常学法。依托自治区公职人员无纸化学法用法考试系统，结合国家工作人员岗位需要，开展日常学法，

推动学法经常化。一般情况下，每个学员每月登录学习不少于 4 次，因公出差等原因学员每月登录学习少于 4 次，

但年度总积分不少于 5000 分的，可视为日常学法成绩合格；年度总积分低于 5000 分的，视为日常学法成绩不合

格，不得参加年度学法考试，并计入个人学法档案。结合“学习型机关（单位）”建设，通过报刊、书籍、手机报、

网络等途径自主学习法治理念和相关法律法规，组织撰写学法笔记、心得体会和论文；利用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

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等开展学法活动，依托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各级政府网站、“法治新疆”网、“法

治新疆”微信平台等资源，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旁听庭审、警示教育等，不断拓宽学法渠道，推进学法形式创新。 

（五）开展法治文化和法治创建活动。将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作为机关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结合本单位实

际，每年至少开展 1 项法治文化活动，如：法律知识竞赛、学法用法演讲、法治论坛、法治书画作品展、法治专栏

图片展、法治文艺演出等。充分利用各级机关网站、内部刊物等平台，开辟法治宣传教育网页、专栏，利用办公公

用区域，悬挂、张贴反映本行业特色的法治文化作品，设置法治宣传栏或法治宣传电子大屏，不断扩宽国家工作人

员学法用法的渠道和空间。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纳入“法治进机关”“法治进单位”“法治进企业”“普法依法

治理合格单位”“学习型机关”“文明单位”等创建内容，列入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考核指标体系，增

加考核的分值权重，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向纵深发展。 

（六）坚持依法决策。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决策，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落实重大决策合法

性审查机制，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限、内容和程序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

交讨论。积极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预防和减少违法决策行为的发生。各级党政

机关和人民团体要普遍设立公职律师，参与决策论证，提高决策质量。推动在国有企业设立公司律师，防范经营风

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应当听取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的

法律意见而未听取，应当请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参加或交由法律顾问、公司律师进行法律审核而未落实，应当采纳

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的法律意见而未采纳，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依法依规追究党政机关主要负责人、

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七）严格依法履职。牢固树立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履行职责,把学

到的法律知识转化为依法办事的能力。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

执法活动。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重大执法决定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公开职责权限、法律依据、实施主体、流程进度、办理结果等事项，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

监督。落实执法案卷评查、案件质量跟踪评判工作,努力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执法、司法机关领导干部要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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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标准和要求学法用法，忠于法律、捍卫法治。落实执法责任制，严格责任追究。 

  四、措施和机制 

（一）建立领导干部述法考评制度。 

将法治学习情况、重大事项依法决策情况、依法履职情况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作为年度考核述职的一项

重要内容。 

1.对象。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所属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各民主党

派、人民团体领导班子成员；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2.主要内容。述法考评内容应包括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履责情况、带头学法守法情况、“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落实

情况、重大事项依法决策情况、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情况、公正司法情况等方面，可根据每年自治区及各地各部门

法治建设工作部署和工作实际有所侧重。 

  3.组织实施。领导干部述法考评作为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与现有年度考核工作一并进行，同安

排、同组织、同考核，不再单独进行。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述职时，按照要求增加述法内容。对法律意识薄弱并导

致工作重大失误或造成严重影响的领导干部，应及时调整、严肃处理。 

（二）建立国家工作人员无纸化学法考试制度。 

依托互联网新技术，建立国家工作人员无纸化学法考试制度，每年组织 1 次无纸化学法考试。   

1.考试对象。自治区范围内，除国家安全、公安等涉密单位、部门之外的所有在编国家工作人员。  

2.考试方式。根据自治区每年的学考要求，学员应当按时完成日常学法积分任务，参加年底统一组织的无纸化考试。 

3.日常学考成绩运用。各单位学员网络学法用法和无纸化考试工作情况和学考成绩，纳入自治区领导干部述法考评

内容，纳入普法依法治理合格单位创建考核内容，作为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之

一，成绩不合格的，不得评定优秀等次。 

（三）完善国家工作人员考核评估机制。 

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录用、招聘中法律知识的考察测试，增加公务员录用考试中法律知识的比重。结合领导干部任前

廉政法规测试活动，探索建立新提拔领导干部任前考法制度，推动以考促学、以考促用。把学法用法情况列入公务

员年度考核重要内容，建立并落实领导干部述法考评制度。把法治观念、法治素养作为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把能

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探索建立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测评指标体系，将测评

结果作为提拔使用的重要参考。 

  五、组织保障 

  加强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各地、各部门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加强

组织，协调配合，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共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作为一项长期性、经常性工作来抓，列入本单位重

要工作日程，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做到有计划、有部署、有检查、有考核，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党委组织部门要

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督，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列入干部培训计划，协调培训院校落

实宪法法律必修课，把学法用法情况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党委宣传部门要协助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

制度，加强对学法用法工作的舆论宣传。公务员主管部门要制定把法治知识纳入公务员录用考试、培训的具体制度

和与年度考核相挂钩的配套措施。自治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司法行政部门具体承担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

的组织协调，对各地、各部门学法用法工作进行检查督促，及时向组织（人事）部门提供学法用法考试情况，配合

做好有关考核工作。 

  （二）加强工作保障。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并落实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各项工作制度，推

进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加强自治区、地州市、县市区各级党委讲师团、普法讲师团和法律顾问团的建设，不断

优化结构，充实力量，加强管理和服务，为广大干部学法用法提供师资保障与智力支持；要加强普法经费保障，依

法纳入财政经费预算，逐步提高经费标准，保证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加强督查落实。要建立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监督检查和情况通报制度。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要

作为法治新疆建设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各级党政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司法行政

部门要对各地、各部门（单位）干部学法用法及考试情况进行年度考核评估，并将结果报告同级党委、政府，同时

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积极建立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激励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开展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

法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要及时总结宣传推广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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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本实施意见的精神，研究制定符合本地、本部门实际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实施方案，

并抓好组织实施。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本实施意见的情况，请及时报自治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20 日印发 

 

8.3.241）《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2016 年 12 月 12 日) 

http://www.fzhnw.com/Info.aspx?ModelId=1&Id=245572  

省委组织部 省委宣传部 省司法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市州党委组织部、宣传部、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人民政府司法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直

各单位、各人民团体组织人事部门、宣传部门、普法办公室： 

  根据《中组部 中宣部 司法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

的通知》(司发〔2016〕4 号)，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结合我省实际，制定

了《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湖南省司法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6 年 12 月 12 日 

  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切实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根据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司发

〔2016〕4 号)精神,现就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重要性的认识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湖南的基础性工作，是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

重要内容，是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六五”普法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的

决策部署，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自觉性

不断提高，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明显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普遍提升，在推进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要求相比，国家工

作人员在学法用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领导干部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重视不够,督促落实不力；有的地

方和部门学法用法制度不健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的积极性不高；有的国家工作人员法治观念淡薄，不能带头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有的甚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严重影响法治湖南建设的推进。各地各部门

一定要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重要性，进一步健全完善学法用法各项制度，

大力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促进全社

会树立法治意识、厉行法治，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二、进一步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适应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和学法用法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各项制度，健全考核评估机制，创新工作

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针对性、有效性，促进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努力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法

治素养，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的能力水平，充分发挥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主要内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要紧密结合实际，以湖南省年度普法读本为重点，认真学习以宪法为核

心的各项法律法规，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努力提高法治素养，不断增强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头学习宪法和法律，带头厉行法治、

依法办事。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章和党内法规，尊崇党章，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做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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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觉尊崇者、模范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要坚持分类指导、全面推进，不断提高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逐步形成宪法+基本法+专门法的学法模式。 

  1.突出学习宪法。坚持把学习宪法放在首位，深入学习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

体和政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弘扬宪法精神，培养宪法意识，树立宪法至上理念，自觉崇尚宪法，遵

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2.学习国家基本法律。认真学习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

法、国防法以及国际法等方面的法律，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修改的法律，努力掌握法律基本知识，不断提

高法律素养。 

  3.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文化建设

法律法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法

律法规，不断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水平。 

  4.学习与履行岗位职责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加强与履职相关

法律知识的学习，熟练运用法律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切实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5.深入推进法治实践。坚持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把法治实践成效作为检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重要标

准，积极推进国家工作人员结合岗位需求开展用法活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

平。 

  三、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 

  (一)健全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入各级党委

(党组)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组织开展集体学法，党委(党组)中心组每年开展集体学法至少一次以上。党委(党组)书

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讲法治课，做学法表率，党委(党组)书记每年讲法治课至少一次。坚持重大决策

前专题学法，凡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决策前应先行学习相关法律法规。逐

步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学法考勤、学法档案、法治素养测评和学法用法情况通报等制度，把领导干部学法各项要求

落到实处。 

  (二)健全完善日常学法制度。结合国家工作人员岗位需要，编写湖南省年度普法读本。坚持以自学为主的方法，

联系实际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学习任务，保证学习时间和效果。定期组织法治讲座、法治论坛、法治研讨等，利用

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等开展学法活动,推动经常性学法不断深入。各级各类机关、企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每年组织法治专题讲座不少于一次。全面推进网上学法考法工作，实行国家工作人员年度学法学分和

学法考试制度。大力加强“如法网”—湖南省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平台建设，发挥“如法网”在我省国家工作人

员学法考法中主阵地作用。同时，依托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各级政府网站、专门普法网等资源，传播法律

知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注重微博、微信、微视、移动客户端等新技术在学法中的运用，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旁

听庭审、警示教育等，不断拓宽学法渠道，推进学法形式创新。 

  (三)加强法治培训。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和其他相关培训机构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

家工作人员教育培训总体规划，在国家工作人员初任培训、任职培训和在职培训中，设置法治教育培训课程。要将

宪法法律列为培训必修课，进一步加强法治课程体系建设，不断提高法治教育的系统性和实效性。要充分利用网络、

电视等建设网络学法学校、网络学法课堂，举办法治讲座，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进行专题培训、辅导。要加强法治

教育基地建设，在监狱建立法治教育基地，经常性地组织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到法治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

育，用生动鲜活的案例教育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法、自觉尊法、带头守法、严格执法。 

  (四)坚持依法决策。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决策，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落实重大决策合

法性审查机制，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限、内容和程序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

提交讨论。积极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预防和减少违法决策行为的发生。各级党

政机关和人民团体要普遍设立公职律师或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参与决策论证，提高决策质量。推动在国有企业

设立公司律师，防范经营风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于违

法决策以及滥用职权、怠于履职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都要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严格依法履职。牢固树立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履行职责,把

学到的法律知识转化为依法办事的能力。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

事执法活动。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重大执法决定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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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公开职责权限、法律依据、实施主体、流程进度、办理结果等事项，自觉接受社会各

方面监督。落实执法案卷评查、案件质量跟踪评判工作,努力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执法、司法机关领导干部要

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学法用法，忠于法律、捍卫法治。落实执法责任制，严格责任追究。 

  (六)完善考评机制。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录用、招聘中法律知识的考察测试，增加公务员录用考试中法律知识的

比重。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法律考试制度,对拟从事行政执法人员组织专门的法律考试，经考试合格方可授

予行政执法资格,推动以考促学、以考促用。对拟提拔任用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参加相应职级层次的法律知识考

试，考试合格的才能提拔担任相应职级层次的职务。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年度学法考法制度，把学法考法情况列入国

家工作人员年度考核重要内容，凡不参加年度学法考试的，在年度考核时暂缓确定考核等次；对补考不及格的，当

年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全面推行领导干部述法考评制度,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述职中要围绕法治学习情

况、重大事项依法决策情况、依法履职情况、遵守法律情况等进行述法，并接受群众测评和组织考评。把法治观念、

法治素养作为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探索建立领导干部法

治素养和法治能力测评指标体系，将测评结果作为提拔使用的重要参考。 

  四、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党政主要负责

人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并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学法用法工作的具体落实。把国家工作人员

学法用法作为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来抓，纳入本部门、本单位工作总体布局中，做到与业务工作同部

署、同检查、同考核、同落实，细化各项制度措施，体现不同岗位特点，并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创造条件、提

供保障。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纳入“法律进机关(单位)”、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习型机关建设、机关(单

位)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学法用法向纵深发展。 

  (二)加强配合协调。各有关部门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

法用法工作机制，进一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党委组织部门要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

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督，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列入干部培训计划，协调党校、行政学院、干部院校落实宪

法法律必修课，把学法用法情况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和提拔使用的依据，将领导干部年度述法考评工作和述职

考评工作统一部署，明确要求，加强督促，强化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和依法执政能力的考核。党委宣传

部门要协助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加强对学法用法工作的舆论宣传。公务员主管部门要把法治知识纳入

公务员录用考试、培训和年度考核范围。司法行政部门要具体承担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组织协调、指导和检查，

及时为组织、人事部门考察、使用干部提供依据。 

  (三)加强保障措施。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建立健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各项工作制度，推进工

作制度化、规范化。各单位要按照“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负责”责任制要求，明确部门责任，实行任务分

工，落实工作责任。要加强省、市、县各级党委讲师团、普法讲师团的建设，不断优化结构，充实力量，加强管理

和服务，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提供师资保障与智力支持。推进各级法律考试中心建设，逐步实现国家工作人员

考法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加强工作经费保障，依法纳入财政经费预算，逐步提高经费标准，保证国家工作人员

学法用法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加强检查督促。建立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检查监督和情况通报制度。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要作为

法治湖南建设一项重要内容纳入综治考评和法治单位、文明创建考核内容，增加考核的分值权重。各级党委法治建

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司法行政部门要会同宣传、组织、人事、法制部门对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国家工作人员学法

用法及考试情况进行年度考核评估，并将结果报告同级党委、政府，同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积极探索建立激

励机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表彰奖励先进单位和个人，充分调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注

重总结宣传学法用法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和带动作用，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 

  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本实施意见的精神，研究制定符合本地本部门实际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并认真组

织实施。 

  抄送：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改革办；省人大办公厅、内司委、法工委；省政协办公厅。 

  湖南省司法厅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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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42）四川省《达州市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2017-08-15) 

http://www.dzssf.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555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精神，按照《四川省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

度的实施意见》要求，全面推进我市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切实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

养和依法办事的能力，结合实际，提出如下具体实施意见。 

一、重大意义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是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指明了方向。

为认真贯彻中央、省委精神，我市先后制定出台了《中共达州市委关于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市的决定》《达州市依

法治市实施意见》等文件，对我市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作出了具体安排部署，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全市各地各

部门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国

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健全完善学法用法各项制度，大力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切实提高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促进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为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

法治市、加快建设法治达州作出应有贡献。 

二、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

决策部署，适应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坚持学法用法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

各项制度，健全考核评估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推进我市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努力提高

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服务大局的能力水平，为我市实现“12335”总体要求营造

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主要内容 

全市国家工作人员要紧密结合达州实际，认真学习以宪法为核心的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加强对我市地方性法规

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学习掌握，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努力提高法治素养，不断增强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系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熟练掌握与工作实践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带头学法用法、厉行法治、依法办事。党员干部要深入

学习党章和党内法规，尊崇党章，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做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自觉尊崇者、模范遵守者、

坚定捍卫者。 

——突出学习宪法。坚持把学习宪法放在首位，深入学习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体

和政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培养宪法意识，树立宪法至上理念，自觉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实施。 

——学习国家基本法律。认真学习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国防法以及国际法等方面的法律，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修改的法律，努力掌握法律基本知识，不断提高法

律素养。 

——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领域法律法规，文化建

设、知识产权、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国家安全、食品药品

安全、安全生产、网络信息安全、禁毒防艾、防灾减灾、精准扶贫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不断提

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水平。 

——学习服务保障幸福美丽达州建设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学习坚持“加快发展、负重转型、追赶进位”三个工作取

向，实施“改革创新、统筹城乡、开放合作”三大战略等事关达州发展方面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政策制度。认

真学习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金融安全、寄递物流和公共安全领域等社会稳定方面法律法规以及城乡建设与管理、

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地方性法规规章。 

——学习党章和党内法规。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各项党内法规，

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dzssf.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555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381 页 共 3277 页 

——学习与履行岗位职责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加强与履职相关法

律知识的学习，切实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深入推进法治实践。坚持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把法治实践成效作为检验我市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重要

标准，积极推进我市国家工作人员结合岗位需求开展用法活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

治化水平。 

三、主要任务和责任分工 

（一）健全完善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制度 

1．健全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和领导干部会前学法制度。制定年度学习计划，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入

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人大常委会、政府常务会、政协常委会和部门办公会会前学法内容。党委（党组）书记

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讲法治课，做尊法学法表率。（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依法治市办、市委组织

部、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

管委会） 

2．健全完善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制度。凡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决策前应

先行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责任单位：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法制办，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市、

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3．健全完善领导干部学法考勤、学法档案、学法情况通报等制度。（责任单位：市依法治市办、市委组织部、市司

法局，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二）健全完善日常学法制度 

4．结合国家工作人员岗位需要，健全国家工作人员日常学法制度。各地各部门应联系实际每年制订学法计划，坚

持以自学为主的方式，保证学习时间和效果，实现国家工作人员学法全覆盖。（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司法局，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5．搭建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平台。依托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四川省公务员培训平台、各级政府网

站、专门普法网等资源，建设网络学法学校、网络学法课堂，推行无纸化学法考试。（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

委会） 

6．丰富学法载体，创新学法形式。定期组织法治讲座、法治论坛、法治研讨等学法活动，利用国家宪法日、宪法

宣誓、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等开展学法活动，推动经常性学法不断深入。组织开展以案说法、旁听庭审、警示教育

等活动，在主流媒体开办普法节目或专栏，进一步加强微博、微信、微电影、移动客户端等新技术在学法中的运用，

增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针对性、实效性。（责任单位：市依法治市办、市委宣传部、市纪委、市人大办公室、

市直机关工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监察局、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文体广新局、达州日报社、

市广播电视台、市政府法制办，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三）加强法治培训 

7．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教育培训制度。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和国家工作人员入职培训、

晋职培训的必训内容，明确法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确保法治培训质量和效果。（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依法治市办，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8．把宪法法律列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和其他相关培训机构的培训必修课，进一步加强法治课程

体系建设，编发法治培训教材，不断提高法治教育的系统性和实效性。（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直机关工委、市司法局、市委党校、达州行政学院、达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各县（市、区）

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9．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开展专题法治培训。加大各类业务培训中法治内容的比重，在组织调训中增加设置法治类课

程，明确法治类课程的课时要求。（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直机关工委，市级各有关

部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四）坚持依法决策 

10．落实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贯彻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相关规定，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限、内容和程序等进

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责任单位：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

依法治市办、市政府法制办，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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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推行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建立健全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制度，为党政机关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

见，预防和减少违法决策行为的发生。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要普遍设立公职律师，参与决策论证，提高决策质

量。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公司律师制度，防范经营风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单位：市依法治

市办、市政府法制办、市国资委、市司法局，市级各有关部门、单位，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

管委会） 

12．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于违法决策以及滥用职权、怠于履职造成重大损失、恶劣

影响的，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责任单位：市纪委、市人民检察院，市监察局、市级各有关部门、单位，各县

（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五）严格依法履职 

13．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执法活动。（责任单位：市政府法

制办，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14．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重大执法决定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责

任单位：市政府法制办，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15．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公开职责权限、法律依据、实施主体、流程进度、办理结果等事项，自觉接受社会各

方面监督。（责任单位：市政府办公室，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16．落实执法案卷评查、案件质量跟踪评判工作和执法责任制，严格责任追究，努力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责

任单位：市政府法制办，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六）完善考核评估机制 

17．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法律考试制度。在拟任科级及以上党政（部门）领导职务政治理论水平任职资格考试中

增加法律知识比重，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在录用、招聘中法律知识的考察测试，增加公务员录用考试中法律知识的比

重。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法律考试制度，推动以考促学、以考促用。（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大办公

室、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18．健全完善行政执法人员专门法律考试制度。对拟从事行政执法人员组织专门的法律考试，经考试合格方可授予

行政执法资格。（责任单位：市政府法制办，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

会） 

19．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述法制度。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述职中要围绕法治学习情况、重大事项依法决策

情况、依法履职情况等进行述法。（责任单位：市依法治市办、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市级各有关部门，各

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20．把法治观念、法治素养作为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把

学法用法情况列入公务员年度考核重要内容，将考核结果作为提拔使用的重要参考。（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级各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21．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列入法治示范县（市、区）、法治示范乡镇（街道）、学法用法示范机关（单位）、

文明单位等创建考核指标，增加考核的分值权重。（责任单位：市依法治市办、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市级各有

关部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主要领导负总责，

分管领导具体抓，并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学法用法工作的具体落实。要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作为一项长期

性、经常性工作来抓，纳入本部门、本单位工作总体布局中，做到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把国家工

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纳入“法律进机关（单位）”、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习型机关建设、机关（单位）法治文化建

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工作落实落地。 

（二）落实工作责任。各地各部门按照本实施意见精神，研究制定符合本地本部门实际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分解工

作任务、厘清部门责任，逐项落实具体工作措施，确保本实施意见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确保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

任务明确、责任具体、措施有力。各地各部门要定期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认真分析问

题、查找不足，提出改进措施。 

（三）建立长效机制。各地各部门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

用法工作机制，进一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促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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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常态化。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督促党政主要负

责人亲自主持开展经常性学法活动。党委组织部门要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督，把国家工

作人员学法用法列入干部培训计划，协调培训院校落实宪法法律必修课，把学法用法情况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

党委宣传部门要协助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加强对学法用法工作的舆论宣传。公务员主管部门要把法

治知识纳入公务员录用考试、培训和年度考核范围。司法行政部门要具体承担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组织协调、

指导和检查。 

（四）强化保障措施。全市各地各部门要细化各项制度措施，针对不同岗位特点，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创造条

件、提供保障。要积极探索建立激励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表彰奖励先进单位和个人，充分调动国家工作人员学

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要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注重总结宣传学法用法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推动学

法用法向纵深发展。 

 

8.3.243）山东省烟台市《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 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2017-10-16) 

http://www.yantai.gov.cn/art/2017/10/16/art_5819_4644.html  

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各县市区委、开发区工委组织部、宣传部，高新区、昆嵛山保护区工委党群工作部，

高新区、保税港区工委办公室，东部新区办公室，各县市区司法局、人社局，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昆嵛山保护

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现将《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严格贯彻执行。  

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  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  烟台市司法局 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 年 9 月 5 日  

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

有关要求，推动我市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不断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法治素养和依

法办事能力，根据《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人社部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的

通知》（司发〔2016〕4 号）要求，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和

市委、市政府关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烟台市 2016-2020 年依法治市规划》和《中共烟台市

委 烟台市人民政府转发〈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关于在全市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

2020 年）〉的通知》（烟发〔2016〕17 号）精神，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坚持学用结合，

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各项制度和考核评估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不断推进我市国家工作人员

学法用法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努力增强国家工作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

护稳定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学法用法的表率示范作用，推动法治烟台、平安烟台、和谐烟台建设再上新水平，

为推进烟台创新发展、持续发展、领先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主要内容  

1.突出学习宪法。坚持把学习宪法放在首位，深入学习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体和

政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树立宪法至上理念，自觉遵守宪法，增强宪法意识，维护宪法尊严，树立宪

法权威。  

2.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全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部署。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思想、新

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学习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党内法规建设的生动实践，强化厉行法

治的自觉性、坚定性，推动依法治国各项部署要求全面落实。  

3.学习国家基本法律。认真学习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国防法以及国际法等方面的法律，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修改的法律，努力掌握法律基本知识，不断提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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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素养。  

4.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服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放管服”改革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经济在新常态下

平稳健康运行。学习文化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利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全面学习教

育、就业、扶贫、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手段管理

经济社会事务的水平。  

5.深入学习党章和党内法规。认真学习党章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坚持法治宣传教育与反腐倡廉教育相结

合，切实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厉行法治、遵规守纪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6.学习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坚持学用结合，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加强与履职相

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增强运用法律处理事务、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时学习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及时更新法律

知识，不断提升法治素养。  

7.深入推进法治实践。坚持学法知法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把法治实践成效作为检验学法用法工作的重要标准。通过

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依法行政示范单位（窗口）等法治创建活动，积极推进国家工作人员结合岗位

需求进行学法用法，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不断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三、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  

（一）健全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

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每年至少组织开展 1 次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法。理论学习中

心组集体学法可采用专家专题辅导、重点疑难问题法律会诊、法治实践案例研讨及新法专题学习、先进经验学习交

流等形式。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作用，定期不定期开展巡回宣讲，就有关法律和重要政策问题开展专题法治讲座。  

（二）健全完善领导干部法治讲座制度。党委（党组）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讲法治课，做学法表

率。要充分利用召开党委常委会、政府办公会、党委（党组）扩大会议等时机，结合会议议题，在会上组织领导干

部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每年应当举办 2 期以上法治专题讲座。各部门各单位根据实际需要

及新法颁布实施情况，每年至少要组织 2 次以上领导干部专题法治讲座。  

（三）健全完善日常学法制度。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岗位职责和工作需要，推动学法经常化。坚持单位组织与个人

自学相结合的原则，联系实际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学习任务，保证年度学法不少于 40 学时。定期组织法治讲座等

专题辅导，自觉参与“12·4”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和“法德共进”主题宣传月活动，主动利用宪法宣誓、法律颁

布实施纪念日等开展学法活动，推动经常性学法不断深入。依托烟台市网络党校、行政学院、胶东在线网上考法平

台、烟台普法网等资源，搭建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平台。注重微博、微信、微视、移动客户端等新技术在学

法中的运用，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旁听庭审、警示教育等，不断拓宽学法渠道，推进学法形式创新。  

（四）健全完善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制度。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明确法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把

宪法法律纳入各级党校和其他干部培训机构的培训必修课，1 个月以上的培训班安排法律学习不少于 8 学时，其他

班次要根据不同的类别和学员特点，安排相应的法治学习内容和课时。坚持和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入职、晋职培训制

度，把法治培训作为入职、晋职培训的必训内容，确保法治培训课时数量和培训质量。加大各类在职业务培训中法

治内容的比重，法治培训课时要达到全部培训时间的 1／10 以上。  

（五）健全完善依法决策和问责制度。坚持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制度。凡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等重大问题，决策前应先行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确保严格履行重大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

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等程序性规定，切实落实对决策权限、内容和程序等的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

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积极推进党委、政府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制度，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人民团体要普遍设立公职律师，参与决策论证，提高决策质量。推动在国有企业设立公司律师，防范经营风险，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于违法决策以及滥用职权、怠于履职

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要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六）健全完善严格依法履职制度。牢固树立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

履行职责。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执法活动。严格执行重大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重大执法决定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依法

公开职责权限、法律依据、实施主体、流程进度、办理结果等事项，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监督。落实执法案卷评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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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质量跟踪评判制度，努力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落实执法责任制，严格责任追究。  

（七）健全完善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实行国家工作人员法律知识考试制度，测试成绩不合格者当年不得参加各项评

先树优活动。在烟台市党员干部德廉和党风党纪知识学习测试中，增加法治知识内容，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学法

用法。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原则，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法律考试制度，探索建立党员领导干部任前

党内法规知识考试制度。由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命的领导干部任职前的法律知识考试，按照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对拟从事行政执法人员根据相关规定组织专门的法律考试，经考试合格方可授

予行政执法资格。  

（八）建立健全登记通报制度。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建立学法档案制度，详细记载国家工作人员参加日常学法、培

训轮训、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考试、普法考试成绩等学法情况，书面材料立卷归档，电子文档备份留存，做到每人一

档，将学法档案纳入本单位干部组织人事档案统一管理。建立学法用法情况通报制度，各相关单位要按照干部管理

权限，每年度对所管理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进行通报，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深入开展。  

（九）健全完善考核评估机制。建立领导干部年终述法制度，与一年一度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同时安排部署。各级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述职中要围绕法治学习情况、重大事项依法决策情况、依法履职情况等进行述法。

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把学法用法情况列入公务员年度考核重要内容。探索建立

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测评指标体系，将测评结果作为提拔使用的重要参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国家工作

人员学法用法情况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列入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考核指标，增加考核的分值权重。  

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保障  

（一）高度重视，强化领导。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主要

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并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学法用法工作的具体落实。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作

为一项长期性、经常性工作来抓，纳入本部门、本单位工作总体布局中，做到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细化各项制度措施，体现不同岗位特点，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

工作纳入“法律进机关（单位）”、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习型机关建设、机关（单位）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推动学法用法向纵深发展。  

（二）明确职责，形成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落实工作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国家工作人

员学法用法工作机制，进一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对国家工作人

员学法用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督，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列入干部培训计划，协调培训院校落实宪法法律必

修课，落实领导干部年终述法制度，把学法用法情况纳入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作为提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在

考察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分管领导实绩、进行提拔使用和晋职晋级时，应当了解和掌握其学法用法情况。各级党委

宣传部门要协助落实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加强对学法用法工作的舆论宣传。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要把法治知识纳入公务员培训和年度考核范围。各级司法行

政部门要具体承担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组织协调、指导和检查，要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

情况进行督查评估，对工作落实不力的单位进行通报，指导普法讲师团做好法治报告计划和具体安排。市直属机关

工委、教育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金融办分别负责所属机关、学校、国有企业及国有金融机构的日常性

学法用法工作的综合指导和督查考核工作。  

（三）强化保障，注重实效。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各项保障机制，积极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

法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加强各级普法讲师团建设，加强管理和服务，建立学法用法师资、教材课件等资源库，

推动资源共享，不断优化结构，充实力量。加强经费保障，安排和落实专项经费，保证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工作

正常开展。加强监督检查，坚持年度检查和阶段性检查相结合，积极查找薄弱环节，及时整改完善，确保国家工作

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加强典型引路，及时总结推广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经验和做法，发挥典型的

示范引领作用，通过舆论引导，营造浓厚的学习教育氛围。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本意见的精神，结合自身实际，研究制定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意见，并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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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44）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2017 年 03 月 24 日 新司发

﹝2017﹞04号) 

http://www.xinjian.gov.cn/print.aspx?id=57760  

 

区委组织部 区委宣传部 区司法局 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 

 新司发﹝2017﹞04 号  

各乡（镇），区委各部门，区直各单位：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

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切实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根据市

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的《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

意见》（洪司发〔2016〕16 号）以及区委、区政府转发的《新建区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在全区公民中开展法

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 年）》(新发〔2016〕16 号)和区委关于全面推进法治新建建设的决策部

署，现就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提出如下贯彻实施意见。 

一、站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充分认识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重要性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是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切实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近

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全区各乡镇、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省委、市委、区委部署，采取有效措施，

大力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国家工作人员的学法自觉性不断增强，法律素质明显提高，依法决策、依法

行政、依法管理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普遍提升，为推进平安新建、法治新建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但是，与全

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相比，国家工作人员在学法用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领导干部对国家工

作人员学法用法重视不够,有的地方和部门学法用法制度不够健全，有的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

依法管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能力还有差距，有的甚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损坏

了国家工作人员队伍的整体形象，影响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各乡镇、各部门一定要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充

分认识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重要性，采取切实措施，不断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持续深入开展，努力提高

全区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水平。 

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适应全面依法治

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关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学法用法

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各项制度，健全考核评估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国家工作

人员在全面推进法治新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加快建设平安新建、法治新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主要内容 

1．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

论述作为重大任务，深刻理解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工作布局、重点任务以及重点对象

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深入学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和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生动实践，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于推进厉行法治、依法办事，

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意义，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 

2.突出学习宪法。坚持把学习宪法放在首位，深入学习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体和

政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培养宪法意识，树立宪法至上理念，自觉遵守宪法，切实维护宪法实施。 

3.学习国家基本法律。认真学习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国防法以及国际法等方面的法律，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修改的法律，努力掌握法律基本知识，不断提高法

律素养。 

4.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文化建设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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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法律法

规，不断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5.学习与履行岗位职责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加强与履职相关法律

知识的学习。同时，注重对江西省、南昌市地方性法规的学习，切实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6.学习党内法规。突出学习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各项党内法规，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

面，做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自觉尊崇者、模范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7.大力推进法治新建建设实践。深入学习贯彻区委关于全面推进法治新建建设的决策部署，学习宣传我区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生动实践，动员和组织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到全面推进法治新建建设的热潮中

来。坚持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把法治实践成效作为检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重要标准，积极推进国家工作

人员结合岗位需求开展用法活动，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三、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切实保障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长效性 

（一）健全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入各级党委

（党组）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党委（党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读法律书、讲法治课，做学法表

率。推动建立健全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和党委（党组）会等会议会前学法制度，结合会议议题学习相关法律法

规。坚持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凡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决策前应先行学习

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学法考勤、学法档案、学法情况通报等制度，确保把领导干部学法各项要

求落到实处。 

（二）健全完善日常学法制度。结合国家工作人员岗位需要，推动学法经常化。以全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年

学法时间不少于 40 小时为目标，坚持以自学为主的方法，联系实际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学习任务，保证学习时间

和效果。定期组织法治讲座、法治论坛、法治研讨等形式，利用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等开

展学法活动,推动经常性学法不断深入。利用江西省干部网络学院学习平台、江西省学法用法及考试平台、各级政府

网站、专业普法网等资源，建设网络学法学校、网络学法课堂，搭建和完善学法平台。注重微博、微信、微视、移

动客户端等新技术在学法中的运用，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旁听庭审、警示教育等活动，不断拓宽学法渠道，推进学

法形式创新。 

（三）加强法治培训。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明确法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

规列为党校必修课，进一步加强法治课程体系建设，不断提高法治教育的系统性和实效性。把法治教育纳入国家工

作人员初任培训、任职培训的必训内容，在其他各类干部培训课程中融入法治教育内容，保证法治培训课时数量和

培训质量。一个月（含一个月）以上的进修班或培训班，应把法治课作为一个独立的课程体系，时间不少于 8 课

时；两个月（含一个月）以上的进修班或培训班，法治课要形成教学单元或系列，时间不少于 16 课时；其他班次

要根据不同的类别和学员特点，安排相应的法治学习内容和课时。各级行政机关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通过举办法

治政府建设、行政复议应诉、政府立法、执法监督、行政调解业务专题研修班或培训班等形式，强化对各层级国家

行政工作人员法律知识的教育培训。要加强司法执法人员的法治教育，健全司法执法人员岗位培训制度，严格规范

司法执法行为。进一步加强法治培训专职骨干教师队伍和培训师资库建设，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强化评估考核，确

保培训质量。有计划地组织优秀法律师资下基层、进机关、送法律，不断提高基层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水平。 

（四）坚持依法决策。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决策，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落实重大决策合法

性审查机制。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限、内容和程序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

交讨论。全面推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制度，切实增强党政机关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要普遍设立公职律师，促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推动在国有企业

设立公司律师，防范经营风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于违

法决策以及滥用职权、怠于履职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恶劣的，都要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严格依法履职。制定并实行各级政府任命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制度，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牢固树立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履行

职责,把学到的法律知识转化为依法办事的能力。 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取得执法资格的，

不得从事执法活动。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重大执法决定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

作出决定。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公开职责权限、法律依据、实施主体、流程进度、办理结果等事项，自觉接受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388 页 共 3277 页 

社会各方面监督。落实执法案卷评查、案件质量跟踪评判工作,努力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执法、司法机关领导

干部要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学法用法，忠于法律、捍卫法治。 

（六）完善考核评估机制。坚持以考促学、以考促用，认真研究并实施对国家工作人员考法制度的适用范围、考试

内容、考试形式、考试结果运用等工作，更加注重考察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提高考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加

强国家工作人员录用、招聘中法律知识的考察测试，定期组织开展国家工作人员法律考试，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

任职法律考试制度。对拟从事行政执法人员组织专门的法律考试，经考试合格方可授予行政执法资格。把学法用法

情况列入公务员年度考核重要内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述职中要围绕法治学习情况、重大事项依法决

策情况、依法履职情况等进行述法。把法治观念、法治素养作为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

事作为评价干部的重要依据。探索建立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测评指标体系，将测评结果作为提拔使用的重

要参考。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增加考核的分值权重。 

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强化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实效性 

(一)加强组织协调。各乡镇、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主

要领导要负总责，分管领导要具体抓，并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学法用法工作的具体落实。要把国家工作人员学

法用法作为一项长期性、经常性工作来抓，纳入本单位工作总体布局中，做到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纳入“法律进机关（单位）”、学习型组织建设、学习型机关建设、机关（单位）法治

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委组织部门要对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督，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列

入干部培训计划，协调落实培训院校落实宪法法律必修课，把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能力和个人遵守党纪

国法的情况纳入领导干部年终综合考评和平时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形成“德、能、勤、绩、廉、法”六位一体的

述职考评机制。党委宣传部门要协助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加强对学法用法工作的舆论宣传。公务员主

管部门要把法治知识纳入公务员培训和年度考核范围。司法行政部门要具体承担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组织协调、

指导和检查。 

(二)加强保障措施。各乡镇、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有关法规、规章的要求，建立健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各项工作

制度，推进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明确责任部门和工作机构，落实任务分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

要做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要加强讲师团、普法讲师团和法律顾问团的建设，不断优化结构，充实力量，

加强管理和服务，为广大干部学法用法提供师资保障与智力支持；要加强普法经费保障，把相关工作经费列入本级

财政预算，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顺利开展。 

（三）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激励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推荐参评先进

单位和个人，充分调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加强监督检查，认真查找薄弱环节，及时整改完

善。注重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媒体，总结宣传学法用法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形成全区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建设平安新建、法治新建。 

各乡镇、各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的精神，研究制定符合本地本部门实际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认真组织实施。 

中共新建区委组织部       中共新建区委宣传部 

新建区司法局      新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 年 3 月 16 日 

  

 

8.3.245）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厦思治

区办〔2017〕8 号 2017-11-03) 

http://www.siming.gov.cn/zfxxgkzl/gbmxxgk/sfj/zfxxgkml/zcfg/201711/t20171107_207920.htm  

http://www.siming.gov.cn/zfxxgkzl/gbmxxgk/sfj/zfxxgkml/zcfg/201711/P020171107386408112773.docx  

区委组织部 区委宣传部 区司法局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依法治区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区属各党委（党工委、党组），区直各部、委、办、局，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各群团组织，各有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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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现将《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中共思明区委组织部              中共思明区委宣传部    

                      思明区司法局             思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思明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3 日  

  

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国

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化、规范化，根据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完善国家工作

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司发〔2016〕4 号）和省市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思明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

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三模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

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增强

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观念”。省委九届十二次会议提出，党员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学法用法，

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市委十一届九次会议提出，党

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

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各级各部门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

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形成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良好风尚，

为我区全面深化改革、率先全面建成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和强大发展动力。 

    二、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

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适应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坚持学法用

法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各项制度，健全考核评估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不断推进国家工

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努力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的能

力水平，充分发挥在建设法治中国典范区的重要作用，为全面推进思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法治化进程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三、主要内容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以宪法为核心的各项法律法规，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努力提高法治素养，不断增强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做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头学习宪法和法律，带头厉行法治、依法办事。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章和党内法规，

尊崇党章，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做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自觉尊崇者、模范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全面

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二）突出学习宪法。坚持把学习宪法放在首位，深入学习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

国体和政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培养宪法意识，树立宪法至上理念，维护宪法实施。 

    （三）学习党章和党内法规。党虽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

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四）学习国家基本法律。认真学习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

法、国防法以及国际法等方面的法律，不断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意识。 

    （五）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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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律法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

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水平． 

    （六）学习地方法规规章。学习自贸区建设、“多规合一”、商事制度、对台交流合作等改革领域的地方法规和规

章。学习社会治理创新、城市综合管理、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地方法规和规章。学习教育医

疗、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社会救助、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保护等民生保障领域的地方法规和规章。 

    （七）学习与履行岗位职责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加强与履职相

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切实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八）推进法治中国典范区建设。把法治实践成效作为检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重要标准，在学法用法中全

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快法治中国典范区建设。积极推进国家工作人员结合岗位需

求开展用法活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执法人员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恪守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

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依法行政基本要求，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司法人员要坚持公正司法，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责任制度 

    一、健全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 

    1.开展集体学法。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入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党委（党组）书记履行第一责

任人职责，带头讲法治课，带头参加法治讲座，做学法表率。（责任单位：区委宣传部、依法治区办、区司法局，区

直各部门，各街道） 

    2.重大决策专题学法。坚持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凡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

的，决策前应先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提高依法决策水平。（责任单位：区委办、区政府办、区法制办、依法治区办，

区直各部门，各街道） 

    3．完善配套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学法考勤、学法档案、学法情况通报等制度，促进领导干部学法有效

落实。（责任单位：依法治区办、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区直各部门，各街道） 

（二）健全日常学法制度 

    1.定期组织学法活动。利用国家宪法日、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等开展学法活动，推动经常性学法不断深入。全区

每年至少举办一期领导干部法治专题培训班，区政府及其各部门、各街道领导班子每年应当举办两期以上法治专题

讲座。（责任单位：依法冶区办、区人大办、区司法局，区直各部门，各街道） 

    2.完善学法平台。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的智能化水平，建立国家工作人员学法平台，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移

动客户端等新技术开展学法活动。（责任单位：依法治区办、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 

    3.拓宽学法渠道。结合职能职责，举办各类各层次的法治讲座、法治论坛、法治研讨等学法活动，开展旁听庭审、

警示教育等以案释法活动，不断丰富学法内容和形式。（责任单位：依法治区办、区纪委、区委政法委、区法院、

区检察院、区直各部门，各街道） 

    （三）健全法治培训制度 

    l.制定培训规划。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明确法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责任单位：区委组织部、

区人社局，各街道） 

    2.纳入干部轮训的必修内容。把宪法法律列为区委党校和其他相关培训机构的培训必修课，进一步加强法治课程

体系建设，不断提高法治教育的系统性和实效性。（责任单位：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区人社局，各街道） 

    3．建立必训制度。把法治教育纳入国家工作人员入职培训、晋职培训的必训内容，确保法治培训课时数量和培

训质量。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开展专题法治培训，加大各类在职业务培训中法治内容的比重。在组织调训中增加设置

法治类课程，明确法治类课程的最低课时要求。（责任单位：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各街道） 

    （四）健全考试制度 

    l.继续开展拟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人员的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增强拟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人员的宪法法律意识和

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责任单位：区人大法工委） 

    2 组织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统一考试，试行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试和依法行政能力测试。（责任单位：依法治

区办、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区直各部门，各街道） 

    3.开展执法人员法律知识考试，对拟从事行政执法的人员经行政执法基础知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培训考试合格

方可授予行政执法资格。（责任单位：区法制办，区直相关执法部门，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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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健全依法决策制度 

    l.落实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限、内容和程序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

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责任单位：依法治区办、区委办、区政府办、区法制办，区直各部门，各街道） 

    2.完善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制度。区党委和政府要设立法律顾问、公职律师，街道党委和政府根据需

要设立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建立以党内法规工作机构、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法学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政

府法律顾问队伍。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公司律师制度，防范经营风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单

位：区委办、区法制办、依法治区办、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直各部门，名街道） 

    3.落实责任追究制度。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于违法决策以及滥用职权、怠于履职

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依纪依法追究纪律和法律责任。（责任单位：区纪委、区监察局、区检察院，区

直各部门，各街道） 

    （六）健全依法履职制度 

    l.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牢固树立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不

得从事执法活动。（责任单位：区法制办，区直相关执法部门，各街道） 

    2.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履行职责，对重大执法决定未经法制审核或者

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责任单位：区直相关执法部门，区法制办，各街道） 

    3.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公开职责权限、法律依据、实施主体、流程进度、办理结果等事项，自觉接受社会各

方面监督。（责任单位：区政府办，区直各部门，各街道） 

    4.完善执法责任制。建立执法责任体系，明确执法主体责任，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促进国家工作人员

规范履职。落实执法案卷评查、案件质量跟踪评判工作，努力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责任单位：区法制办，

区直各部门，各街道） 

    （七）健全考核评估制度 

    1.建立年度述法制度。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述职中要围绕法治学习情况、重大事项依法决策情况、依

法履职情况等进行述法。（责任单位：依法治区办、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区直各部门，各街道） 

    2.建立法律素养考察制度。把法治观念、法治素养作为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

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探索建立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测评指标体系，将学法用法考试和测评结果作为提拔

使用的重要参考，促进以考促学、以学促用。（责任单位：依法治区办、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区直各部门，各街

道） 

    3.完善相关考核制度。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纳入综合绩效考核、综治考核、精神文明创建和法治建设考

核内容，明确考核指标，提升分值权重，强化督促检查。（责任单位：依法治区办、区文明办、区综治办、区效能

办）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主要领导负总

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并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学法用法工作的具体落实。要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作为一项

长期性、经常性工作来抓，纳入本部门、本单位工作总体布局中，做到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细化

各项制度措施，体现不同岗位特点，并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二）落实推进措施。要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纳入“法律进机关（单位）”、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习型

机关建设、机关（单位）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学法用法深入发展。积极探索建立激励机制，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表彰奖励先进单位和个人，充分调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注重总结宣传学法用法工作

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三）明确责任分工。各级各部门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

法用法工作机制，进一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党委组织部门要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

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督，把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列入干部培训计划，协调培训院校落实宪法法律必修课，把

学法用法情况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党委宣传部门要协助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加强对学法用法

工作的舆论宣传。公务员主管部门要把法治知识纳入公务员培训和年度考核范围。司法行政部门和普法依法治理领

导小组办公室要具体承担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组织协调、指导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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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46）《国家信访局办理群众来信工作规则》(国信办发〔2017〕6 号 2017-03-31) 

http://www.gjxfj.gov.cn/gjxfj/xxgk/fgwj/zdwj/webinfo/2017/05/1534706060443683.htm  

http://www.hnxf.gov.cn/info/1003/2485.htm  

http://sso.sz.gov.cn/pub/szol/policies/countrypolicies/201708/t20170823_8225106.htm  

国家信访局办理群众来信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一、为规范办理群众来信工作，恰当处理群众来信，根据《信访条例》《国家信访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规定》及领导同志有关要求，结合新时期信访工作特点和办理群众来信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二、办理群众来信工作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

诉讼和信访分离，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注重时效、急事急办；公开透明、便捷高效，方

便群众、接受监督的原则。 

三、办信工作人员要牢记为民宗旨，发扬务实作风，严格依法按政策办事，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勤奋敬业，甘于奉

献。 

四、本规则所称“来信”，包括信函、电报、传真、贺卡、明信片、汇款单、包裹等。 

第二章 工作职责 

五、国家信访局负责办理国内群众和境外人士写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主

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本局的来信。 

六、国家信访局负责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来信信息，为中央领导同志科学民主决策服务；转送、

交办来信提出的信访事项，督促检查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推动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向地方党委、政

府和中央有关部门通报反映突出、集中或带有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推动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指导检查

地方和部门办信工作，推动全国办信工作水平提升；承办中央领导同志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办信工作程序 

七、办信工作人员按照职责分工处理群众来信，收到来信后应当及时拆阅，启封后应当保持来信材料的完整，有紧

急事项的要及时妥善处理。 

八、办信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办信工作要求和国家信访信息系统操作程序，及时登记原信基本情况，确保基本数据

准确、完整。 

九、办信工作人员登记原信后，要按照《信访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区分情况，在 15 日内采取不同方式及时办

理。办理群众来信的基本方式有：上报、转送、交办、通报和告知。 

十、具备回复条件的群众来信，应予回复。给来信群众回复，可视来信内容和来信人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手机短

信、书面、电话等方式。 

十一、对汇款单、包裹以及信件中夹带的钱款、证件、贵重物品等，办信工作人员可以直接拒收退回或登记后退回

来信人。其余来信不予退回。 

十二、已告知过不予（不再）受理，而信访人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继续反映的来信，以及内容不清来信，作“存”

的处理。 

十三、重要来信事项，按照审阅审批职责权限送审，并采取相应的公文形式进行处理。公文种类主要有报告、通报

和函。 

第四章 督查督办 

十四、督查督办工作要严格执行《信访条例》的规定，按照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确保质量、狠抓落实的要求，坚

持日常督办与实地督查相结合，做到督办事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 

十五、建立“谁首次办理、谁跟踪督办”的日常督查督办工作责任制，首次经办人员对转送、交办的信访事项，要

通过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及时检查有关地方和部门办理情况，对有《信访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及

时督办。 

十六、根据督办信访事项的不同情况和工作需要，可以采取电话督办、发函督办、约谈督办和实地督查等方式进行。 

第五章 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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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严格按照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做好来信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等工作。 

第六章 工作纪律和保密要求 

十八、办信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国家信访局各项工作纪律，在《信访条例》规定时限内及时办理来信，不得擅自处

理随信寄来的钱款、有价证券等物品。办信工作人员与信访事项或来信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十九、办信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国家信访局保密规定》《信访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和《国家信访局保密要

害部门部位保密管理暂行办法》，不得向无关人员扩散来信内容，不准擅自将信件带出机关；中央领导同志有关信

访工作和信访材料的批示，以及来信统计数据等，未经批准，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或传播。 

 

8.3.247）《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信访事项实地督查工作的意见》(国信发〔2016〕11 号 2016-08-10) 

http://www.gjxfj.gov.cn/gjxfj/xxgk/fgwj/zdwj/webinfo/2016/11/1481799147995850.htm  

http://www.hnxf.gov.cn/info/1100/2265.htm  

http://www.xysxf.gov.cn/contents/85/7453.html  

http://www.lhxf.gov.cn/laws/view-203.html  

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信访事项实地督查工作的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信访事项实地督查工作，切实提高督查效能，根据《信访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政府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等有关文件规定，在总结已有做法的基础上，提出如下意见。 

一、准确把握定位。信访事项实地督查，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依据法定职责直接派员到实地对信访

事项办理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督促检查、监督问责，推动信访问题妥善化解的一种工作方式。 

二、健全工作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要结合实际，建立健全职责明确、协调统一、规范有序、务实

高效的信访督查工作机制。对信访事项实地督查，由信访工作机构或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统一组织、统一实施。 

三、明确督查原则。信访事项实地督查坚持实事求是、依法规范、公开透明、注重实效的工作原则。 

四、严格审核把关。实地督查信访事项的确定一般应经本级信访工作机构集体研究或主要负责同志批准确定，避免

督查的随意性，防止办“人情案”、“关系案”。严格落实“诉访分离”要求，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司法途径解

决的，不得列入实地督查。 

五、统筹督查力量。督查人员应当从信访系统、相关职能部门的业务骨干中抽调，可以邀请党代表、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专家学者、公职律师和新闻记者等社会力量参加，要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 

六、做好督查准备。实地督查应制定督查工作方案，明确督查任务、方法步骤和纪律要求。对督查人员要进行有针

对性的培训，辅导相关方面的政策法规。督查组应组织做好案情研究分析、任务分工等各项准备工作。 

七、履行工作职责。实地督查中，督查组及督查人员应采取有效方式调查核实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向被督查地方或

部门反馈督查情况；对督查中发现的损害群众利益行为提出批评并督促整改，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提出责任追究建议；

提交督查工作情况报告，对重点信访事项提出挂牌督办、问题通报建议等。 

八、规范督查方式。实地督查应采取听取被督查地方或部门情况介绍、查阅相关资料、查看现场、查询信访信息系

统、约见信访人、听取信访事项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等方式进行，重点是查清基本事实、分清相关责任、推动问题解

决。 

九、反馈督查意见。督查结束时，督查组应向被督查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反馈督查意见。督查意见应包括对信访事

项事实和责任主体认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建议等。被督查地方政府或部门应根据督查意见，及

时形成整改落实的具体措施。督查组根据督查情况和地方整改落实报告要起草形成信访事项督查报告。 

十、严格督查纪律。督查组及督查人员应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廉政纪律、保密纪律、公务活动要求等，不

得做有可能影响督查工作公平公正的事或随意改变督查线路，不得接受超标准或与工作无关的接待安排，不得收受

纪念品、土特产等。 

十一、加强跟踪督办。实地督查结束后，应明确后续督办责任，跟踪落实情况。对实地督查中发现的损害群众权益

的突出问题应进行重点跟踪督办，推动问题解决；对重点领域的典型问题要进行深度分析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

建议，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对实地督查中发现的重大疑难信访问题，列入本级党委和政府督查机构督查范围。 

十二、实行责任追究。对实地督查意见整改落实不到位、工作进展缓慢的，甚至拒不整改或编报虚假材料的，由组

织督查的信访工作机构依照《信访条例》及信访工作纪律有关规定依法提出责任追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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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坚持信息公开。实地督查组织单位应当将信访事项的实地督查情况和后续办理情况在有关地方政府或部门门

户网站上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被督查地方或部门应及时将实地督查情况和后续办理情况录入信访信息系统，

实现督查成果共享。 

十四、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信访工作机构要高度重视信访事项实地督查工作，配齐配强督查工作力量，组织开展业

务培训、工作交流和典型案例指导等，及时发现和总结督查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督查工作上水平。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信访工作机构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各有关部委对本系统的

信访事项实地督查工作可以参照本意见实行。 

 

8.3.248）《国家信访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联合接访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信发〔2015〕12 号  2015-

06-24) 

http://www.gjxfj.gov.cn/gjxfj/xxgk/fgwj/zdwj/webinfo/2016/03/1460416222490091.htm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961724.htm  

http://www.lg.gov.cn/bmzz/xfj/zdwj/201603/t20160325_11346760.htm  

国家信访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联合接访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信访局（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总政治部、武警

部队、有关人民团体信访局（办、处），中央管理的有关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信访处（办）： 

现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联合接访工作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国家信访局 

2015 年 6 月 2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联合接访工作的意见 

为整合资源力量，方便群众反映诉求，及时就地解决信访问题，现就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联合接访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信访工作制度改革和信访法治建设的部署要求，坚持以依法按政策解决信访问题为核心，坚

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一站式

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形成统一领导、综合协调、部门负责、分类处理的工作格局，努力把信访事项特

别是初次来访解决在初始、化解在属地。 

二、方式方法 

（一）分级分类接访。省（含省级）以下都要实行联合接访。认真贯彻落实依法逐级走访有关规定，分级受理职责

范围内的来访事项，并按规定期限和程序办理。对越级上访的，不予受理，但要做好解释引导工作。对依法应当通

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引导来访人

到有关政法机关反映诉求。 

（二）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各地党委和政府领导、进驻部门领导干部要定期到联合接访场所接待来访群众。接访领

导干部的姓名、职务、分管工作及接访时间，在当地新闻媒体和联合接访场所提前向社会公布。要建立工作台账，

明确承办单位和责任人，以便督办落实。 

（三）领导干部带案下访。对疑难复杂信访事项，按照“谁主管、谁负责”“一岗双责”的要求，由相关领导干部带

案下访、协调化解，做好思想疏导工作。化解情况要通过适当方式予以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四）推行视频接访。有条件的地方可在联合接访场所建立视频接访系统，搭建快捷高效服务群众的远程接访平台，

开展预约接访，方便信访群众就地反映诉求，方便领导干部面对面听取意见，方便责任部门点对点解决问题。 

三、运行机制 

（五）首办负责制。压实首办责任，及时受理，全程负责跟踪督办。信访事项处理全过程公开，接受群众评价，提

高初访办理的质量和效率，确保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六）联合会商制度。对涉及多个部门的信访问题，由主责部门或信访部门组织协调，相关责任部门参与会商，共

同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对联合会商难以解决的疑难复杂信访问题，可提请本级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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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访听证制度。对社会关注度高、争议较大的信访问题，除涉及国家秘密及个人隐私的，可进行公开听证，

以此促进问题解决、矛盾化解，实现息诉息访。听证会由主责部门或信访部门负责组织。 

（八）社会力量参与机制。组织律师、心理咨询师和专业社会工作者进驻联合接访场所，辅助做好法律援助、心理

咨询和情绪疏导等工作。组织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定期到联合接访场所接待来访群众，充分发挥老干部、

老党员、老模范、老教师、老军人等参与解决信访问题的特殊作用。 

（九）教育疏导机制。通过多种形式，加强经常性的法制宣传教育，着力引导来访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规范信

访行为。为进驻警务室创造良好工作条件，支持配合依法维护信访秩序。对违反联合接访场所有关规定、言行过激

的来访群众，做好教育劝导工作。对信访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 

四、组织管理 

（十）改善接访条件。按照方便群众、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的要求，改善接访环境，满足接访需要。 

（十一）健全规章制度。制定进驻部门和人员工作制度，明确职责任务和岗位要求。实行接访公开承诺，工作人员

挂牌上岗。严格来访登记、受理办理、转送交办、督查督办、信息录入等工作流程，做到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

捷高效。 

（十二）加强日常管理。有关部门要把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实、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干部选派到联合

接访岗位并做到人员相对固定，连续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对后备干部、新提任干部，要安排一定时间到联合

接访场所挂职锻炼。派驻人员由信访部门和所在部门双重管理，以信访部门管理为主。信访部门负责本级联合接访

场所的日常管理，根据形势任务相机调整进驻单位和工作人员；对进驻部门和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结果送组

织人事部门和派驻单位备案，作为评先评优和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十三）严格责任追究。对接访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以及未按规定期限、程序受理和答复，引发群众重复

来访、越级走访的，信访部门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的相关规定，

由信访部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责任追究建议。 

 

 

8.3.249）《信访事项办理群众满意度评价工作办法》(国信发〔2014〕16 号 2015-01-01) 

http://www.gjxfj.gov.cn/gjxfj/xxgk/fgwj/zdwj/webinfo/2016/03/1460416222500182.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4-12/18/content_2793670.htm  

http://www.hnxf.gov.cn/info/1010/1511.htm  

信访事项办理群众满意度评价工作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办理程序，提高办理质量和效率，接受群众对信访事项处理过程和办理结果的评价，

根据《信访条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的

通知》等法规文件相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访事项，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简称“信访人”）采用网上信访、书信、走访等

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的情况、提出的意见建议或者投诉请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群众满意度评价（以下简称“满意度评价”），是指信访人（即评价主体）对各级人民政府信访

工作机构和有权处理机关（即评价对象）办理信访事项工作情况作出的评价。 

第四条 满意度评价的范围是通过全国网上信访信息系统第一次登记受理的信访事项。 

对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

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信访事项，以及其他依法不宜公开的信访事项，

不纳入满意度评价范围。 

第五条 满意度评价工作坚持谁初次办理、谁负责公开、谁接受评价的原则；坚持服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参

与、由群众评价的原则；坚持公开透明、接受监督、主动改进工作的原则；坚持科学管理、落实责任、严明纪律、

提高效能的原则。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登记受理的信访事项应在 15 日内分级完成向有权处理机关的转送、交办工作。

国家信访局登记受理的信访事项，分级转送、交办时限一般为：国家信访局 5 日、省级信访工作机构 3 日、市（地）

级信访工作机构 3 日、县级信访工作机构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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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有权处理机关应当健全完善信访事项办理制度，落实首问首办责任，通过督

查、回访、约谈、群众评价等方式，强化过程监督，实施结果问效，推动问题解决。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有权处理机关应当及时公开信访事项处理过程和办理结果，主动接受群众监

督。公开内容包括：信访事项登记日期，信访工作机构分级转交日期，向有权处理机关转交日期，有权处理机关出

具的受理告知单及日期、不予（再）受理告知单及日期、延长办理期限告知单及日期、答复（复查、复核）意见书

及日期等。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有权处理机关应当充分利用全国网上信访信息系统，为信访人查询、评价信

访事项办理情况提供便利条件。 

国家信访局对纳入评价范围的来信、来访事项，采取短信、邮寄、告知等方式向信访人提供查询码，信访人凭查询

码登陆国家信访局门户网站查询评价；对信访人未留手机号码的来信事项，逐级转交后，由直接转交有权处理机关

办理的信访工作机构负责打印查询码并告知信访人。 

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登记受理的、应当纳入评价范围的网上信访事项，信访人通过注册账户登陆国家信访局门户网

站查询、评价。 

第十条 信访人自收到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之日起 30 日内，即可进行满意度评价；超过 30 日未作评价的，视为“超

期未评价”。 

信访人自提出信访事项之日起超过 90 日，未收到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的，可进行满意度评价；超过 120 日未作评

价的，视为“超期未评价”。 

第十一条 满意度评价内容和评价指标。 

（一）对信访工作机构的评价内容：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工作效率等方面。 

（二）对有权处理机关的评价内容：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工作效率、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告知、依法按政策解决信

访问题、按期出具答复意见书并送达等方面。 

设立 3 项评价指标：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指标选项为三选一。设“留言”栏，供信访人选择并填写意见。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应当通过全国网上信访信息系统，对超出办理期限仍未出具答复意见书的信

访事项，下发督办提醒信息，督促责任单位依法按政策认真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并按规定将处理过程和办理结果书

面告知信访人。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有权处理机关要高度重视满意度评价工作。国家信访局对各地各部门满意

度评价总体情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形成综合分析报告，定期向中央领导同志报告，同时通报相关省份和部门负责

同志，抄送省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和相关信访工作机构。 

各地信访工作机构要把满意度评价结果纳入党委、政府信访工作绩效考核内容，作为评选表彰的参考。对评价工作

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及时报告本级党委、政府和联席会议。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有权处理机关要加强对满意度评价工作的督导检查。对工作不到位、责任

不落实，推诿扯皮、弄虚作假的，要视情予以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照相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信访工作机构满意度评价工作办法，参

照本办法制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信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8.3.250）《关于完善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的意见》(国信发〔2013〕8 号 2013-12-10) 

http://www.gjxfj.gov.cn/gjxfj/xxgk/fgwj/zdwj/webinfo/2016/03/1460416222523482.htm  

http://xfj.jl.gov.cn/jlsqzxfwsfwdt/gzzzq/mhksqzxfwsfwdt/ggb_xfdt/201603/t20160317_2175450.html  

http://szol.gov.cn/guide/checkguide/201703/t20170304_6027523.htm  

关于完善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的意见 

信访事项复查复核是《信访条例》确定的一项基本工作制度，是维护信访人合法权益的程序保障。为进一步规范信

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根据《信访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在总结已有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制定本意见。 

一、依法按程序办理。信访事项的处理和复查、复核应严格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进行，切实做到事实清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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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充分、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规范、档案完备。信访事项的处理和复查、复核意见要及时送达信访人，并履

行签字手续。经过听证的复核意见应依法在原信访事项的责任单位、信访人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公示。 

二、完善复查复核制度。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据《信访条例》制定；对信访

人不接受处理（复查）意见，又不提出复查（复核）请求，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反复信访、缠访闹访的，也应作

出相应规定。 

三、实行省级审核认定。明确信访事项“谁复核、谁负责”，复核机关要认真履行职责，对办结意见实行终身负责。

对由省级以下行政机关完成复核的信访事项，由该复核机关按程序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复查复核机构

审核把关。 

四、运用审核认定结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将已审核认定办结的信访事项录入全国信访

信息系统后，该信访事项即从信访工作程序中退出，信访人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

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 

五、强化指导督查责任。国家信访局指导各地各有关部门做好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及

时发现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适时提出改进和完善工作的意见。加强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复查复核工作

情况的抽查监督、动态分析和责任追究。对工作中存在程序不规范、实体不公正、处理意见落实不到位，已审核认

定办结信访事项的信访人继续信访尤其是进京访情况突出的地方，通过告知情况、重点约谈、限期整改等方式，提

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对工作中违反信访工作纪律，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或较大社会影响的，实行责

任倒查，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按中央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办理。 

 

8.3.251）《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初信初访办理工作的办法》(国信发〔2014〕13 号 2014-11-01) 

http://www.gjxfj.gov.cn/gjxfj/xxgk/fgwj/zdwj/webinfo/2016/03/1460416222521056.htm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821652.htm  

http://www.dzqgj.gov.cn/xxgk/zdwj/646.jhtml  

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初信初访办理工作的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初信初访办理工作，规范工作程序，压实首办责任，提高办理质量和效率，根据《信访条例》和《关

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等法规文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初信初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网上投诉、电话、走访等形式，首次向各

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或者投诉请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作出

处理的活动。 

采用前款规定的形式，反映的情况，提出的意见、建议或者投诉请求，称初信初访事项。 

第二条 初信初访办理工作，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

相结合”原则，实行首办负责制。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按照《信访条例》规定的程序、期限，负责受理、转送、交办信访人提出的初

信初访事项，并进行协调、督办。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以外的行政机关按照《信访条例》规定的程序、期限，负责受理、办理法定职权范围内

的初信初访事项，并书面答复信访人。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一）信访人首次向本机关提出的信访事项； 

（二）本级或上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首次转送、交办的信访事项。 

信访人向不同行政机关或同一行政机关不同部门提出信访事项的，先行收到的机关或部门先行受理，并录入信访信

息系统。 

第四条 对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

的初信初访事项，以及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初信初访事项，各级人民政

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予受理，但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并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向

有关机关提出。 

对采用走访形式跨越本级和上一级机关提出的初访事项，上级机关不予受理，按照《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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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处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收到初信初访事项，应及时在信访信息系统中录入信访人姓名

（名称）、住址、联系方式、投诉请求、意见建议以及相应的事实、理由等主要内容，做到要素完整、客观、准确。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收到初信初访事项，应在 15 日内区分不同情况，按下列方式处理，对具备

回复条件的，要以电话、书面等形式向信访人反馈： 

（一）对投诉请求类初信初访事项，转送、交办给有权处理机关办理。 

（二）对意见建议类初信初访事项，其中有利于完善政策、改进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上报本级人民政府作

为决策参考，或转送有权处理机关研究。 

（三）对揭发控告类初信初访事项，按照纪检监察工作相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报送有关负责同志或转送纪检监

察机关、组织部门处理。 

（四）对情况重大、紧急的初信初访事项，应当及时提出建议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决定。 

对网上投诉的初信初访事项，应缩短转送、交办期限，提高工作效率。 

第七条 有权处理机关收到初信初访事项，应当在 15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向信访人出具是否受理告知书。 

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和人事分离、人户分离、人事户分离的初信初访事项，按照《信访条例》第二十四条和

《国家信访局协调“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工作规范》明确的原则和程序划分责任、受理办理。 

第八条 有权处理机关应按照规定的时限和程序办理初信初访事项，向信访人出具处理意见书，并告知请求复查（复

核）的期限和机关；依照《信访条例》有关规定，做好复查（复核）工作，并出具复查（复核）意见书。 

有权处理机关出具的是否受理告知书、处理意见书、延期告知书、复查（复核）意见书应当要素齐全、格式正确、

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并及时送达信访人或有关人员，严格履行签收等手续。相关文书及送达凭证均要及时录入信

访信息系统。 

有权处理机关应当按期向交办机关反馈处理意见、督促处理意见的执行，并做好信访人的政策解释和教育疏导工作。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有权处理机关应为信访人查询初信初访事项办理情况提供便利。对纳入

满意度评价范围的初信初访事项的办理过程、处理结果，应通过互联网等方式予以公开，以便于信访人依据查询凭

证查询并作出评价。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负责督办本级和下级有权处理机关初信初访事项的受理办理情况。对不按

规定登记录入、应当受理而未受理、未按规定期限和程序受理办理、不反馈办理结果或不执行处理意见的，群众评

价“不满意”且确因工作不当引发信转访、重复信访或越级走访的，应当及时督办并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情节严

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信访条例》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等法规文件，向有关地方和部

门提出责任追究建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对收到的初信初访事项应当但未按规定登记、转送、交办，或者应当履行督办职责

而未履行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按前款所依照的法规文件追究责任。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应定期考核下一级机关的初信初访办理工作，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有关

考核情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信访局（办）制定信访工作具体考核意见或办法，应加大初信初访办理工作的考

核比重。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信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8.3.252）《国家信访局关于加强和统筹信访事项督查督办工作的规定》(国信办发〔2013〕16号  2013-07-01) 

http://www.gjxfj.gov.cn/gjxfj/xxgk/fgwj/zdwj/webinfo/2016/03/1460416222525990.htm  

http://xfj.jl.gov.cn/xfzn/xfsxbl/dcdbsxbl/201505/t20150508_1987594.html  

http://office.fzu.edu.cn/html/xfdb/xfgc/2015/05/28/1752ab8a-a268-45d1-b1e0-6c0fbcc566f6.html  

国家信访局关于加强和统筹信访事项督查督办工作的规定 

为进一步加大对信访事项的督查督办力度，提高工作效能和权威，就加强和统筹信访事项督查督办工作，制定本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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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对信访事项的实地督查督办，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组织、统一实施，建立职责明确、协调统一、规范有序、

务实高效的督查督办工作机制。 

第二条 督查室负责统筹信访事项督查督办的协调组织工作，主要是：汇总编制工作计划，具体组织实施，掌握督

查督办结果，综合分析并报告督查督办工作情况。 

办信一司、办信二司、来访接待司、投诉办负责筛选信访事项，提出工作需求，参与或牵头进行督查督办，跟踪了

解督查督办建议的落实情况，报告信访事项的化解情况。 

第三条 督查督办的信访事项主要是，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信访事项，群众来信、来访和网上投诉中反映强烈的信

访突出问题，地方已报结案但信访人不服处理意见的信访事项。 

督查督办严格遵守逐级办理、分级督办的要求，督查督办的信访事项原则上是已经省级部门办理，但信访人仍不断

重复反映的信访事项；涉及有关地方和中央部门，确需由国家信访局或中央联席会议办公室督查组督查督办的“三

跨三分离”信访事项。 

第四条 各业务司室原则上在每月底前提出督查督办需求，包括事项、理由、时间、方式和人员等内容，征得分管

局领导同意后，送督查室汇总。 

督查室对业务司室的督查督办需求综合汇总后，协调提出具体工作方案，由分管局领导审核后，报局长办公会研究

确定。 

对重大、紧急信访事项的督查督办，经局主要领导批准后随时组织。 

第五条 督查督办主要由督查室牵头组织相关业务司室进行，必要时可协调相关部委联合进行。 

经局长办公会研究指定，主办业务司室可牵头组织督查督办。 

主办业务司室要充分利用网络、电话、信函等方式，督办信访事项的落实情况。 

第六条 落实“谁牵头，谁负责”、“谁督办，谁审核”的督查督办工作责任制，坚持带着问题下去、带着成果回来。

每一次督查督办都要有建议、有报告、有结果。 

第七条 督查督办活动统一组织安排，各业务司室不得单独组织，避免同一信访事项多头督查督办，避免到同一地

区密集督查督办。 

第八条 加强督查督办工作情况的信息沟通和共享。督查室要及时将督查督办工作方案及工作情况通报相关司室；

主办业务司室对督查督办事项的结果，要及时向督查室反馈并录入全国信访信息系统，实现资源共享。 

第九条 督查督办应由信访督查专员或副司级以上干部带队，每次组成人员原则上不超过 4 人。 

严格执行督查督办工作方案，不得随意改变工作地点和路线。 

严格执行廉政纪律，不得接受超标准接待或与工作无关的接待安排，不得接受纪念品或土特产。 

第十条 信访事项督查督办工作，统一以国家信访局或中央联席会议办公室督查组的名义进行。 

本规定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8.3.253）《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国信发〔2014〕

4 号 2014-05-01) 

http://www.gjxfj.gov.cn/gjxfj/xxgk/fgwj/zdwj/webinfo/2016/03/1460416222543253.htm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423/c99014-24934756.html  

http://www.mva.gov.cn/fuwu/xxfw/qywh/201807/t20180721_14013.html  

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属地责任、提高信访工作效能，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推动信访事项及时就地解决，根

据《信访条例》和《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等法规文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要按照《信访条例》“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和有关规定，分级受理职责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并按规定的

程序和期限办理。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要高度重视初信初访，及时就地妥善处理信访事项，防止因受

理不及时、办理不到位导致信转访或走访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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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子邮件、网上投诉等书面形式。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

访事项，应当根据信访事项的性质和管辖层级，到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

首先接谈的机关先行受理，不得推诿。 

对跨越本级和上一级机关提出的信访事项，上级机关不予受理，并引导来访人以书面或走访形式向依法有权处理的

机关提出，同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下级有关机关。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对来访人反映的信访事项要逐一登记，在规定期限内决定是否

受理，并告知来访人。有权处理机关必须向来访人出具是否受理告知书。不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要指明受理机

关。 

“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按照《信访条例》第二十四条和《国家信访局协调“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工作规范》

明确的原则和程序划分责任、受理办理。 

第六条 对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

的信访事项，以及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及

其他行政机关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来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 

第七条 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来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或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

的，上级机关不予受理。 

第八条 来访人对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不服，未提出复查（复核）请求而到上级机关再次走访的，各级人民

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予受理，并引导来访人走复查（复核）程序。 

第九条 对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不服，但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期限未请求复查（复核）的，不再受理。 

已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复查复核机构审核认定办结，或已经复核终结备案并录入全国信访信息系统的

信访事项，来访人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 

第十条 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部门对应到而未到省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事项，或

者省级相关部门正在处理且未超出法定处理期限的，不予受理；信访事项已经复核终结的，不再受理。 

第十一条 有权处理机关要在规定期限内办理信访事项，向来访人出具处理意见书，并告知请求复查（复核）的期

限和机关。如需延期办理，应当出具延期告知书。来访人请求复查（复核）的，复查（复核）机关应当书面告知是

否受理，并在规定期限内出具复查（复核）意见书。 

处理意见书、延期告知书、复查（复核）意见书应当及时送达来访人，并严格履行签收手续。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要及时将信访事项信息及受理、办理环节各项书面文书统一

录入全国信访信息系统，确保程序规范、数据完整、信息共享。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负责督办本级和下级有关行政机关的信访事项受理、办理情况。对于不

按要求登记录入、应受理而未受理、未按规定期限和程序受理办理信访事项、不执行信访事项处理意见，造成群众

越级走访的，按照《信访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予以督办，提出改进建议，并视情通报；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

果的，依据《信访条例》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等法规文件，向有关地方和部门提出责任追究

建议。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要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引导来访人以书面形式

提出信访事项、按照《信访条例》规定的程序逐级走访。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部门要依据《信访条例》和

本办法，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制定实施细则。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信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8.3.25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2007 年 3月 10 日 中发[2007]5 号) 

http://www.gjxfj.gov.cn/gjxfj/xxgk/fgwj/flfg/webinfo/2007/06/1541706492136527.htm  

http://www.gjxfj.gov.cn/gjxfj/xxgk/fgwj/zcjd/webinfo/2016/03/1460416222582372.htm  

http://www.mwr.gov.cn/fw/slxf/xffgjxgzd/201612/t20161222_775869.htm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6/24/content_62843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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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v.cn/jrzg/2007-06/24/content_659992.htm  

http://office.fzu.edu.cn/html/xfdb/xfgc/2015/04/16/88336cdd-769d-4a96-aa7c-f666abe00e40.html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 

一、充分认识信访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强化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政治责任 

（一）正确认识当前信访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信访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精神，积极畅通信访渠道，依法规范信访秩序，切实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妥善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

全面加强信访工作各项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但由于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

关键时期，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

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既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大量矛盾

和问题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加上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不到位，一些干部的作风不扎实，一些群众的法制观念

比较淡薄，使信访问题进一步凸显，信访工作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各级党委、政府要正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

特征，科学分析产生信访问题的原因和背景，深刻认识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进一步加强新时期

信访工作，使信访工作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二）切实增强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的责任感。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信访工作作为党

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倾听群众呼声的窗口、体察群众疾苦的重要途径，在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级党委、政府一

定要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高度，从提高党的

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做好信访工作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自觉把信访工作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位置，切实抓紧抓好。 

二、明确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把握信访工作的正确方向 

（三）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牢记为民宗旨，

发扬务实作风，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四）新时期信访工作的目标任务。以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着力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构

建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新格局，建立畅通、有序、务实、

高效的信访工作新秩序，形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任务相适应的信访工作新机制，推进信访工作的制度化、

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坚持依法按政策解决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五）在政策制定中统筹兼顾各方利益。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统筹兼顾各

方面群的利益。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综合考虑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

保持政策的严肃性、连续性、稳定性，注意相关政策之间的关联性。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重

视信访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六）认真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对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要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法律法规和政策有

明确规定的，要依法按政策抓紧解决；对群众要求合理，但法律法规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不够完善的，要抓

紧研究制定和完善法律、政策；对群众提出的应当解决但因客观条件不具备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要主动说明情况，

向群众解释清楚，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适时予以解决；对群众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要进行说

服教育、积极引导。要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不能突破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能为求得一时一事的解决而引起攀

比和新的矛盾。 

（七）着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要把解决信访突出问题作为工作重点，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

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信访工作原则，切实把信访突出问题妥善处理在本地区

本部门、解决在基层，不能将矛盾和问题推给上级、推向社会。当前，尤其是要着力解决好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

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组织有权处理信访问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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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积极开展联合接访，促进重大疑难突出问题的解决。要高度重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解决。各级司法部门、行

政执法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严格公正执法，妥善解决信访人的合理诉求。各级党委政法委要加强协调指导和督促

检查，认真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等问题。 

（八）坚持解决实际问题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要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在依据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解决群众反映问题的同时，加强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切实做好解疑释惑、疏导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要认

真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切实把处理群众信访问题的过程作为思想教育和政策法制

宣传的过程，帮助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了解各方面为解决问题所作的努力，

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

定的大局。 

四、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依法规范信访秩序 

（九）完善信访诉求表达方式。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信访权利，对群众来访要坚持文明热情接待，对群众

来信要认真负责办理，坚决纠正限制和干涉群众正常信访活动的错误做法，确保信访渠道畅通。要通过开通信访绿

色邮政、专线电话、网上信访等多种渠道，引导群众更多地以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表达诉求，确保民

情、民意、民智顺畅上达。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设立国家投诉受理中心，为群众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查

询办理情况提供便利条件，为督查信访工作提供工作平台，确保群众诉求得到及时反映和有效处理。 

（十）广泛征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要建立健全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监督权，引导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积极献计献策，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要对

人民建议进行认真汇集和分析研究，对重要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深入调研和论证，对正确合理的意见充分肯定和采纳，

及时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完善政策，接受监督。 

（十一）大力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制度。要认真坚持党政领导干部阅批群众来信、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带案

下访和包案处理信访问题等制度。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信访群众制度，拓宽

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了解群众愿望，

关心群众疾苦，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 

（十二）认真履行信访工作职责。要健全和完善科学规范的受理、交办、督办、回复群众信访事项的工作规则和制

度，确保信访事项得到及时妥善处理。有权处理信访问题的责任部门要严格按照《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认真负

责地办理信访事项，不得推诿拖延。要抓紧建立解决重复上访、多次信访问题的长效机制，着力化解长期积累的矛

盾纠纷。要以是否依法按政策处理到位作为衡量信访事项办理质量的主要标准，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经得起

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十三）依法规范信访行为。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群众正确履行公民权利和义

务，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对信访活动中少数人违反有关法律

法规，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要高度警惕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

和境外敌对势力插手人民内部矛盾的图谋，依法严厉打击其利用信访活动进行渗透破坏的行为。 

五、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努力提高信访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十四）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综合协调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加强组织协调，整合社会管理资

源，形成做好信访工作的强大合力。要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疏导、听证

等办法，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及时妥善地处理信访问题。地方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与部门之间要加强配

合、密切协作，共同处理好跨地区跨部门的信访问题。要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和信访部门的综合协调指导作用，形成

上下联动、左右协调、运转高效、综合施治的工作机制。 

(十五)建立健全信访问题排查化解机制。要把信访工作的重心从事后处理转移到事前排查化解上来，做到发现得早、

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理得好。要坚持经常排查和集中排查相结合，及早发现信访苗头和倾向，特别是对群众反

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要进行重点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要严格落实化解责任，明确主要负责人、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员，限期妥善解决，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十六）建立健全信访信息汇集分析机制。要健全和完善多层次、全方位的信息报送网络，确保信息传递渠道畅通。

要及时、准确、全面、有效地报送信访信息，特别是对涉及可能引发大规模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的信息，必须按规定及时报告并超前做好工作，不得迟报、漏报和瞒报。要综合开发利用信息资源，进一步

提高分析研判水平，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403 页 共 3277 页 

（十七）建立健全信访督查工作机制。要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信访部门组织实施、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

的信访督查工作机制。要配齐配强督查力量，建立和完善信访督查专员制度，不断加大督查工作力度，确保信访工

作决策部署得到贯彻落实，推动群众信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要支持和保证信访部门充分

履行督查办尤其是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政策、给予处分建议的职责。要加强对典型经验的总结推广和宣传，推动信

访工作健康发展。 

六、着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预防和妥善处理信访问题的能力 

（十八）提高基层化解矛盾的能力。绝大多数信访问题发生在基层，信访工作的重心也应放在基层。要牢固树立固

本强基的思想，做到重心下移、关口前移，及时化解矛盾，就地解决信访问题。要着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

建设，下大气力抓好基层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基层组织解决矛盾的能力。要教育引导基层干部改进思想

作风和工作作风，防止因滥用职权、作风粗暴侵害群众合法权益而引发信访问题。要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群众初信

初访反映的问题。要加强基层信访工作机构建设，乡镇（街道）、村（居）委会要有相应的机构或人员负责信访工

作，县（市、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向社区派出接访员，形成层层有人抓、有人管的基层信访工作网络。国有大中

型企业和事业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信访工作机构，或配备专（兼）职信访工作人员。 

（十九）加强县级信访工作。预防和解决基层发生的信访问题，县级是关键。要高度重视县级信访工作，切实加强

指导，特别是对信访问题较多、群众上访量大、工作比较薄弱的地方，要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不断提高信访工作

整体水平。要建立健全县级党委常委会和政府办公会研究信访工作的制度，及时研究信访工作，提出加强和改进工

作的措施。县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包案解决信访问题，深入一线指挥处置重大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

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担负起保一方和谐稳定的责任。 

七、进一步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构建信访工作新格局 

（二十）健全信访工作领导体制。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切实将信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

听取信访工作汇报，认真研究部署信访工作。要明确分管信访工作的负责同志，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各级信访

部门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要与形势任务相适应；中央和国家机关特别是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部门、单位，

要根据各自工作任务，配齐配强信访工作力量；各级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

体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切实抓好各自职责范围内的信访工作。国家信访局要加强对全国信访工作的协调指导。 

（二十一）认真落实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各地区各部门的主要领导是信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地区本部门的

信访工作负总责，对重要信访事项要亲自推动解决；分管信访工作的领导负直接责任，抓各项具体工作的落实；其

他领导成员“一岗双责”，按照分工抓好分管方面的信访工作，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信访工作领导责任

体系。要建立科学的信访工作考核评价办法，将信访工作情况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内容。要严格实

行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制，对因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违法行政、侵害群众合法权益引发信访问题，或对群众反映的

信访问题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不认真解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对有关领导和责任人予以党纪政纪处分；触犯法

律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二十二）切实加强信访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信访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

建设，配齐配强领导力量，优化班子结构，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办事公道、作风优良、熟悉法

律法规和政策、拥有丰富群众工作经验、具备较强社会管理能力的信访干部队伍。要加大信访干部的培养、教育、

使用和交流力度，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工作业绩突出的，要予以重用，对长期从事信访工作、作出突出贡

献的，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信访系统先进事迹，要及时总结推广，树立好的典型，倡导好的作风。要进一步探索

建立后备干部和新提拔干部到信访部门锻炼的制度，把信访部门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基地。中央信访工作机构

要研究制定信访工作人材队伍的培养规划。要高度重视信访部门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大对信访工作的投入，建设好

群众上访接待场所，发送信访部门的办公重要依据信访工作办公经费和处理信访事项的业务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

以保证。广大信访干部要切实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继续发扬信访工作的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地做好新时期

的信访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努力奋斗。 

军队系统的信访工作，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按照本意见精神另行规定。 

2007 年 3 月 10 日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404 页 共 3277 页 

8.3.255）《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范围和立案标准》() 

http://www.nsjcy.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832  

一、贪污案的立案标准：个人贪污数额在 5 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不满 5 千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

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款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

转移赃物等情节应予立案。 

二、挪用公款案的立案标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 5 千元至 1 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挪用公款数额

在 1 万元至 3 万以上，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 1 万元至 3 万以上，超过 3 个月未还的

应予立案。 

三、受贿案的立案标准：个人受贿数额在 5 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不满 5 千元，但具有因受贿行为而使国家或者社

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强行索取财物的应予立案。 

四、单位受贿案的立案标准：单位受贿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五、行贿案的立案标准：行贿数额在 1 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六、对单位行贿案的立案标准：个人行贿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七、介绍贿赂案的立案标准：介绍个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 2 万元以上的；介绍单位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八、单位行贿案的立案标准：单位行贿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九、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立案标准：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十、私分国有资产案、私分罚没财物案的立案标准：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私分罚没财物，累计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

的应予立案。 

 

渎职犯罪案件  

一、滥用职权案：1、造成死亡１人以上，或者重伤２人以上，或者重伤 1 人、轻伤 3 人以上，或者轻伤５人以上

的；2、导致 10 人以上严重中毒的；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10 万元，

但间接经济损失 50 万元以上的；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20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

经济损失不满 20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的；5、虽未达到 3、4 两项数额标准，但 3、4 两项合计直接

经济损失 20 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20 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的；6、造成公司、企

业等单位停业、停产 6 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7、弄虚作假，不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

缓报、谎报情况，导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结果继续、扩大，或者致使抢救、调查、处理工作延误的；8、严重损害国家

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应予立案。 

二、玩忽职守案：1、造成死亡１人以上，或者重伤３人以上，或者重伤 2 人、轻伤 4 人以上，或者重伤 1 人、轻

伤 7 人以上，或者轻伤１０人以上的；2、导致 20 人以上严重中毒的；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15 万元以

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15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75 万元以上的；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

直接经济损失３０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30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150 万元以上的；5、虽未达到 3、

4 两项数额标准，但 3、4 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30 万元，但间接经济

损失 150 万元以上的；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 1 年以上，或者破产的；7、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

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 100 万美元以上外汇被骗或者逃汇 1000 万美元以上的；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的；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应予立案。 

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案： 

四、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 

五、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案： 

六、枉法追诉、裁判案： 

七、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案： 

八、私放在押人员案： 

九、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案： 

十、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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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 

十二、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案： 

十三、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1、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１０万元以上的；

2、上级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指使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 10 万元

以上的；3、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不满 10 万元，但具有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或者其他恶劣情节的；4、其他

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情形，应予立案。 

十四、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案：1、徇私舞弊，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 10 万元以上的；徇私

舞弊，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不满 10 万元，但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 25 份以上或者其他发票 50 份以上或者增值税

专用发票与其他发票合计 50 份以上，或者具有索取、收受贿赂或者其他恶劣情节的；3、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情形，应予立案。 

十五、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案： 

十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30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150 万元以上的；2、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的，应予立案。 

十七、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案：1、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允许采伐数量累计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导致林木

被超限采伐 10 立方米以上的；2、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导致林木被滥伐 20 立方米以上，或者导致幼树被滥伐 1000

株以上的；3、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导致防护林、特种用途林被滥伐 5 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被滥伐 200 株以上

的；4、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导致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树木被滥伐的；5、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导

致国家禁止采伐的林木被采伐的；6、其他情节严重，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形，应予立案。 

十八、环境监管失职案：1、造成死亡１人以上，或者重伤３人以上，或者重伤 2 人、轻伤 4 人以上，或者重伤 1

人、轻伤 7 人以上，或者轻伤 10 人以上的；2、导致 30 人以上严重中毒的；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15 万

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15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75 万元以上的；4、造成公共财产、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30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150 万元以上的；5、虽未达到

3、4 两项数额标准，但 3、4 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30 万元，但合计间

接经济损失 150 万元以上的；6、造成基本农田或者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 10 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

50 亩以上，或者其他土地 70 亩以上被严重毁坏的；7、造成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和地下水源严重污染的；8、其他

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情形，应予立案。 

十九、传染病防治失职案： 

二十、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案：1、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 10 亩以上的；2、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

农田以外的耕地 30 亩以上的；3、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其他土地 50 亩以上的；4、虽未达到上述数量标准，但造成

有关单位、个人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造成耕地大量毁坏或者植被遭受到严重破坏的；5、非法批准征用、

占用土地，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引起纠纷，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6、非法批准征用、占用防护林

地、特种用途林地分别或者合计 10 亩以上的；7、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其他林地 20 亩以上的；8、非法批准征用、

占用林地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造成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分别或者合计 5 亩以上或者其他林地

10 亩以上毁坏的；9、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应予立案。 

二十一、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案：1、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 10 亩以上，并且出让价额低于国家规定的最

低价额的 60％的；2、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价额 30 万元以上的；3、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影响群众生

产、生活，引起纠纷，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4、非法低价出让林地合计 30 亩以上，并且出让价额低

于国家规定的最低价额的 60%的；5、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30 万元以上的；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应予立案。 

二十二、放纵走私案： 

二十三、商检徇私舞弊案： 

二十四、商检失职案： 

二十五、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案： 

二十六、动植物检疫失职案： 

二十七、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案： 

二十八、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境证件案： 

二十九、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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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案：1、导致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

的；2、导致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被转移、隐匿、转卖，不能及时进行解救的；３、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

儿童不进行解救 3 人次以上的；4、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5、其他造成

严重后果的情形，应予立案。 

三十一、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案：1、利用职权，禁止、阻止或者妨碍有关部门、人员解救被拐卖、绑

架的妇女、儿童的；2、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拐卖、绑架者或者收买者通风报信，妨碍解救工作正常进行的；3、

其他利用职务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应予立案。 

三十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1、向犯罪分子泄漏有关部门查禁犯罪活动的部署、人员、措施、时间、地点

等情况的；2、向犯罪分子提供钱物、交通工具、通讯设备、隐藏处所等便利条件的；3、向犯罪分子泄漏案情的；

4、帮助、示意犯罪分子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翻供的；5、其他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应予追究刑事

责任的情形，应予立案。 

三十三、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案： 

三十四、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案： 

 

8.3.256）《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要准确把握法律适用标准》() 

http://www.spp.gov.cn/tt/201605/t20160523_118430.shtml  

http://www.spp.gov.cn/tt/201605/t20160524_118522.shtml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 年 4 月 18 日起施

行  

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要准确把握法律适用标准（上）  

  编者按 2016 年 4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便于正确把握、准确适用司法解释，特将专家解读文章分上、下两部分连续刊出，敬请关

注。 

  2016 年 4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现对《解释》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解释》的制定背景 

  贪污贿赂犯罪滋生各种腐化现象，败坏社会风气，扰乱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破坏

国家廉政建设，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动摇我国执政根基，社会危害性极大，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和社

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反腐败工作，加大惩处腐败犯罪的力度，坚持有腐必反、有

贪必肃，坚持反腐败无禁区，“老虎”“苍蝇”一起打。近些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较

大成效，但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实践中，存在许多法律适用问题亟待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下称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有关定罪量刑规定的修改

亟须明确适用标准。刑法修正案（九）有关修改主要包括：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和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突出

数额之外其他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对贪污罪、受贿罪增设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对贪

污罪和贿赂犯罪增设罚金刑;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行贿罪从宽处罚规定更为严格的适用条件。刑法修正

案（九）已于 2015 年 11 月 1 日生效施行，这些新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理解、把握和具体适用，亟须制定司

法解释予以明确。 

  二是贪污贿赂犯罪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亟须明确处理意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出一些

新情况和特点，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法律适用问题。比如，过去贿赂犯罪的对象主要是金钱和物品，现在出现了

各种形式的财产性利益输送，对于给予、收受这些利益的行为能否以贿赂犯罪处理？又如，受贿犯罪，过去主要表

现为国家工作人员直接索取或者收受贿赂，现在一些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没有收受贿赂，收受贿赂的是国家工

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员，这种情况能否以受贿罪追究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些新情况新

问题给刑事法网的严密性和刑罚惩治的针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亟须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三是司法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亟须统一意见。贪污贿赂犯罪具有其特殊复杂性，理论上和实践中

对于一些法律适用问题长期存在意见分歧。比如，作为受贿犯罪的法定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究竟应如何理解，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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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履职后收受感谢费”“感情投资”等能否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又如，实践中经常遇见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辩称自己没有非法占有财物，不构成贪污受贿，因为有关涉案款物均是用于公务支出、社会捐赠等，那么这

些情形对于定罪量刑究竟有没有影响？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法律的统一适用，也关系到依法惩治腐败的实际效果，亟

须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和解决。 

  鉴于上述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深入细致的调研基础上，对当前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较为

突出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梳理和筛选研究，广泛征求了立法机关、各级司法机关、专家学者等方面意见，研究制

定了《解释》。该解释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 50 次会议、2016 年 3 月 28 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80 次会议通过，2016 年 4 月 18 日对外公布，并自同日起施行。 

  二、主要内容及逐条说明 

  《解释》共 20 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几个问题：（1）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第 1 条至第 3 条）；（2）

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适用标准及终身监禁的适用原则（第 4 条）；（3）挪用公款罪、行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等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第 5 条至第 11 条）；（4）作为贿赂犯罪对象的“财物”的范围及“财产性利益”的理解和认

定（第 12 条）；（5）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理解和认定（第 13 条）；（6）行贿罪法定从宽处罚情节适用

条件的理解（第 14 条）；（7）受贿犯罪数额的计算（第 15 条）；（8）贪污罪、受贿罪主观故意的认定（第 16 条）；

（9）受贿犯罪同时构成渎职犯罪的处断原则（第 17 条）；（10）违法所得的追缴、退赔（第 18 条）；（11）罚金刑

的适用（第 19 条）。 

  （一）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第 1 条至第 3 条） 

  《解释》第 1 条至第 3 条分别规定了贪污罪、受贿罪的三档法定刑的具体适用标准。 

  根据这三条规定，贪污罪、受贿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数额标准分别是 3 万元以

上、20 万元以上、300 万元以上。由于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受贿犯罪除规定了数额标准外，还规定了情节标准，

因此，《解释》对贪污罪、受贿罪“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采取了“数额标准＋从重情形”

的模式，即贪污受贿犯罪数额在“1 万元以上不满 3 万元”“10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150 万元以上不满 300 万

元”，同时具有第 1 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从重处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具有“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

严重情节”。 

  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并综合征求意见情况，《解释》一是对贪污罪规定了六种从重处罚情形：（一）贪污救灾、抢

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这是基于犯罪行为特定危害性而提出的，贪

污特定款物较一般款物具有更为严重的危害性，一直也是刑事打击的重点。（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

党纪、行政处分的；（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这是基于人身危险性考虑，行为人受过处分或者被刑事

追究仍不思悔改，说明行为人主观恶性大，需要从严惩治以起到刑罚特殊预防的效果。（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

动的。行为人犯罪后将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

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不配合追缴，说明无悔罪表现，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难以

挽回。（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本项是兜底条款。二是关于受贿罪从重处罚情形，除贪污罪规定

从重处罚情形的第（二）至（六）项以外，还增加规定了三项，即（一）多次索贿的。“多次”一般是指三次以上，

既包括对同一请托人索贿三次以上，也包括对不同请托人，累计三次以上。（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

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受贿者与请托人进行权钱交易，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

具有更为严重的危害性，理应从严惩处。（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解释》对吏治腐败给予高度关注，

因此将违规使用干部作为受贿罪加重处罚的一个情节。 

  关于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还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一是《解释》是根据立法授权作出规定。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原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

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因此，《解释》

根据立法授权，在经过了广泛调研、征求意见和论证，并征得立法机关同意的基础上，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

刑标准予以明确规定。 

  二是《解释》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对有关数额标准作出调整。以起刑点为例，1980 年以来，我国贪污受贿

犯罪起刑点数额标准曾调整过三次。1986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贪污罪、受贿罪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是 1000

元；当时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828 元。198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对

贪污罪、受贿罪规定的起刑点数额标准是 2000 元；与之对应当时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181 元。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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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规定的起刑点数额为 5000 元，当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160.3 元。2015 年我国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1195 元，因此，对照以往规定，贪污受贿犯罪的起刑点调整为 3 万元较符合现实情况。 

  三是《解释》规定各地对贪污受贿犯罪案件执行统一的数额标准。近年来，实践中由于受地域差距等因素的影

响，各地对贪污受贿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和定罪量刑的标准不尽统一，需要统一规范，一体遵循。《解释》从司法公

正出发，对贪污受贿犯罪执行统一的数额标准，既不规定起点刑幅度，也不搞地区差别。 

  四是《解释》体现了“把党纪挺在前面”的精神。惩治腐败在刑罚之前还有党纪、政纪处分，两者之间必须做

到相互衔接、相互协调，为党纪、政纪发挥作用留有空间，体现“把党纪挺在前面”的精神。因此，《解释》对贪污

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包括将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 1997 年刑法确定的 5000 元调整至 3

万元，同时对其他档次的量刑标准也作相应调整。 

  五是实践中应当避免唯数额论和重数额轻情节的错误倾向。《解释》虽然提高了贪污、受贿犯罪的起刑点，但

并非对 3 万元以下的案件一律不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解释》第 1 条第二、三款、第 2 条第二、三款和第 3 条第

二、三款，对于虽未达到相应法定刑数额标准（3 万元、20 万元、300 万元），但具有本解释规定从重情节之一的，

应当认为构成犯罪或者提档升格量刑。如对于贪污、受贿数额在 1 万元以上不满 3 万元，同时具有《解释》规定情

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38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罚金。实践中，应当注意处理好贪污受贿犯罪数额和情节的关系。各地不得擅自提高定罪标准，有案不立；也不得

擅自降低标准，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对于未达到《解释》规定数额标准的举报线索，也应当依法受理，只要经初查

有证据证明达到了标准的，就应当立案。 

  （二）关于死刑、死缓及终身监禁的适用（第 4 条） 

  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适用主要作了两处调整：一是修改了死刑适用条件，将“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死刑”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二

是增加了终身监禁的规定。《解释》第 4 条根据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和我国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和慎重适用

死刑的死刑政策，分三款规定了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般死缓和终身监禁的具体适用。 

  第 4 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死刑立即执行。即死刑立即执行只适用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

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换言之，对于极少数罪行特别严重、

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应当坚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第 4 条第二款规定一般死缓。即对于虽然符合第一款判处死刑适用条件，但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换言之，《解释》规定对于符合死刑立即执行条件但同时具有法定从宽等处罚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

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第 4 条第三款规定终身监禁的适用。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的一种新的死刑执行措

施，而不是一个新的刑种。从执行效果来说，它比一般死缓更为严厉。《解释》对终身监禁具体适用从实体和程序

两个方面予以了明确：一是明确终身监禁适用的情形，即主要针对那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

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决定终身监禁；二是明确凡决定终身监禁的，在一、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就应当

一并作出终身监禁的决定，而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视情而定，强调终身监禁决定后，就必须“牢底坐穿”，

不受执行期间服刑表现的影响。 

  （三）关于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调整（第 5 条、第 6 条） 

  《解释》第 5 条、第 6 条规定了挪用公款罪的定罪量刑标准。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挪用公款解释》）已颁行 18 年，有关数额标准的规定明显滞后，有必要调整。

由于挪用公款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要轻于贪污罪，为防止刑罚“轻重倒挂”，《解释》参照贪污罪有关规定，对挪用

公款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相应修改。 

  修改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将各地可以根据本地情况制定具体执行的数额幅度标准修改为全国统一的数额标准，

同时适当提高了具体数额标准。如《挪用公款解释》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以挪用 5000 元

至 1 万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数额较大、超过三

个月未还的，以挪用公款 1 万元至 3 万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解释》调高了上述标准，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

以 3 万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以 5 万元为

“数额较大”起点。二是增加规定了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数额巨大”的标准。《挪用公款解释》第 3 条对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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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仅规定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和“情节严重”，而未对“数额巨大”的标准作出规定。

实践中，对于挪用公款罪进行非法活动中“数额巨大”如何适用存在疑问。《解释》对此明确了“300 万元以上”的

数额标准。三是对挪用公款“情节严重”作了进一步明确。《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采取“纯数额”和“数额

+从重情形”的模式，从而使规定更为合理和科学。如《解释》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具有以

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情节严重”：（一）挪用公款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

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的；（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 50 万元以

上不满 100 万元的；（四）其他严重的情节。又如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384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挪用公款数额在 200 万元以上

的；（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不满 200 万元的；（三）

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不满 200 万元的；（四）其他严重的情节。 

  (四)关于行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第 7 条至第 9 条） 

  《解释》第 7 条、第 8 条、第 9 条根据行贿罪的三档法定刑，分别规定了入罪门槛、“情节严重”和“情节特

别严重”的适用标准。由于《解释》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进行了调整，实践中，如果不对行贿罪

的有关数额标准一并进行调整，仍执行 2012 年“两高”《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

称《行贿解释》）有关标准，那么，司法实践中行贿罪与受贿罪之间则可能出现量刑“轻重倒挂”现象。因此，《解

释》修改了《行贿解释》有关规定。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提高了有关数额标准。将行贿罪起刑点由原先的 1 万元调整为 3 万元，同时按照五倍比例原则，上调了行

贿罪“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中的有关数额标准。例如，将原来规定的“20 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100 万

元以上”调整到“100 万元以上不满 500 万元”“500 万元以上”。 

  二是对行贿罪的入罪门槛增设了“数额+情节”的追诉标准。即除规定行贿数额 3 万元以上的应当以行贿罪追

究刑事责任之外，对于行贿 1 万元以上不满 3 万元，但具有《解释》规定下列从重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追究刑事责

任：（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四）向负有

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五）向司法工作人员

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的。主要考虑是一些行贿行为虽然数

额不大，但行贿范围广、向特定领域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损失大、影响坏，有必要对这些行为予以刑事制裁。

这样规定，既与受贿罪的有关规定相一致，也较好解决了“重受贿，轻行贿导致对行贿惩处失之于宽、不利于切断

受贿犯罪因果链等问题”。 

（五）明确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第 10 条） 

  《解释》第 10 条分三款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及其单位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为

依法从严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的贿赂犯罪，《解释》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

受贿罪、行贿罪适用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其中，第 10 条第一款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定罪量刑适用标准，

参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执行。第 10 条第二款规定，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定罪量刑适用标准，参照本解

释关于行贿罪的规定执行。第 10 条第三款规定，单位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应当以对有影响

力的人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这里需注意的是，单位实施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问题。根据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犯罪规定，单位能够

成为贿赂犯罪主体的罪名除了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之外，还有刑法第 387 条单位受

贿罪、第 391 条对单位行贿罪、第 393 条单位行贿罪、第 396 条规定的私分国有资产罪和私分罚没财物罪。 

  关于单位犯罪，《解释》之所以只规定了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主要出于以下考

虑：一是已有司法解释规定了立案标准。由于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犯罪中大多数单位犯罪只有一档法定刑，且 1999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发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下称《立案标准》）

已对单位受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规定了立案标准。《立案标准》对这些单位犯罪区别于自然人犯罪，

规定了较高的标准，目前这些标准仍然有效，应当继续适用。如第 391 条对单位行贿罪，《立案标准》第 6 条规定，

对单位行贿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个人行贿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2.

个人行贿数额不满 10 万元、单位行贿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为谋取非法

利益而行贿的；（2）向 3 个以上单位行贿的；（3）向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行贿的；（4）致使国家或

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二是案件较少，《解释》作出规定的条件不成熟。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单位实施有关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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赂犯罪中，规定两档法定刑的只有私分国有资产罪和私分罚没财物罪。《立案标准》规定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私分

罚没财物，累计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六）明确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第

11 条） 

  《解释》第 11 条分三款，规定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罪四个罪名定罪量刑的适用标准。以往司法解释文件中，只有 2010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

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规定了上述四个罪名的立案追诉标准，没有司法解释对这些罪名的具体

量刑，特别是第二档法定刑的适用作出规定。实践中，各地掌握的标准不一，对于能否参照对应的国家工作人员职

务犯罪有关标准定罪量刑，以及如何参照适用均不明确。因此，《解释》明确这四个罪名定罪量刑标准按照对应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有关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的一定倍数执行。这里掌握的倍数比例关系，一般是二倍关系，个别情

况下是五倍关系。这是因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都只有两档法定刑（该两罪法定刑相同），第一档

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档法定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均重于受贿罪、贪污罪的第一档、第二

档法定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从量刑均衡考虑，对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受贿罪、贪污罪对应数额标准的五倍执行，其他数额标准均

按照对应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有关数额标准的二倍执行。 

  （七）进一步明确了贿赂犯罪对象范围（第 12 条） 

  《解释》第 12 条对贿赂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贿赂犯罪的本质在于：权钱交易。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行贿

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便利，向他人索取或者收受

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可见，根据刑法规定，贿赂犯罪的对象是“财物”。因此，如何界定贿赂犯罪中的“贿

赂”，关键在于对刑法中规定的“财物”应当如何理解和进行解释。这些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贿赂犯罪手

段越来越隐蔽。比如，有的行为人通过低买高卖交易的形式收受请托人的好处，有的行为人通过收受干股、合作投

资、委托理财、赌博等方式，变相收受请托人的财物。这类贿赂犯罪隐蔽性强，社会危害性大，有必要依法予以惩

处。因此，《解释》第 12 条对什么是“贿赂”，作出了专门的规定。 

  根据《解释》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

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

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解释》第 12 条对贿赂的规定，参考了 2008 年 11 月“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规定，对什么是“财产性利益”作了进一步明确。这条规定既是对以往司

法解释文件和司法经验的梳理和总结，也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关于“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的精神和要求，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从严打击贿赂犯罪的呼声。 

  （八）进一步明确“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第 13 条） 

  《解释》第 13 条分两款规定了受贿犯罪构成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理解和认定问题。 

  第 13 条第一款列举了三种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解决了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即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一）

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

由收受他人财物的。该款规定系根据 2003 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纪要》）和实

践经验作出。其中，第（一）、（二）项源于《纪要》。根据《纪要》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

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实施其一即可认定。第（一）项核心内容是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认定“为他人谋

取利益”，至于是否着手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为他人谋利事项是否已完成均在所不问。第（二）项核心内容是明确

收受财物与职务相关的具体请托事项有关联的，即应当以受贿处理。第（三）项的核心内容是，明确事后受贿可以

构成受贿罪。基于惩治贪腐犯罪的现实需要考虑，事前受贿和事后受贿没有实质不同，均是钱权交易，侵害了公职

行为的廉洁性和国家廉政建设制度。根据本款规定，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以及履职时

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等情形，都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表现形式。不论是否实际为

他人谋取了利益，不论事前收受还是事后收受，均不影响受贿犯罪的认定。 

  第 13 条第二款对一些所谓的“感情投资”提出了明确意见。《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

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 3 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

谋取利益。实践中，由于此类情况较为复杂，不区别情况，可能会造成打击面过宽。因此，适用时注意两点：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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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款规定强调行为性质是权钱交易，即可能影响职权行使；二是强调财物价值在 3 万元以上。因此，本款规定体现

了刑法从严惩治腐败，划清了贿赂犯罪与正常人情往来、收受礼金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界限，为党纪、政纪处理

和发挥作用留下了合理空间。 

  （九）明确了行贿罪从宽处罚条件（第 14 条） 

  《解释》第 14 条对行贿罪中可以减免处罚的法定情形如何适用作出具体规定。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重打击受

贿轻打击行贿”这一突出问题，为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从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对

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和幅度作了重要调整，对行贿罪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设定了更为严格的适用条件，明确行贿人

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只有在“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三

种情况下才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为了便于司法机关正确掌握、严格适用，《解释》第 14 条分三款对刑法第 390 条第二款中的“犯罪较轻”“重

大案件”“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等规定的具体适用予以明确。第一款明确规定“犯罪较轻”应当理解为“可

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第二款明确规定“重大案件”应当理解为“根据犯罪的事实、情节，已经

或者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或者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理

由是：将“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作为“犯罪较轻”和“重大案件”的认定标准，符合

立法和司法的普遍认识。第三款根据以往司法实践经验并综合征求意见情况，从线索提供、证据收集、追逃追赃等

方面列举了“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四种具体情形。即（一）主动交待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重大案件线索的；

（二）主动交待的犯罪线索不属于重大案件的线索，但该线索对于重大案件侦破有重要作用的；（三）主动交待行

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证据收集有重要作用的；（四）主动交待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追逃、追赃有重要作

用的。 

  （十）明确多次受贿数额计算方法（第 15 条） 

  《解释》第 15 条规定了受贿犯罪数额的计算问题。《解释》从两方面对受贿犯罪数额的计算作出了规定。一是

针对小额贿赂的问题，本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这里的“处理”，包括

刑事处罚和党纪、政纪处分。据此，受贿人多次收受小额贿赂，虽每次均未达到《解释》规定的定罪标准，但多次

累计后达到定罪标准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针对收受财物与谋利事项不对应的问题，本条第二款明确规

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 1

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据此，对于那些小额不断、多次收受财物的，符合条件的也应当一并追究刑

事责任。 

  （十一）贪污、受贿犯罪故意的认定（第 16 条） 

  《解释》第 16 条对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两种贪污、受贿情形的犯罪故意的认定问题作出了规定。一是赃款赃物

去向与贪污、受贿故意的认定关系问题。根据第 16 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

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

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因此，只要是非法获取财物的贪污、受贿行为，不管事后赃款赃物的去向如何，即便用于

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也不影响贪污、受贿罪的认定，以此堵住贪污、受贿犯罪分子试图逃避刑事追究的后门。

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身边人”收钱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本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

该行为能否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犯罪，关键看其对收钱一事是否知情及知情后的态度。为此，《解释》第 16

条第二款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

具有受贿故意。根据 2007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这里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十二）受贿犯罪同时构成渎职犯罪的处断原则（第 17 条） 

  受贿犯罪当中，受贿人往往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时存在渎职行为。在受贿行为和渎职行为均构成犯罪的情况下，

是择一重罪处罚还是实行数罪并罚，认识上长期存在分歧，实践中做法不一。为依法从严惩治此类犯罪行为，《解

释》第 17 条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

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 

  （十三）关于涉案赃款赃物处理（第 18 条） 

  《解释》第 18 条规定了违法所得的追缴和退赔。本条规定基于三点现实考虑：一是贪污贿赂犯罪逃避经济处

罚，隐匿、转移赃物的情况非常严重，影响到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效果。二是为落实中央要求，严格执法，加大追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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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决不能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三是旨在指引各级司法机关摒弃“重办案轻追赃”错误观念，充分认

识追赃对惩治腐败、实现公正司法的重要意义。 

  《解释》第 18 条根据贪污贿赂犯罪特点，结合办案需要，明确了贪污贿赂案件赃款赃物的处理办法：一是对

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 64 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

产应当及时返还。二是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藏匿、转移

赃款赃物的，要坚持一追到底的原则，避免出现以刑罚执行替代经济惩处的现象，防止“因罪致富”等不正常情况

的出现。 

  （十四）规定罚金刑判处原则（第 19 条） 

  《解释》第 19 条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罚金刑适用。根据本条规定，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 20 万元

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 50 万元以上犯罪

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 10 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

以下判处罚金。《解释》对罚金刑作出专门规定主要考虑有三点：一是体现罚金的惩罚性。贪污贿赂犯罪属于经济

犯罪，对贪利型犯罪有效利用罚金刑的惩罚性可以起到比执行自由刑更好的行刑效果，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

便宜。二是确保罚金刑适用的统一性、规范性。由于刑法条文仅规定判处罚金，没有具体适用标准，实践中可能出

现各地裁判不一，量刑差距过大。统一规定罚金刑的裁量标准，有利于合理控制自由裁量刑罚幅度，起到规范量刑

的作用。三是避免空判，确保罚金刑适用的严肃性。实践中，有的案件忽视了执行的可行性，判决中出现“天价罚

金”，但实际无法执行的现象。因此，《解释》综合考虑罪行轻重和可操作性，根据贪污罪、受贿罪法定刑设置，明

确了相应罚金刑的适用标准，从而避免罚金刑虚置、空判或者执行不到位。 

  （十五）解释的效力问题（第 20 条） 

  《解释》第 20 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

准。这是因为《解释》修改了此前《立案标准》《挪用公款解释》《行贿解释》等多个司法解释文件的有关规定，故

特别予以说明。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8.3.257）《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试行）》(2001 年 8 月 24 日最高人民检察

院高检发〔2001〕13 号) 

http://www.zzscdi.gov.cn/system/2016/12/13/011060102.shtml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试行）》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０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九十二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４日最高人民

检察院高检发〔２００１〕１３号公布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加强办案工作指导，加强渎职侵权案件管理工作，高检院根据修订刑法和《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

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制定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试行）》，已于２

００１年７月２０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九十二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自２００２年１月１

日起施行。施行过程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及时报告高检院。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７日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试行）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０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九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和其他有关规定，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

案侦查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规定如下： 

    一、滥用职权案 

    (一)重大案件 

    1、致人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或者轻伤十人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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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l、致人死亡五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或者轻伤二十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玩忽职守案 

    (一)重大案件 

    1、致人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或者轻伤十五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1、致人死亡七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五人以上，或者轻伤三十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百万元以上的。 

 

    三、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 

    (一)重大案件 

    1、故意泄露绝密级国家秘密一项以上，或者泄露机密级国家秘密三项以上，或者泄露秘密级国家秘密五项以

上的； 

    2、故意泄露国家秘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 

    3、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的； 

    4、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的。 

    (二)特大案件 

    1、故意泄露绝密级国家秘密二项以上，或者泄露机密级国家秘密五项以上，或者泄露秘密级国家秘密七项以

上的； 

    2、故意泄露国家秘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3、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对国家安全构成特别严重危害的； 

    4、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对社会秩序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 

 

    四、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案 

    (一)重大案件 

    1、过失泄露绝密级国家秘密一项以上，或者泄露机密级国家秘密五项以上，或者泄露秘密级国家秘密七项以

上并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2、过失泄露国家秘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3、过失泄露国家秘密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的； 

    4、过失泄露国家秘密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的。 

    (二)特大案件 

    1、过失泄露绝密级国家秘密二项以上，或者泄露机密级国家秘密七项以上，或者泄露秘密级国家秘密十项以

上的； 

    2、过失泄露国家秘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百万元以上的； 

    3、过失泄露国家秘密对国家安全构成特别严重危害的； 

    4、过失泄露国家秘密对社会秩序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 

 

    五、枉法追诉、裁判案 

    (一)重大案件 

    1、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故意包庇不使其受追诉的； 

    2、致使无罪的人被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二)特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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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依法可能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分子，故意包庇不使其受追诉的； 

    2、致使无罪的人被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 

 

    六、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案 

    (一)重大案件 

    1、枉法裁判，致使公民的财产损失十万元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 

    2、枉法裁判，引起当事人及其亲属精神失常或者重伤的。 

    (二)特大案件     

    1、枉法裁判，致使公民的财产损失五十万元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2、引起当事人及其亲属自杀死亡的。 

 

    七、私放在押人员案 

    (一)重大案件 

    1、私放三人以上的； 

    2、私放可能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或者余刑在五年以上的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的； 

    3、在押人员被私放后又实施重大犯罪的。 

    (二)特大案件     

    1、私放五人以上的； 

    2、私放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的； 

    3、在押人员被私放后又犯罪致人死亡的。 

 

    八、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案 

    (一)重大案件 

    1、致使脱逃五人以上的； 

    2、致使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重大刑事犯罪分子脱逃的； 

    3、在押人员脱逃后实施重大犯罪致人死亡的。 

    (二)特大案件 

    1、致使脱逃十人以上的； 

    2、致使可能判处死刑的重大刑事犯罪分子脱逃的； 

    3、在押人员脱逃后实施重大犯罪致人死亡二人以上的。 

 

    九、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 

    (一)重大案件 

    1、办理三次以上或者一次办理三人以上的； 

    2、为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 

    (二)特大案件 

    1、办理五次以上或者一次办理五人以上的； 

    2、为特别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 

 

    十、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 

    (一)重大案件 

    1、对犯罪嫌疑人依法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大刑事案件不移交的；     

    2、五次以上不移交犯罪案件，或者一次不移交犯罪案件涉及五名以上犯罪嫌疑人的；     

    3、以罚代刑，放纵犯罪嫌疑人，致使犯罪嫌疑人继续进行刑事犯罪的。 

    (二)特大案件 

    1、对犯罪嫌疑人依法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特别重大刑事案件不移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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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七次以上不移交犯罪案件，或者一次不移交犯罪案件涉及七名以上犯罪嫌疑人的； 

    3、以罚代刑，放纵犯罪嫌疑人，致使犯罪嫌疑人继续进行严重刑事犯罪的。 

 

    十一、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案 

    (一)重大案件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 

    2、因违法批准或者登记致使发生刑事犯罪的。 

    (二)特大案件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2、因违法批准或者登记致使发生重大刑事犯罪的。 

 

    十二、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 

    (一)重大案件 

    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五十万元以上的。 

 

    十三、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案 

    (一)重大案件 

    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五十万元以上的。 

 

    十四、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案 

    (一)重大案件 

    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五十万元以上的。 

 

    十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 

    (一)重大案件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百万元以上的。 

 

    十六、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案 

    (一)重大案件     

    1、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允许采伐数量累计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导致林木被采伐数量在二十立方米以上的； 

    2、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导致林木被滥伐四十立方米以上的； 

    3、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导致珍贵树木被滥伐二株或者二立方米以上的； 

    4、批准采伐国家禁止采伐的林木，情节特别恶劣的。 

    (二)特大案件 

    1、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允许采伐数量累计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导致林木被采伐数量超过三十立方米的； 

    2、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导致林木被滥伐六十立方米以上的； 

    3、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导致珍贵树木被滥伐五株或者五立方米以上的； 

    4、批准采伐国家禁止采伐的林木，造成严重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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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环境监管失职案 

    (一)重大案件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2、致人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的； 

    3、致使一定区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危害的。 

    (二)特大案件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百万元以上的； 

    2、致人死亡五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的； 

    3、致使一定区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 

 

    十八、传染病防治失职案 

    (一)重大案件 

    1、导致乙类、丙类传染病流行的； 

    2、致人死亡二人以上或者残疾五人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1、导致甲类传染病传播的； 

    2、致人死亡五人以上或者残疾十人以上的。 

 

    十九、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案 

    (一)重大案件 

    1、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二十亩以上的； 

    2、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六十亩以上的；     

    3、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其他土地一百亩以上的； 

    4、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造成基本农田五亩以上，其他耕地十亩以上严重毁坏的； 

    5、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1、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三十亩以上的； 

    2、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九十亩以上的； 

    3、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其他土地一百五十亩以上的； 

    4、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造成基本农田十亩以上，其他耕地二十亩以上严重毁坏的； 

    5、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十、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案 

    (一)重大案件 

    1、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在六十亩以上，并且出让价额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价额标准的百分之六十的； 

    2、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价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1、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在九十亩以上，并且出让价额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价额标准的百分之四十的； 

    2、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价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十一、放纵走私案 

    (一)重大案件 

    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五十万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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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商检徇私舞弊案 

    (一)重大案件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 

    2、徇私舞弊，三次以上伪造检验结果的。 

    (二)特大案件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2、徇私舞弊，五次以上伪造检验结果的。 

 

    二十三、商检失职案 

    (一)重大案件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2、五次以上不检验或者延误检验出证、错误出证的。 

    (二)特大案件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百万元以上的； 

    2、七次以上不检验或者延误检验出证、错误出证的。 

 

    二十四、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案 

    (一)重大案件 

    1、徇私舞弊，三次以上伪造检疫结果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1、徇私舞弊，五次以上伪造检疫结果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十五、动植物检疫失职案 

    (一)重大案件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2、导致疫情发生，造成人员死亡二人以上的； 

    3、五次以上不检疫，或者延误检疫出证、错误出证，严重影响国家对外经贸关系和国家声誉的。 

    (二)特大案件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百万元以上的； 

    2、导致疫情发生，造成人员死亡五人以上的； 

    3、七次以上不检疫，或者延误检疫出证、错误出证，严重影响国家对外经贸关系和国家声誉的。 

 

    二十六、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案 

    (一)重大案件     

    1、放纵生产、销售假药或者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行为，情节恶劣或者后果严重的； 

    2、放纵依法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的； 

    3、五次以上或者对五个以上有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履行追究职责的。 

    (二)特大案件 

    1、放纵生产、销售假药或者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行为，造成人员死亡的； 

    2、放纵依法可能判处十年以上刑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的； 

    3、七次以上或者对七个以上有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履行追究职责的。 

 

    二十七、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境证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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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大案件 

    1、违法办理三人以上的； 

    2、违法办理三次以上的； 

    3、违法为刑事犯罪分子办证的。 

    (二)特大案件 

    1、违法办理五人以上的； 

    2、违法办理五次以上的； 

    3、违法为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办证的。 

 

    二十八、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案 

    (一)重大案件 

    1、违法放行三人以上的； 

    2、违法放行三次以上的； 

    3、违法放行刑事犯罪分子的。 

    (二)特大案件 

    1、违法放行五人以上的； 

    2、违法放行五次以上的； 

    3、违法放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 

 

    二十九、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案 

    (一)重大案件 

    1、五次或者对五名以上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的； 

    2、因不解救致人死亡的。 

    (二)特大案件 

    1、七次或者对七名以上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的； 

    2、因不解救致人死亡三人以上的。 

 

    三十、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案 

    (一)重大案件 

    1、三次或者对三名以上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阻碍解救的； 

    2、阻碍解救致人死亡的。 

    (二)特大案件 

    1、五次或者对五名以上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阻碍解救的； 

    2、阻碍解救致人死亡二人以上的。 

 

    三十一、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 

    (一)重大案件 

    1、三次或者使三名以上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 

    2、帮助重大刑事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 

    (二)特大案件 

    1、五次或者使五名以上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 

    2、帮助二名以上重大刑事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 

 

    三十二、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案 

    (一)重大案件 

    1、五次以上招收不合格公务员、学生或者一次招收五名以上不合格公务员、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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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造成县区范围内招收公务员、学生工作重新进行的； 

    3、因招收不合格公务员、学生，导致被排挤的合格人员或者其亲属精神失常的。   

    (二)特大案件 

    1、七次以上招收不合格公务员、学生或者一次招收七名以上不合格公务员、学生的； 

    2、造成地市范围内招收公务员、学生工作重新进行的； 

    3、因招收不合格公务员、学生，导致被排挤的合格人员或者其亲属自杀的。 

 

    三十三、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案 

    (一)重大案件 

    1、导致国家一级文物损毁或者流失一件以上的； 

    2、导致国家二级文物损毁或者流失三件以上的； 

    3、导致国家三级文物损毁或者流失五件以上的； 

    4、导致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严重损毁的。 

    (二)特大案件 

    1、导致国家一级文物损毁或者流失三件以上的； 

    2、导致国家二级文物损毁或者流失五件以上的； 

    3、导致国家三级文物损毁或者流失十件以上的； 

    4、导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严重损毁的。 

 

    三十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案 

    (一)重大案件 

    1、致人重伤或者精神失常的； 

    2、明知是人大代表而非法拘禁的，或者明知是无辜的人而非法拘禁的； 

    3、非法拘禁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或者一次非法拘禁十人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 

 

    三十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搜查案 

    (一)重大案件 

    1、五次以上或者一次对五人(户)以上非法搜查的； 

    2、引起被搜查人精神失常的。 

    (二)特大案件 

    1、七次以上或者一次对七人(户)以上非法搜查的； 

    2、引起被搜查人自杀的。 

 

    三十六、刑讯逼供案 

    (一)重大案件     

    1、致人重伤或者精神失常的； 

    2、五次以上或者对五人以上刑讯逼供的； 

    3、造成冤、假、错案的。 

    (二)特大案件 

    1、致人死亡的； 

    2、七次以上或者对七人以上刑讯逼供的； 

    3、致使无辜的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 

 

    三十七、暴力取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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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大案件 

    1、致人重伤或者精神失常的； 

    2、五次以上或者对五人以上暴力取证的。 

    (二)特大案件 

    1、致人死亡的； 

    2、七次以上或者对七人以上暴力取证的。 

 

    三十八、虐待被监管人案 

    (一)重大案件 

    1、致使被监管人重伤或者精神失常的； 

    2、对被监管人五人以上或五次以上实施虐待的。 

    (二)特大案件 

    1、致使被监管人死亡的； 

    2、对被监管人七人以上或七次以上实施虐待的。 

 

    三十九、报复陷害案 

    (一)重大案件 

    1、致人精神失常的； 

    2、致人其他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后果严重的。 

    (二)特大案件 

    1、致人自杀死亡的； 

    2、后果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 

 

    四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破坏选举案 

    (一)重大案件 

    1、导致乡镇级选举无法进行或者选举无效的； 

    2、实施破坏选举行为，取得县级领导职务或者人大代表资格的。 

    (二)特大案件 

    1、导致县级以上选举无法进行或者选举无效的； 

    2、实施破坏选举行为，取得市级以上领导职务或者人大代表资格的。 

 

8.3.258）《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 号 2006 年 7 月 26日)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6-07/27/content_346912.htm  

http://www.spp.gov.cn/tzgg1/200607/t20060727_21620.s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高检发释字〔2006〕2 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已于 2005 年 12 月 29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

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2005 年 12 月 29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

职和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案件的立案标准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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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渎职犯罪案件 

  （一）滥用职权案（第三百九十七条）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

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死亡 1 人以上，或者重伤 2 人以上，或者重伤 1 人、轻伤 3 人以上，或者轻伤 5 人以上的； 

  2、导致 10 人以上严重中毒的； 

  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10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50 万元以上

的； 

  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20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20 万元，但间

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 3、4 两项数额标准，但 3、4 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 20 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20

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的； 

  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 6 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 

  7、弄虚作假，不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缓报、谎报情况，导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结果

继续、扩大，或者致使抢救、调查、处理工作延误的； 

  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主体不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的主体要件，但滥用职权涉嫌前款第 1 项至第 9 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按

照刑法第 397 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玩忽职守案（第三百九十七条）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

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死亡 1 人以上，或者重伤 3 人以上，或者重伤 2 人、轻伤 4 人以上，或者重伤 1 人、轻伤 7 人以上，

或者轻伤 10 人以上的； 

  2、导致 20 人以上严重中毒的； 

  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15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15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75 万元以上

的； 

  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30 万元，但间

接经济损失 150 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 3、4 两项数额标准，但 3、4 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30

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 150 万元以上的； 

  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 1 年以上，或者破产的； 

  7、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 100 万美元以上外汇被骗购或者逃汇 1000 万美元以上

的； 

  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主体不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的主体要件，但玩忽职守涉嫌前款第 1 项至第 9 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按

照刑法第 397 条的规定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第三百九十八条）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故意使国家秘密被

不应知悉者知悉，或者故意使国家秘密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围，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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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泄露绝密级国家秘密 1 项（件）以上的； 

  2、泄露机密级国家秘密 2 项（件）以上的； 

  3、泄露秘密级国家秘密 3 项（件）以上的； 

  4、向非境外机构、组织、人员泄露国家秘密,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防安全或者其他

严重危害后果的； 

  5、通过口头、书面或者网络等方式向公众散布、传播国家秘密的； 

  6、利用职权指使或者强迫他人违反国家保守秘密法的规定泄露国家秘密的； 

  7、以牟取私利为目的泄露国家秘密的； 

  8、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四）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案（第三百九十八条） 

  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过失泄露国家秘密，

或者遗失国家秘密载体，致使国家秘密被不应知悉者知悉或者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围，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泄露绝密级国家秘密 1 项（件）以上的； 

  2、泄露机密级国家秘密 3 项（件）以上的； 

  3、泄露秘密级国家秘密 4 项（件）以上的； 

  4、违反保密规定，将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或者计算机信息系统与互联网相连接，泄露国家秘密的； 

  5、泄露国家秘密或者遗失国家秘密载体，隐瞒不报、不如实提供有关情况或者不采取补救措施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五）徇私枉法案（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 

  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

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对明知是没有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

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以追究刑事责任为目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 

  2、对明知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

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 

  3、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故意使罪重的人受较轻的追诉，或者使

罪轻的人受较重的追诉的； 

  4、在立案后，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应当采取强制措施而不采取

强制措施，或者虽然采取强制措施，但中断侦查或者超过法定期限不采取任何措施，实际放任不管，以及违法撤销、

变更强制措施，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脱离司法机关侦控的； 

  5、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判决、裁定，即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或者重罪轻

判、轻罪重判的； 

  6、其他徇私枉法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六）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案（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

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枉法裁判，致使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 

  2、枉法裁判，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10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50

万元以上的； 

  3、枉法裁判，造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20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20 万元，但间

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的； 

  4、伪造、变造有关材料、证据，制造假案枉法裁判的； 

  5、串通当事人制造伪证，毁灭证据或者篡改庭审笔录而枉法裁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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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徇私情、私利，明知是伪造、变造的证据予以采信，或者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或者故意违反

法定程序，或者故意错误适用法律而枉法裁判的； 

  7、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七）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案（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 

  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

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致使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 

  2、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15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15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75 万元以上

的； 

  3、造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30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150 万元以上的； 

  4、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 1 年以上，或者破产的； 

  5、其他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八）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案（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 

  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

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致使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 

  2、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10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50 万元以上

的； 

  3、造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20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20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的； 

  4、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 6 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 

  5、其他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九）私放在押人员案（第四百条第一款） 

  私放在押人员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私放在押（包括在羁押场所和押解途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的

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私自将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放走，或者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将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罪犯放走的； 

  2、伪造、变造有关法律文书、证明材料，以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逃跑或者被释放的； 

  3、为私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故意向其通风报信、提供条件，致使该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罪犯脱逃的； 

  4、其他私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十）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案（第四百条第二款） 

  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在押（包括

在羁押场所和押解途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致使依法可能判处或者已经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的； 

  2、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 3 人次以上的；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以后，打击报复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被害人、证人和司法工作人员

等，或者继续犯罪的； 

  4、其他致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十一）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第四百零一条） 

  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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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犯予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刑罚执行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捏造事实，伪造材料，违法报

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 

  2、审判人员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徇私舞弊，违法裁定减刑、假释或者违法决定

暂予监外执行的； 

  3、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徇私舞弊，违法批准暂予监外执

行的； 

  4、不具有报请、裁定、决定或者批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权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伪造

有关材料，导致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被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 

  5、其他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十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第四百零二条）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指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监察等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对依法可能判处 3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案件不移交的； 

  2、不移交刑事案件涉及 3 人次以上的； 

  3、司法机关提出意见后，无正当理由仍然不予移交的； 

  4、以罚代刑，放纵犯罪嫌疑人，致使犯罪嫌疑人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行政执法部门主管领导阻止移交的； 

  6、隐瞒、毁灭证据，伪造材料，改变刑事案件性质的； 

  7、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牟取本单位私利而不移交刑事案件，情节严重的； 

  8、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十三）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案（第四百零三条） 

  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是指工商行政管理、证券管理等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

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或者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予以批准或者登记，致使公共财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以及上级部门、当地政府强令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 万元以上的； 

  2、工商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违法予以批准、登记，严重扰乱

市场秩序的； 

  3、金融证券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违法予以批准，严重损

害公众利益，或者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 

  4、工商管理部门、金融证券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或者股票、债

券发行、上市申请违法予以批准或者登记，致使犯罪行为得逞的； 

  5、上级部门、当地政府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强令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司设立、

登记申请或者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予以批准或者登记，致使公共财产、国家或者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6、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十四）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第四百零四条）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是指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

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 10 万元以上的； 

  2、上级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指使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 10

万元以上的； 

  3、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不满 10 万元，但具有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或者其他恶劣情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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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他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十五）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案（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 

  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是指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办理发售发

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工作中徇私舞弊，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徇私舞弊，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 10 万元以上的； 

  2、徇私舞弊，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不满 10 万元，但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 25 份以上或者其他发票 50 份以上

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其他发票合计 50 份以上，或者具有索取、收受贿赂或者其他恶劣情节的； 

  3、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十六）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案（第四百零五条第二款） 

  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是指海关、外汇管理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在提供出口货物报关单、出

口收汇核销单等出口退税凭证的工作中徇私舞弊，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徇私舞弊，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 10 万元以上的； 

  2、徇私舞弊，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不满 10 万元，但具有索取、收受贿赂或者其他恶劣情节的； 

  3、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十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第四百零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

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30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150 万元以上的； 

  2、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十八）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案（第四百零七条） 

  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是指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

采伐许可证或者违反规定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情节严重，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允许采伐数量累计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导致林木被超限额采伐 10 立方米以上的； 

  2、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导致林木被滥伐 20 立方米以上，或者导致幼树被滥伐 1000 株以上的； 

  3、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导致防护林、特种用途林被滥伐 5 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被滥伐 200 株以上的； 

  4、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导致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树木被滥伐的； 

  5、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导致国家禁止采伐的林木被采伐的； 

  6、其他情节严重，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形。 

  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之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林木被滥

伐 40 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被滥伐 2000 株以上，或者致使防护林、特种用途林被滥伐 10 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被滥

伐 400 株以上，或者致使珍贵树木被采伐、毁坏 4 立方米或者 4 株以上，或者致使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被采

伐、毁坏后果严重的，或者致使国家严禁采伐的林木被采伐、毁坏情节恶劣的，按照刑法第 397 条的规定以滥用职

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十九）环境监管失职案（第四百零八条） 

  环境监管失职罪是指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环

境保护监管职责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死亡 1 人以上，或者重伤 3 人以上，或者重伤 2 人、轻伤 4 人以上，或者重伤 1 人、轻伤 7 人以上，

或者轻伤 10 人以上的； 

  2、导致 30 人以上严重中毒的； 

  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15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15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75 万元以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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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造成公共财产、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30 万元，但间

接经济损失 150 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 3、4 两项数额标准，但 3、4 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30

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 150 万元以上的； 

  6、造成基本农田或者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 10 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 50 亩以上，或者其他土

地 70 亩以上被严重毁坏的； 

  7、造成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和地下水源严重污染的； 

  8、其他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情形。 

  （二十）传染病防治失职案（第四百零九条） 

  传染病防治失职罪是指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

传染病防治监管职责，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导致甲类传染病传播的； 

  2、导致乙类、丙类传染病流行的； 

  3、因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 

  4、因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 

  5、在国家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采取预防、控制措施后，对发生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地区或者突发传

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突发传染病病人，未按照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工作规范的要求做好防疫、

检疫、隔离、防护、救治等工作，或者采取的预防、控制措施不当，造成传染范围扩大或者疫情、灾情加重的； 

  6、在国家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采取预防、控制措施后，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隐

瞒、缓报、谎报疫情、灾情，造成传染范围扩大或者疫情、灾情加重的； 

  7、在国家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采取预防、控制措施后，拒不执行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应急处理指挥机

构的决定、命令，造成传染范围扩大或者疫情、灾情加重的； 

  8、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十一）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案（第四百一十条） 

  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

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滥用职权，非法批准征用、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以及其他土地，情节严重

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 10 亩以上的； 

  2、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 30 亩以上的； 

  3、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其他土地 50 亩以上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量标准，但造成有关单位、个人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造成耕地大量毁坏或者植

被遭到严重破坏的； 

  5、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引起纠纷，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6、非法批准征用、占用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分别或者合计 10 亩以上的； 

  7、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其他林地 20 亩以上的； 

  8、非法批准征用、占用林地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造成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分别或者合计

5 亩以上或者其他林地 10 亩以上毁坏的； 

  9、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十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案（第四百一十条） 

  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

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滥用职权，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 30 亩以上，并且出让价额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价额标准的百分之六十的； 

  2、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价额 30 万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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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引起纠纷，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4、非法低价出让林地合计 30 亩以上，并且出让价额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价额标准的百分之六十的； 

  5、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30 万元以上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十三）放纵走私案（第四百一十一条） 

  放纵走私罪是指海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放纵走私，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放纵走私犯罪的； 

  2、因放纵走私致使国家应收税额损失累计达 10 万元以上的； 

  3、放纵走私行为 3 起次以上的； 

  4、放纵走私行为，具有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情节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十四）商检徇私舞弊案（第四百一十二条第一款） 

  商检徇私舞弊罪是指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检验检疫机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伪造检验结果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采取伪造、变造的手段对报检的商品的单证、印章、标志、封识、质量认证标志等作虚假的证明或者出具

不真实的证明结论的； 

  2、将送检的合格商品检验为不合格，或者将不合格商品检验为合格的； 

  3、对明知是不合格的商品，不检验而出具合格检验结果的； 

  4、其他伪造检验结果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二十五）商检失职案（第四百一十二条第二款） 

  商检失职罪是指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检验检疫机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检验的物品不检验，或者

延误检验出证、错误出证，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致使不合格的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商品出入境，严重危害生命健康的； 

  2、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15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15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75 万元以上

的； 

  3、造成公共财产、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30 万元，但间

接经济损失 150 万元以上的； 

  4、未经检验，出具合格检验结果，致使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等进入境内的； 

  5、不检验或者延误检验出证、错误出证，引起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严重影响国家对外经贸关系，或者严重损

害国家声誉的； 

  6、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二十六）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案（第四百一十三条第一款） 

  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是指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检验检疫机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采取伪造、变造的手段对检疫的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等作虚假的证明或者出具不真实的结论的； 

  2、将送检的合格动植物检疫为不合格，或者将不合格动植物检疫为合格的； 

  3、对明知是不合格的动植物，不检疫而出具合格检疫结果的； 

  4、其他伪造检疫结果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二十七）动植物检疫失职案（第四百一十三条第二款） 

  动植物检疫失职罪是指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检验检疫机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检疫的检疫物不检

疫，或者延误检疫出证、错误出证，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导致疫情发生，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 

  2、导致重大疫情发生、传播或者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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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15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15 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 75 万元以上

的； 

  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30 万元，但间

接经济损失 150 万元以上的； 

  5、不检疫或者延误检疫出证、错误出证，引起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严重影响国家对外经贸关系，或者严重损

害国家声誉的； 

  6、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二十八）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案（第四百一十四条） 

  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是指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负有追究责任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

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追究职责，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放纵生产、销售假药或者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行为的； 

  2、放纵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犯罪行为的； 

  3、放纵依法可能判处 3 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的； 

  4、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不履行追究职责，致使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得以继续的； 

  5、3 次以上不履行追究职责，或者对 3 个以上有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履行追究职

责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十九）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境证件案（第四百一十五条） 

  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境证件罪是指负责办理护照、签证以及其他出入境证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

明知是企图偷越国（边）境的人员，予以办理出入境证件的行为。 

  负责办理护照、签证以及其他出入境证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在办理护照、签证以及其他出入境证件的过

程中，对明知是企图偷越国（边）境的人员而予以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应予立案。 

  （三十）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案（第四百一十五条） 

  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是指边防、海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明知是偷越国（边）境的人员予以放行的

行为。 

  边防、海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对明知是偷越国（边）境的人员而予以放行的，应予

立案。 

  （三十一）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案（第四百一十六条第一款） 

  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是指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公安、司法等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接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及其家属的解救要求或者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

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导致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或者其家属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 

  2、导致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被转移、隐匿、转卖，不能及时进行解救的； 

  3、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 3 人次以上的； 

  4、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5、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三十二）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案（第四百一十六条第二款） 

  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是指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公安、司法等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利用职权，禁止、阻止或者妨碍有关部门、人员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的； 

  2、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拐卖、绑架者或者收买者通风报信，妨碍解救工作正常进行的； 

  3、其他利用职务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三十三）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第四百一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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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是指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司法及公安、国家安全、海关、税务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向犯罪分子泄漏有关部门查禁犯罪活动的部署、人员、措施、时间、地点等情况的； 

  2、向犯罪分子提供钱物、交通工具、通讯设备、隐藏处所等便利条件的； 

  3、向犯罪分子泄漏案情的； 

  4、帮助、示意犯罪分子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翻供的； 

  5、其他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三十四）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案（第四百一十八条） 

  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招收公务员、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招收的学生工

作中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徇私舞弊，利用职务便利，伪造、变造人事、户口档案、考试成绩或者其他影响招收工作的有关资料，或

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上述材料而予以认可的； 

  2、徇私舞弊，利用职务便利，帮助 5 名以上考生作弊的； 

  3、徇私舞弊招收不合格的公务员、学生 3 人次以上的； 

  4、因徇私舞弊招收不合格的公务员、学生，导致被排挤的合格人员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 

或者精神失常的； 

  5、因徇私舞弊招收公务员、学生，导致该项招收工作重新进行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十五）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案（第四百一十九条） 

  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是指文物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城乡建设规划部门

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后果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导致国家一、二、三级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 

  2、导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损毁的； 

  3、其他后果严重的情形。 

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 

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案件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案（第二百三十八条） 

  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禁或者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 24 小时以上的； 

  2、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并使用械具或者捆绑等恶劣手段，或者实施殴打、侮辱、虐待行为的； 

  3、非法拘禁，造成被拘禁人轻伤、重伤、死亡的； 

  4、非法拘禁，情节严重，导致被拘禁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 

  5、非法拘禁 3 人次以上的； 

  6、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没有违法犯罪事实的人而非法拘禁的； 

  7、其他非法拘禁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搜查案（第二百四十五条） 

  非法搜查罪是指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的行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搜查，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并实施殴打、侮辱等行为的； 

  2、非法搜查，情节严重，导致被搜查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 

  3、非法搜查，造成财物严重损坏的； 

  4、非法搜查 3 人（户）次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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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与涉嫌犯罪无关的人身、住宅非法搜查的； 

  6、其他非法搜查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三）刑讯逼供案（第二百四十七条）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 

  2、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的； 

  3、刑讯逼供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轻伤、重伤、死亡的； 

  4、刑讯逼供，情节严重，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 

  5、刑讯逼供，造成错案的； 

  6、刑讯逼供 3 人次以上的； 

  7、纵容、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刑讯逼供，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8、其他刑讯逼供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四）暴力取证案（第二百四十七条） 

  暴力取证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以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证人证言的； 

  2、暴力取证造成证人轻伤、重伤、死亡的； 

  3、暴力取证，情节严重，导致证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 

  4、暴力取证，造成错案的； 

  5、暴力取证 3 人次以上的； 

  6、纵容、授意、指使、强迫他人暴力取证，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7、其他暴力取证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五）虐待被监管人案（第二百四十八条） 

  虐待被监管人罪是指监狱、拘留所、看守所、拘役所、劳教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

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虐待被监管人的； 

  2、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虐待被监管人，严重损害其身体健康的； 

  3、虐待造成被监管人轻伤、重伤、死亡的； 

  4、虐待被监管人，情节严重，导致被监管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 

  5、殴打或者体罚虐待 3 人次以上的； 

  6、指使被监管人殴打、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7、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六）报复陷害案（第二百五十四条） 

  报复陷害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打击报复、

陷害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报复陷害，情节严重，导致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

者精神失常的； 

  2、致使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其他合法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的； 

  3、其他报复陷害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破坏选举案（第二百五十六条） 

  破坏选举罪是指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

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编造选举结果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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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破坏选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手段，妨害选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致使

选举无法正常进行，或者选举无效，或者选举结果不真实的； 

  2、以暴力破坏选举场所或者选举设备，致使选举无法正常进行的； 

  3、伪造选民证、选票等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产生不真实的选举结果或者强行宣布合法选举无效、非法

选举有效的； 

  4、聚众冲击选举场所或者故意扰乱选举场所秩序，使选举工作无法进行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附  则 

  （一）本规定中每个罪案名称后所注明的法律条款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条款。 

  （二）本规定所称“以上”包括本数；有关犯罪数额“不满”，是指已达到该数额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三）本规定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

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

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

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乡（镇）以上中国共产党机

关、人民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四）本规定中的“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与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而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间接

经济损失”，是指由直接经济损失引起和牵连的其他损失，包括失去的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获得的利益和为恢复正常

的管理活动或者挽回所造成的损失所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虽然有债权存在，但已无法实现债权的，可以认定为已经造成了经济损失：（1）债务人已

经法定程序被宣告破产，且无法清偿债务；（2）债务人潜逃，去向不明；（3）因行为人责任，致使超过诉讼时效；

（4）有证据证明债权无法实现的其他情况。 

  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是指立案时确已造成的经济损失。移送审查起诉前，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友自行

挽回的经济损失，以及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作

为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理的情节考虑。 

  （五）本规定中的“徇私舞弊”，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徇私情、私利，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伪造材料，隐

瞒情况，弄虚作假的行为。 

  （六）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规定发布前有关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和

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案件的立案标准，与本规定有重复或者不一致的，适用本规定。 

  对于本规定施行前发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和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案件，按

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办理。 

 

8.3.259）《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 年 3 月 28日) 

http://www.spp.gov.cn/zdgz/201604/t20160419_116381.shtml  

http://www.china.com.cn/legal/2016-04/18/content_38266675.htm  

http://www.hanzhong.gov.cn/xxgk/gkml/flgz/sfjs/201609/t20160928_362322.html  

http://fanfu.people.com.cn/n1/2016/0418/c64371-28284281.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 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80 次会议、2016 年 3 月 25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 50 次会

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6 年 4 月 18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6 年 4 月 18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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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6 年 3 月 28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80 次会议、2016 年 3 月 25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

届检察委员会第 50 次会议通过，自 2016 年 4 月 18 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

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

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 

  （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 

  （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 

  （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多次索贿的； 

  （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 

  （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第二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

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

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

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三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第四条 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

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 

  符合前款规定的情形，但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

果的发生等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符合第一款规定情形的，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裁判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

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五条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以

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挪用公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四）其他严重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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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

“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挪用公款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 

  （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四）其他严重的情节。 

  第七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

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

事责任： 

  （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四）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 

  （五）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 

  （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第八条 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 

  （二）行贿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三）其他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

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第九条 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二）行贿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

一的； 

  （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

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第十条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定罪量刑适用标准，参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的规

定执行。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规定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定罪量刑适用标准，参照本解释关于行贿罪的规定执行。 

  单位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的规定以对有影响力的人行

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

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进行非法活动”情形的数额起点，

按照本解释关于挪用公款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以及“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

本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关于行贿罪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第十二条 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

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

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

规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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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 

  （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 

  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

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第十四条 根据行贿犯罪的事实、情节，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

第二款规定的“犯罪较轻”。 

  根据犯罪的事实、情节，已经或者可能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

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案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 

  （一）主动交待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重大案件线索的； 

  （二）主动交待的犯罪线索不属于重大案件的线索，但该线索对于重大案件侦破有重要作用的； 

  （三）主动交待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证据收集有重要作用的； 

  （四）主动交待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追逃、追赃有重要作用的。 

  第十五条 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

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 

  第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

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 

  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

意。 

  第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

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 

  第十八条 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第十九条 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

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第二十条 本解释自 2016 年 4 月 18 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

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8.3.260）《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中组发[1998]6 号 1998 年 05 月 26 日,2009 年 7 月

16 日, 2019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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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html  1998 

http://www.yksdj.gov.cn/?thread-5934-1.html   2009 

http://jiwei.cqupt.edu.cn/info/1005/1537.ht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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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v.cn/xinwen/2019-04/21/content_5384955.htm  2019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422/c1001-31041408.htm 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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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  1998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考核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治业务素质和履行职责的情况，加强对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管理与监督、激励与约束，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考核工作，是指考核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治业务素

质和履行职责的情况所进行的考察、核实、评价，并以此作为加强对领导班子的管理和领导干部任用、奖惩等的依

据。 

  第三条  考核工作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党管干部原则； 

  (二)客观公正原则； 

  (三)注重实绩原则； 

  (四)群众公认原则。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考核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含派出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的有关工

作机构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地方县以上(含县级)党委、

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地方县以上(含县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部

门(含派出机构)和人大常委会、政协的有关工作机构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的直属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参照本

规定有关内容执行。 

  纪委、法院、检察院的内设机构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党委、政府工作部门(含派出机构)的内设机构的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人大常委会、政协工作机构的内设机构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按照或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

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年度考核。 

第二章 考核方式 

  第五条  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包括平时考核、任职前考核、定期考核。 

  第六条  平时考核是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所进行的经常性考核。考核机关通过检查工作、个别谈话、专项调

查、派人参加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年度总结工作会等多种形式和渠道，了解考核对象的有关情况。 

  第七条  任职前考核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八条  定期考核采取届中、届末考核的形式进行。没有明确届期的，每两年或三年进行一次定期考核。  

第三章 考核内容 

  第九条  领导班子考核内容： 

  (一)思想政治建设包括理论学习、政治表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行民主集

中制、维护中央权威、团结协作、选人用人、廉政建设等情况。 

  (二)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包括总揽全局、科学决策、求实创新、开拓进取和处理复杂问题等能力。 

  (三)工作实绩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效果，在推进改革、维

护稳定方面取得的成绩和效果。地方县以上党委、政府领导班子的工作实绩主要包括：各项经济工作指标的完成情

况，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益与后劲，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体育事业的发展，环境与生态保护、人口与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状况；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

设的成效等。 

  对部门领导班子，还要重点考核其发挥职能作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情况等。 

  第十条  领导干部考核内容： 

  (一)思想政治素质 

  理论素养和思想水平。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掌握基本原

理和精神实质，学以致用，不断提高理论和政策水平的情况； 

  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事关方向、原则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态度，在政治、思想和行

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增强法制观念，严格依法办事的情况，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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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联系群众，自觉为人民群

众谋利益的情况； 

  政治品德和道德品质。襟怀坦白，公道正派，坚持原则，严守纪律，谦虚谨慎，克己奉公，遵守社会主义道德，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表率作用的情况。 

  (二)组织领导能力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组织协调、科学决策、开拓创新的能力； 

  发现人才、培养干部、知人善任的能力。 

  对党政正职领导干部，还要重点考核其驾驭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三)工作作风 

  执行民主集中制，维护领导班子团结，发扬民主，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的情况； 

  勇于改革，敢于负责，坚持原则，严格管理，严谨细致，勤奋敬业的情况。 

  (四)工作实绩 

  在完成任期目标和履行岗位职责过程中所提出的工作思路、采取的措施、发挥的具体作用以及所取得的绩效等。 

  (五)廉洁自律 

  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遵守中央关于党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清正廉洁，以身作则，自

重、自省、自警、自励的情况； 

  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 

  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加强教育、严格要求的情况。 

  第十一条  逐步建立健全领导班子任期目标和领导干部岗位职责规范，以此作为考核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的重要根据。 

  各级考核机关可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特点，结合考核工作的实际需要，对考核

内容进一步分解细化，制定具体的考核指标体系。 

第四章 考核程序 

  第十二条  定期考核的基本程序： 

  (一)考核准备； 

  (二)述职； 

  (三)民主测评； 

  (四)个别谈话； 

  (五)调查核实； 

  (六)撰写考核材料； 

  (七)综合分析，评定考核结果； 

  (八)反馈。 

  第十三条考核准备： 

  (一)拟定考核方案； 

  (二)组成考核组； 

  (三)组织考核人员进行学习或培训； 

  (四)考核组与被考核单位商定考核工作的实施计划。 

  第十四条  召开述职会议：进行考核动员。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代表领导班子述职，同时作个人的述职报告，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作本人的述职报告。根据

实际情况，有的也可以进行书面述职。述职报告应根据考核内容实事求是地汇报领导班子或个人的情况，不扩大成

绩，不隐瞒缺点或错误，事实清楚，简明扼要。 

  第十五条  参加述职会议的人员由考核组参照如下范围确定： 

  (一)考核党委、政府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时，参加述职会议的人员应包括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

协、纪委、法院、检察院的领导干部；所属工作部门(含派出机构)的主要领导干部；下一级党政领导班子的主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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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有关企业、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其他需要参加的

人员。 

  (二)考核党委、政府各工作部门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时，参加述职会议的人员应包括考核对象所在单位的中

层干部，受该工作部门领导或指导的下级单位的负责人，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人数较少的单位可扩大到全体干部、

职工。 

  第十六条民主测评包括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 

  民意测验应根据考核内容列出评价项目和评价等次，由参加民意测验的人员填写评价意见。民意测验表由考核

组回收，并对不同层次人员填写的民意测验票分别进行统计。参加民意测验人员的范围应与参加述职会议人员范围

基本一致。 

  民主评议由考核组主持，采取召开小型座谈会或书面评议的方式进行。 

  第十七条  个别谈话要选择了解情况的人员，并注意代表性，具体人选由考核组确定，一般包括： 

  (一)考核对象所在地区或部门的同级领导干部、下一级的领导干部，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和机关党组

织的有关人员； 

  (二)考核对象所分管的下级单位、部门、内设机构的负责人和机关工作人员代表； 

  (三)考核对象本人； 

  (四)其他熟悉和了解情况的人员。 

  个别谈话时，考核组应有两名以上人员参加，并做好谈话记录。 

  第十八条  考核组根据需要可采取下列方法调查核实考核对象的有关情况： 

  (一)查阅资料。查阅考核对象的人事档案材料、年度工作总结、党委(党组)会议记录、民主生活会记录、中心组

学习记录、培训记录、主持制定的文件、重要会议上的讲话稿、发表的文章及研究成果、读书笔记、个人重大事项

报告表、收入申报表等。 

  (二)采集核实有关数据。从统计部门和有关业务部门采集、核实有关考核对象工作实绩的数据。 

  (三)审计。委托审计机关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或请审计机关提供考核对象的有关审计情况。 

  (四)实地考察。通过现场察看、访问群众，了解、印证和核实考核对象某一方面的工作情况。 

  (五)专项调查。对一些群众反映大、情况比较复杂或意见分歧较大的问题，由考核组进行专项调查，也可责成

所在单位党委(党组)进行调查，写出专题报告。 

  (六)征求意见。采取面谈或发函的方式征求上一级分管领导同志、相关部门、执纪执法机关和同级有关部门的

意见。 

  (七)理论学习情况测试。在与考核对象个别谈话时，可以测试了解领导干部掌握理论知识的情况和运用理论知

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十九条  考核组在考核对象所在的地区或单位工作结束时，应就干部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意见与被考核的领

导班子成员集体或个别交换意见。 

  第二十条  考核组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写出考核材料，并向考核机关报告考核情况。 

  第二十一条  领导班子考核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考核工作的简要情况和领导班子的基本情况； 

  (二)考核情况，包括领导班子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三)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的情况； 

  (四)考核组的评价和建议，包括对领导班子的总体评价，调整领导班子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建议。 

  第二十二条  领导干部考核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考核情况。包括优点和取得的成绩、存在的不足、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干部的情况； 

  (二)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的情况； 

  (三)考核组对评定等次的建议。 

  第二十三条  评定考核结果由考核机关提出意见，报党委(党组)决定。 

  第二十四条  考核结果应正式通知考核对象，考核对象对考核结果若有异议，可以提出申诉。 

  第五章 考核结果的评定和运用 

  第二十五条  定期考核时，对领导班子的整体评价和对领导干部考核结果的评定，应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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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方法进行。评价工作实绩要进行定量分析，要把握好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显绩与潜绩的关

系。 

  第二十六条  对领导班子的考核要作出整体评价，并提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具体建议。对存在问题应督促其

进行整改，问题严重的应责令整顿，限期改进，必要时采取组织措施予以调整。领导班子的考核结果是否划分等次，

由考核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第二十七条  领导干部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 

  第二十八条  评定领导干部的考核结果要把民意测验的结果作为重要依据。考核机关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同

等次的得票率标准。 

  第二十九条  领导干部经考核全部项目达到下列标准者，应评定为优秀等次： 

  (一)思想政治素质高； 

  (二)组织领导能力强； 

  (三)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好； 

  (四)工作实绩突出； 

  (五)清正廉洁。 

  评定为优秀等次的，民意测验优秀和称职票的得票率要达到考核机关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条  领导干部经考核多数项目符合下列标准者，应评定为称职等次： 

  (一)思想政治素质较高； 

  (二)组织领导能力较强； 

  (三)联系群众，工作作风较好； 

  (四)工作实绩比较突出； 

  (五)能做到廉洁自律。 

  评定为称职等次的，民意测验称职和优秀票得票率要达到考核机关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一条  领导干部经考核多数项目符合下列情况者，应评定为基本称职等次： 

  (一)思想政治素质一般； 

  (二)组织领导能力较弱； 

  (三)工作作风方面存在某些不足； 

  (四)能基本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但工作实绩不突出； 

  (五)能基本做到廉洁自律，但某些方面还有差距。 

  民意测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票得票率超过考核机关规定标准的，一般应评定为基本称职。 

  第三十二条  领导干部经考核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评定为不称职等次： 

  (一)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存在突出问题； 

  (二)组织领导能力差，不能胜任现职领导岗位； 

  (三)在领导班子中闹无原则纠纷，严重影响班子团结或工作作风存在严重问题； 

  (四)有以权谋私行为，存在不廉洁问题； 

  (五)工作不负责任，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较大损失； 

  (六)连续两年未完成年度工作目标，工作实绩差。 

  民意测验不称职票的得票率超过考核机关规定标准的，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应评为不称职。 

  第三十三条  考核结果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职务升降、奖惩、培训、调整级别和工资等的重要依据。 

  选拔担任上一级领导职务的人选，应从考核中被评定为优秀、称职的干部中产生。 

  第三十四条  领导干部在考核中被评定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等次的，按有关规定晋升级别和工资。 

  第三十五条  领导干部在考核中被评定为基本称职的，考核机关应对其提出诫勉，限期改进。视具体情况，也

可以调整其领导职务。 

  第三十六条  领导干部在考核中被评定为不称职的，应视具体情况，按干部管理权限和法定程序作如下处理： 

  (一)免去现任领导职务； 

  (二)责令辞去领导职务； 

  (三)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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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干部被免去现任领导职务或责令辞去领导职务后，可另行分配适当工作。 

  第三十七条  考核意见反馈后，领导班子应及时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整改措施，并向

考核机关报告。同时将有关内容在一定范围内通报。考核机关应根据考核结果，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管理

和监督。 

  第三十八条  考核工作结束后，领导干部综合评价材料存入本人档案。 

  第三十九条  考核中发现领导干部有违纪问题的，应建议纪检、监察机关查处。 

第六章 考核机关 

  第四十条  本规定所称的考核机关，是指党委的干部主管部门。干部主管部门在党委(党组)领导下，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考核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第四十一条  对双重管理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以主管方为主，协管方协助，共同组织实施考核工作。在评

定考核结果时，主管方应征求协管方的意见。 

  第四十二条  考核组由考核机关组建并派出，对考核机关负责。需要时，考核机关可约请或抽调其他单位的人

员，参加考核组的工作。 

  第四十三条  考核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公道正派； 

  (二)熟悉或了解组织人事工作； 

  (三)具有胜任考核工作所需要的政策水平和业务知识； 

  (四)具有一定的综合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考核组组长应由具有较高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的领导干部或担任过一定领导职务的同志担任。 

第七章 考核的纪律与监督 

  第四十四条  考核人员要认真履行考核职责，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实施考核，要全面、准确、细致地了解和

客观公正地反映考核对象的情况。 

  实行考核工作责任制。考核人员和考核组组长要在考核材料上签名，对考核材料和考核报告的客观性、真实性

负责。 

  第四十五条  实行考核工作回避制度。回避对象包括：与自己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关系、近姻亲关系及其他原因需要回避的人员。 

  对考核人员还应实行一定范围的地域回避。 

  第四十六条  考核对象要正确对待组织考核，如实汇报工作和思想，客观反映有关情况。 

  第四十七条  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客观、负责地向考核组提供真实情况和数据。 

  第四十八条  在考核工作中，考核人员和考核对象必须遵守以下纪律： 

  (一)不准凭个人好恶了解或反映情况； 

  (二)不准借考核之机谋取私利； 

  (三)不准泄露考核机密； 

  (四)不准故意夸大、缩小、隐瞒、歪曲事实； 

  (五)不准搞非组织活动； 

  (六)不准设置障碍、干扰或妨碍考核工作； 

  (七)不准弄虚作假、向考核组提供虚假数据； 

  (八)不准对反映其问题的人打击报复。 

  第四十九条  对违反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视其性质、情节轻重和造成的后果，进行批评教育，或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造成考核结果失实的，宣布考核无效。 

  第五十条  加强对考核工作的监督。党委(党组)、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对考核工作实施监督；支持、

鼓励群众监督，认真受理下级机关、干部、群众的检举、申诉，并按职权范围及时进行核查和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乡(镇、街道)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本规定制定相应的办法。 

  第五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五十三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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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凡过去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按本规定执行。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法》 2009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法（试行） 

(2009 年 7 月 16 日)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年度考核工作，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党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年度考核。 

对党政机关内设机构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按照《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办理。 

第三条 领导班子年度考核，主要考核本年度发挥职能作用情况，内容包括思想政治建设、领导水平、工作实绩、完

成重点任务、反腐倡廉等方面的实际成效。 

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主要考核本年度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内容包括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现实表现。 

第四条 年度考核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在上级党委（党组）领导下，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会同本级党委（党组）在每

年年末或者次年年初组织实施。 

第五条 年度考核在年度总结的基础上进行。党委（党组）在年度总结前，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征求干部群众意见，领

导干部本人也可以通过谈心等形式听取意见。根据年度考核内容及有关要求，结合干部群众的意见，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提前撰写并提交工作总结和个人述职报告。 

领导班子工作总结一般结合单位年终总结进行，主要包括本年度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目标任务、执行

民主集中制、干部选拔任用、反腐倡廉等方面情况。 

领导干部个人述职报告，主要包括本年度个人思想政治状况、履行岗位职责、完成重点工作、廉洁自律等情况存在

的突出问题和改进措施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六条 年度考核测评按照下列程序和要求进行： 

（一）提前发放领导班子工作总结、领导干部个人述职报告、测评要点、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等材料； 

（二）召开民主测评会议。会议由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主持，参加测评人员分别参照《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中的民主测评

参加人员范围确定。 

（三）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或者部门主要负责人作领导班子工作总结和个人述职报告；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作个人述

职报告或者书面述职； 

（四）参加测评人员填写测评表。测评表按照地方党委、政府和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担任正职的领导干部和其

他成员分别进行设计（见附表一、二、三、四）。测评表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负责收回统计。 

第七条 按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要求，根据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测评分类分项和综合统计结果，对不同评

价主体和不同评价档次测评情况进行分析，结合年度总结、个别谈话和平时考核了解掌握的情况，对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进行综合分析，形成年度考核意见。 

第八条 领导班子的年度考核意见，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向被考核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领导班子集体反馈；领导干部

的年度考核意见，一般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通过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向领导班子成员反馈，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分别

向领导班子成员反馈。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应当根据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反馈的年度考核意见，结合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认真总结经验，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整改措施。年度考核有关情况和整改措施，可以采取适当方式公开。 

第九条 年度考核意见应当作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的重要依

据。 

（一）对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测评中优秀票较高、表现突出的，予以表扬鼓励。对坚持原则、勇于负责、敢抓善管、

真抓实干的，予以充分肯定和保护。 

（二）对领导班子在年度考核测评中总体评价好和较好得票率达不到三分之二或者差得票率超过三分之一、经组织

考核认定为确实存在问题的，应当督促领导班子加强整改，必要时也可以进行组织调整；主要负责人确有责任的，

应当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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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测评中优秀和称职得票率达不到三分之二、经组织考核认定不胜任现职岗位的，应当

进行诫勉谈话或者组织调整。 

（四）对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测评中不称职得票率超过三分之一、经组织考核认定为不称职的，应当视具体情况分

别作出免职、责令辞职、降职等组织处理。 

（五）领导干部除本条（二）、（三）、（四）情形外，按照《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晋升工资档次、级别。 

第十条 实施年度考核应当与换届（任期）考察、巡视、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以及地方党委全委会、部门年度工作

总结会议等统筹安排，做到方法简便易行，结果明确有效。 

当年开展换届（任期）考察、巡视的，年度考核不单独进行，总结、述职可以与地方党委全委会、部门年度工作总

结会议等结合进行。根据年度工作情况，综合运用换届（任期）考察、巡视成果，形成年度考核意见。 

第十一条 年度考核情况，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存入干部考核工作档案，做好资料积累，加强综合运用。 

第十二条 担任多项职务的领导干部，一般在承担主要工作职责的单位进行年度考核。 

新提拔任职的领导干部，按现任职务进行年度考核。 

交流任职的领导干部，由现工作单位进行年度考核。交流任职不足半年的，其交流前的有关情况由原单位提供。 

第十三条 各地区各部门应当结合实际情况，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表：一、《地方党委领导班子年度考核测评表》（略） 

         《地方政府领导班子年度考核测评表》（略） 

      二、《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年度考核测评表》（略） 

三、《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测评表（正职）》（略） 

四、《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测评表（班子其他成员）》（略）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2019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新华社北京 4 月 21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考核条例》），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干部考核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重要举措，是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促进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干部考核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做好新时代干部考核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通知强调，《干部考核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进一步发挥干部考核的指挥棒、风向标、助推器作用，激励引导广

大干部以更好的状态、更实的作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具有

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刻领会党中央精神，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把《干部考核条例》学习好、宣传好、

贯彻好。要旗帜鲜明把政治标准贯穿干部考核工作始终，突出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贯彻

落实情况的考核，确保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区分优劣、奖优罚劣、激励担当、促进发展作为干部考核工作的基本任务，

进一步调整优化考核内容指标，改进考核方式方法，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推动树立讲担当、重担当、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干部考核条例》中的

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全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做到忠

诚干净担当、带头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设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

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党政领导干部队伍，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考核工作，是指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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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履职能力、工作成效、作风表现等所进行的了解、核实和评价，以此作为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依据。 

考核方式主要包括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专项考核、任期考核。 

第三条 考核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

首位，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突出考核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实际成效，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奖

勤罚懒、奖优罚劣，调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树立讲担当、重担当、改革创新、

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 

第四条 考核工作坚持下列原则： 

（一）党管干部； 

（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三）事业为上、公道正派； 

（四）注重实绩、群众公认； 

（五）客观全面、简便有效； 

（六）考用结合、奖惩分明。 

第五条 本条例适用于考核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工作部门或者有关工作机构的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不含正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不含正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的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工作部门或者有关工作机构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六条 中央和国家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应当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发挥表率作用，带头接受高标准严格考核。 

第二章 考核内容 

第七条 领导班子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一）政治思想建设。全面考核领导班子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增强“四个意识”，做到“四个

服从”，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情况；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定理想信念，坚定

“四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情况；坚持民主集中制，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发现和解决

自身问题，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情况；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贯彻新时期好干部标准，树立正确选人用人

导向的情况。 

（二）领导能力。全面考核领导班子适应新时代要求、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成目标任务的能力，重点了解学习

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

领。 

（三）工作实绩。全面考核领导班子政绩观和工作成效。考核政绩观，主要看是否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

是否具有“功成不必在我”精神，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考核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

班子的工作实绩，应当看全面工作，看推动本地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解

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情况和实际成效。考核其他领导班子的工作实绩，

主要看全面履行职能、服务大局和中心工作的情况和实际成效。注重考核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落实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抓党建工作的实绩。 

（四）党风廉政建设。全面考核领导班子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推进反

腐败斗争等情况。 

（五）作风建设。全面考核领导班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况；结合实际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情况；深入改进作

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反对“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情况；实事求是，真抓实干，

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的情况。 

第八条 领导干部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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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全面考核领导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考核领导干部的政治品质，重点了解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

尊崇党章、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等情况。

考核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重点了解坚守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遵守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情况。 

（二）能。全面考核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特别是应对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过程中的政治能力、专业素养和组织领导

能力等情况。 

（三）勤。全面考核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重点了解发扬革命精神、斗争精神，坚持“三严三实”，勤

勉敬业、恪尽职守，认真负责、紧抓快办，锐意进取、敢于担当，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等情况。 

（四）绩。全面考核领导干部坚持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完成日常工作、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

对重大考验的情况和实际成效。考核党委（党组）书记的工作实绩，首先看抓党建工作的成效，考核领导班子其他

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实绩应当加大抓党建工作的权重。 

（五）廉。全面考核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政治责任，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秉公用权，树立良好家风，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反对“四风”和特权思想、特权

现象等情况。 

第九条 具体考核内容的确定必须以贯彻党中央精神为前提，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及时调整优化。 

第十条 落实新发展理念，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

因地制宜合理设置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指标和权重，突出对打好重点任务攻坚战的考核，加强对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动创新发展、加强法治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工作的考核，

加大安全生产、社会稳定、新增债务等约束性指标的考核权重。 

第十一条 坚持从实际出发，实行分级分类考核。考核内容应当体现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点。 

第十二条 根据不同岗位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的具体情形和评价标准，推动工作落实

和担当尽责。 

第十三条 建立健全可量化、能定责、可追责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目标以及岗位职责规范，作为确定考核内

容的重要依据。 

第三章 平时考核 

第十四条 平时考核是对领导班子日常运行情况和领导干部一贯表现所进行的经常性考核，及时肯定鼓励、提醒纠

偏。 

第十五条 平时考核应当突出重点。 

考核领导班子的日常运行情况，重点了解政治思想建设、执行民主集中制、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科学决策、完成重

点任务和反对“四风”等情况。 

考核领导干部的一贯表现，重点了解政治态度、担当精神、工作思路、工作进展，特别是对待是与非、公与私、真

与假、实与虚的表现等情况。 

第十六条 平时考核主要结合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日常管理进行，可以采取下列途径： 

（一）列席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工作会议，参加重要工作活动等； 

（二）与干部本人或者知情人谈心谈话，到所在单位听取干部群众意见； 

（三）开展调研走访、专题调查、现场观摩等； 

（四）结合党内集中学习教育、纪委监委日常监督、巡视巡察、工作督查、干部培训等进行深入了解； 

（五）其他适当方法。 

第十七条 平时考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形成考核结果。考核结果可以采用考核报告、评语、等次或者鉴定等形式确

定。 

第十八条 建立平时考核工作档案，将相关材料整理归档，作为了解评价领导班子日常运行情况和领导干部一贯表

现的重要依据。 

第四章 年度考核 

第十九条 年度考核是以年度为周期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所进行的综合性考核，一般在每年年末或者次年年初组

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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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需要，各级党委（党组）每年可以选定部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重点考核。 

第二十条 年度考核一般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总结述职。召开会议，领导班子总结报告全年工作，领导干部进行个人述职。 

（二）民主测评。根据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内容的要求设计测评表，由参加民主测评的人员填写评价意见。

参加测评的人员范围，按照知情度、关联度、代表性原则，结合实际确定。 

（三）个别谈话。与领导班子成员、相关干部群众以及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个别谈话了解情况。 

（四）了解核实。根据需要采取查阅资料、采集有关数据和信息、实地调研等方式，核实考核对象有关情况。 

（五）形成考核结果。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考核结果并及时反馈。 

当年开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换届考察、巡视巡察的，年度考核可以结合实际适当简化程序。 

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情况，对公共服务部门和窗口单位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听取公众意见。 

第二十一条 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结果一般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 4 个等次。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

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 4 个等次。 

优秀是指综合表现突出，出色履行领导职责或者岗位要求，圆满地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成绩显著。 

良好、称职是指综合表现好，认真履行领导职责或者岗位要求，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 

一般、基本称职是指综合表现勉强达到领导职责或者岗位要求，或者在某个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有较大问题。 

较差、不称职是指综合表现达不到领导职责或者岗位要求，或者在某个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出现重大错误。 

各级党委（党组）应当结合实际，制定考核等次具体评定标准。 

第二十二条 担任多项职务的领导干部，一般在承担主要工作职责的单位进行考核，对兼任的其他工作以适当方式

进行了解。 

新提拔任职的领导干部，按照现任职务进行考核，注意了解在原任职岗位的工作情况。 

交流任职的领导干部，在现工作单位进行考核，其交流任职前的有关情况由原单位提供。 

援派或者挂职锻炼的领导干部，由当年工作半年以上的地方或者单位进行考核，以适当方式听取派出单位或者接收

单位的意见。 

本年度内病、事假累计超过半年的领导干部，参加年度考核，不确定等次。 

涉嫌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尚未结案、受党纪政务处分或者组织处理的领导干部，其年度考核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第五章 专项考核 

第二十三条 专项考核是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完成重要专项工作、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应对和处置重大突发事

件中的工作态度、担当精神、作用发挥、实际成效等情况所进行的针对性考核。 

根据平时掌握情况，对表现突出或者问题反映较多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可以进行专项考核。 

第二十四条 专项考核一般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制定方案。明确考核对象、考核内容指标、程序步骤和工作要求等。 

（二）听取考核对象的总结汇报。 

（三）了解核实。采取查阅资料、实地调研、舆情分析、个别谈话、民主测评等方式，核实印证有关情况，必要时

可以向纪检监察机关或者审计、信访等部门了解情况。 

（四）形成考核结果。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出评价。 

第二十五条 专项考核结果可以采用考核报告、评语、等次或者鉴定等形式确定。 

第六章 任期考核 

第二十六条 任期考核是对实行任期制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一届任期内总体表现所进行的全方位考核，一般结

合换届考察或者任期届满当年年度考核进行。 

任期考核应当突出对完成届期目标或者任期目标情况的考核。 

第二十七条 任期考核一般应当按照总结述职、民主测评、个别谈话、了解核实、实绩分析、形成考核结果等程序

进行。 

第二十八条 任期考核结果可以采用考核报告、评语、等次或者鉴定等形式确定。 

第七章 考核结果确定 

第二十九条 考核结果确定应当加强综合分析研判，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全面、历史、辩证地分析个人贡献与

集体作用、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显绩与潜绩、发展成果与成本代价等情况，注重了解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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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感受和评价，防止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以及增长率排名或者以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得票

得分确定考核结果。 

第三十条 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专项考核、任期考核情况应当相互补充印证，坚持考人与考事相结合，注重吸收

运用巡视巡察、审计、绩效管理、工作督查、相关部门业务考核、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等成果，把敢不敢扛事、

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的重要标准，增强考核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 

第三十一条 考核结果应当全面准确反映考核对象情况，以考核报告、评语、鉴定等形式确定结果的，应当明确具

体肯定成绩和优点，指出问题和不足。 

第三十二条 年度考核结果以平时考核结果为基础，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应当在平时考核结果好的考核对象中产生。 

领导班子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比例一般不超过参加考核领导班子总数的 30%，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比例一般不

超过参加考核领导干部总人数的 25%。 

领导班子为优秀等次的，其领导成员评为优秀等次的比例可以适当上调，最高不超过 30%；领导班子为一般等次的，

其领导成员评为优秀等次的比例不得超过 20%，主要负责人一般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领导班子为较差等次的，其

领导成员评为优秀等次的比例不得超过 15%，主要负责人一般不得确定为称职及以上等次。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结果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成效不明显的； 

（二）干事创业精气神不够，拈轻怕重、患得患失，不敢直面矛盾、不愿动真碰硬，不担当不作为的； 

（三）受到上级党委和政府通报批评，责令检查的； 

（四）工作实绩不突出的； 

（五）组织领导能力较弱，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完成不好的； 

（六）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不力，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 

（七）其他原因不宜确定为优秀等次的。 

在上级党组织开展的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中，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综合评价等次未达到好

的，其年度考核结果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结果应当确定为较差等次，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结果应当确定为不

称职等次： 

（一）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上出现问题的； 

（二）不执行民主集中制，领导班子运行状况不好，不能正常发挥职能作用，领导干部闹无原则纠纷，影响较差的； 

（三）责任心差、能力水平低，不能履行或者不胜任岗位职责要求，依法履职出现重大问题的； 

（四）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敷衍塞责、庸懒散拖，作风形象不佳，群众意见大，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不坚守工作岗位，擅离职守的； 

（六）其他原因应当确定为较差或者不称职等次的。 

第三十五条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履职担当、改革创新过程中出现失误错误，经综合分析给予容错的，应当客观

评价，合理确定考核结果。 

第三十六条 考核对象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提出复核或者申诉。 

第八章 考核结果运用 

第三十七条 坚持考用结合，将考核结果与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问责追责等结合起来，鼓

励先进、鞭策落后，推动能上能下，促进担当作为，严厉治庸治懒。 

第三十八条 考核结果采取个别谈话、工作通报、会议讲评等方式，实事求是地向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反馈，肯定

成绩、指出不足，督促整改，传导压力、激发动力。 

第三十九条 依据考核结果，有针对性地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一）领导班子作出重要贡献的，按照有关规定记功、授予称号，给予物质奖励； 

（二）领导班子表现突出或者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嘉奖； 

（三）领导班子运行状况不好、凝聚力战斗力不强、不担当不作为、干部群众意见较大的，应当进行调整； 

（四）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结果为一般等次的，应当责成其向上级党组织写出书面报告，剖析原因、进行整改； 

（五）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结果为较差或者连续两年为一般等次的，应当对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进行调整。 

第四十条 依据考核结果，激励约束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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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干部作出重大贡献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记功、授予称号，给予物质奖励；表现突出或者年度考核结果

为优秀等次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嘉奖；连续三年为优秀等次的，记三等功，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 

（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结果为称职及以上等次的，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年度考核奖金、晋升工资级别和级别工资档

次。 

（三）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结果为基本称职等次的，应当对其进行诫勉，限期改进。 

（四）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结果为不称职等次的，按照规定程序降低一个职务或者职级层次任职。 

（五）不参加年度考核、参加年度考核不确定等次或者年度考核结果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的，该年度不计算为晋升

职务职级的任职年限，不计算为晋升工资级别和级别工资档次的考核年限。 

（六）领导干部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对其进行调整。 

第四十一条 依据考核结果加强干部教育培养，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对领导干部进行调学调训、安排实

践锻炼，补齐能力素质短板。对有潜力的优秀年轻干部加强针对性培养。 

第四十二条 考核中发现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存在问题的，区分不同情形，予以谈话提醒直至组织处理；发现违纪

违法问题线索，移送纪检监察、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十三条 领导干部考核形成的结论性材料，应当存入干部人事档案。 

第九章 组织实施 

第四十四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职责。 

党委（党组）承担考核工作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组织（人事）部门承担具体工作责任。 

第四十五条 考核人员应当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以及胜任考核工作的政策水平和业务知识，公道正派，组织纪

律观念和保密意识强。考核人员按照规定实行公务回避。 

根据工作需要，党委（党组）可以组建和派出考核组。考核组组长根据每次考核任务确定并授权，应当具有较强的

组织领导能力，坚持原则、敢于担当。 

第四十六条 实行考核工作责任制。 

考核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实施考核，全面客观准确地了解和反映情况，公道公平公正地

对待和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考核人员应当在考核材料上签名，对考核材料的客观性、真实性负责。 

第四十七条 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应当严肃认真、稳妥审慎，注意与日常工作相协调、相促进。根据不同考核对象

和考核任务，改进创新考核方法，充分发扬民主，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语口碑中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坚

持在现场看、见具体事，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了解核实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现实表现。 

第四十八条 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加强考核工作信息化建设，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考核，提高

工作质量和效率。 

第四十九条 各级党委（党组）应当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干部考核工作与其他业务考核工作的统一领导、统

筹协调和督促指导，整合考核力量，归并考核项目和种类，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防止多头考核、重复考核。 

第十章 纪律与监督 

第五十条 考核工作必须严格遵守下列纪律： 

（一）不准搞形式、走过场； 

（二）不准隐瞒、歪曲事实； 

（三）不准弄虚作假； 

（四）不准搞非组织活动； 

（五）不准泄露谈话内容、测评结果等考核工作秘密； 

（六）不准凭个人好恶评价干部、决定或者改变考核结果； 

（七）不准借考核之机谋取私利； 

（八）不准干扰、妨碍考核工作； 

（九）不准打击报复干部和反映问题的人员。 

第五十一条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应当正确对待和接受组织考核，如实汇报工作和思想，客观反映情况。 

对不按照要求参加或者不认真配合考核工作，经教育后仍不改正的，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结果直接确定为较差等次，

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结果直接确定为不称职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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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条 对不按照规定组织开展考核、考核工作失真失实造成严重后果、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考核工作中不正

之风严重、干部群众反映强烈以及对违反考核工作纪律等行为查处不力的，应当追究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

部门主要负责人和有关领导成员、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五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根据情节轻重，依规依纪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检查、通报批评、诫勉、组织调整或

者组织处理，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按照有关纪律和法律法规处理。 

第五十四条 党委（党组）、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加强对考核工作的监督检查，自觉接受群众和

舆论监督，认真受理有关举报、复核、申诉，严肃查处违反考核工作纪律的行为。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对工作部门的规定，同时适用于党委和政府的办事机构、派出机构、特设机构以及其他直属机

构。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19 年 4 月 7 日起施行。1998 年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

作暂行规定》、2009 年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法（试行）》同时废

止。此前发布的有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 

 

8.3.261）《最高法最高检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1〕5号,2001 年 12 月 7

日)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9/20011217/628482.html  

最高法最高检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已分别于 2001 年 9 月 18 日、

2001 年 6 月 18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193 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 90 次会议通

过 ， 现 予 公 布 ， 自 2001 年 12 月 17 日 起 施 行 。                                                                                        

2001 年 12 月 7 日   

 

            最高法最高检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 

                   高检发释字〔2001〕5 号    

    （2001 年 9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193 次会议、2001 年 6 月 1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

委员会第 90 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适用司法解释办理案件，现对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

题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自发布或者规定之日起施行，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 

    二、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

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 

    三、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

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 

    四、对于在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错误的，不

再变动。   

《法制日报》 2001 年 12 月 17 日 

 

8.3.262）《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7 号 2018 年 6 月 13 日) 

http://www.spp.gov.cn/xwfbh/wsfbh/201809/t20180927_393841.shtml#2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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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32 次会议、2018 年 6 月 13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 年 9 月 26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8 年 1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32 次会议、2018 年 6 月 13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法释〔2018〕17 号 

为依法惩治虚假诉讼犯罪活动，维护司法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

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一）与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的； 

（二）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的； 

（三）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公司、企业债务或者担保

义务的； 

（四）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者不正当竞争关系的； 

（五）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 

（六）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或者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优先权、担保物权的； 

（七）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 

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论。 

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或者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

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第二条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妨害

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一）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采取财产保全或者行为保全措施的； 

（二）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 

（三）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书、制作财产分配方案，或者立案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

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 

（四）多次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 

（五）曾因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被采取民事诉讼强制措施或者受过刑事追究的； 

（六）其他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第三条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节

严重”： 

（一）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项情形，造成他人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情形之一，严重干扰正常司法活动或者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的； 

（三）致使义务人自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财产给付义务或者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财产权益，数额达到一百万元

以上的； 

（四）致使他人债权无法实现，数额达到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数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 

（六）致使他人因为不执行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判决、裁定，被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或者受到刑事

追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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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诈骗罪，职务侵占

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贪污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五条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前三款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滥用

职权罪，民事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六条  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与他人通谋，代理提起虚假民事诉讼、故意作虚假证言或者出具

虚假鉴定意见，共同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前三款行为的，依照共同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妨害作证

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七条  采取伪造证据等手段篡改案件事实，骗取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三

百零七条等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  单位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行为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九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行为，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行为人系初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自愿

具结悔过，接受人民法院处理决定，积极退赃、退赔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确

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从宽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行为的，对司法工作人员不适用本条第一款

规定。 

第十条  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由虚假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法院所在地或者执行法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有刑法第三

百零七条之一第四款情形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第十一条  本解释所称裁判文书，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企业破产法等民事法律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

书、支付令等文书。 

第十二条  本解释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8.3.263）《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7〕22号 2017年 12 月 26日) 

http://cicc.court.gov.cn/html/1/218/62/84/780.html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 1728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 年 12 月 26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7〕22 号） 

为正确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依法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仲裁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包括下列案件： 

（一）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 

（二）申请执行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案件； 

（三）申请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案件； 

（四）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裁决案件； 

（五）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 

（六）其他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第二条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仲裁协议签订地、申请人住所地、被

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管辖。 

涉及海事海商纠纷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仲裁协议签订地、申请人住所地、被

申请人住所地的海事法院管辖；上述地点没有海事法院的，由就近的海事法院管辖。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cicc.court.gov.cn/html/1/218/62/84/780.html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450 页 共 3277 页 

第三条 外国仲裁裁决与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存在关联，被申请人住所地、被申请人财产所在地均不在我国内地，

申请人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由受理关联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受理关联案件的人民法院为基层人民法院的，

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应当由该基层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受理关联案件的人民法院是高级人民

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的，由上述法院决定自行审查或者指定中级人民法院审查。 

外国仲裁裁决与我国内地仲裁机构审理的案件存在关联，被申请人住所地、被申请人财产所在地均不在我国内地，

申请人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由受理关联案件的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四条 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五条 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应当提交申请书及仲裁协议正本或者经证明无误的副本。 

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载明其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国籍及住所；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应当载明其名称、住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 

（二）仲裁协议的内容； 

（三）具体的请求和理由。 

当事人提交的外文申请书、仲裁协议及其他文件，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第六条 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或者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应

当提交申请书及裁决书正本或者经证明无误的副本。 

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载明其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国籍及住所；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应当载明其名称、住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 

（二）裁决书的主要内容及生效日期； 

（三）具体的请求和理由。 

当事人提交的外文申请书、裁决书及其他文件，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第七条 申请人提交的文件不符合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经人民法院释明后提交的文件仍然不符合规定的，裁定

不予受理。 

申请人向对案件不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人

仍不变更申请的，裁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对不予受理的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第八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 

前款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的案件，申请人再次申请并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当事人对驳回申请的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第九条 对于申请人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审查决定是否受理。 

人民法院受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后，应当在五日内向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发出通知书，告知其受理情况及相关的权利

义务。 

第十条 人民法院受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后，被申请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十五日

内提出。人民法院对被申请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并作出裁定。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申请人对人民法院的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三十

日内提出。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查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并询问当事人。 

第十二条 仲裁协议或者仲裁裁决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情形的，为涉外仲裁协议或者涉外仲裁裁决。 

第十三条 当事人协议选择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适用的法律，应当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仅约定合同适用的法律，

不能作为确认合同中仲裁条款效力适用的法律。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确定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

力适用的法律时，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的法律，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的法律与适用仲裁地的法律将对仲裁协议的效

力作出不同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法律。 

第十五条 仲裁协议未约定仲裁机构和仲裁地，但根据仲裁协议约定适用的仲裁规则可以确定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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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认定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中规定的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地。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适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审查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时，被申

请人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该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的规定，确定确认仲裁协议

效力应当适用的法律。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非涉外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七十四条的规定。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

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

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受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后，作出裁定前，申请人请求撤回申请的，裁定准许。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在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作出的裁定，除不予受理、驳回申请、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外，一经送达

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申请复议、提出上诉或者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

除外。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申请确认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申

请执行或者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案件，参照

适用涉外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规定审查。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8.3.264）《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5 年 12 月 28日) 

http://www.gdcourts.gov.cn/web/content/36545-?lmdm=1095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由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71 次会议、2015 年 12 月 21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 46 次会议

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5 年 12 月 28 日   

根据国家赔偿法以及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刑事赔偿工作实际，对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赔偿请求人因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侵

犯其人身权、财产权而申请国家赔偿，具备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属于本解释规定的刑事赔

偿范围。 

第二条解除、撤销拘留或者逮捕措施后虽尚未撤销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判决宣告无罪，但是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终止追究刑事责任： 

(一)办案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终止侦查的； 

(二)解除、撤销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措施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

销案件的； 

(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 

(四)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超过三十日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五)人民法院决定按撤诉处理后超过三十日，人民检察院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六)人民法院准许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撤诉的，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对刑事自诉案件按撤诉处理的。 

赔偿义务机关有证据证明尚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且经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查属实的，应当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

的赔偿申请。 

第三条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后，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办案机关未依法解除查封、扣押、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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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措施或者返还财产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侵犯财产权： 

(一)赔偿请求人有证据证明财产与尚未终结的刑事案件无关，经审查属实的； 

(二)终止侦查、撤销案件、不起诉、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措施，在解除、撤销强制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

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 

(四)未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措施，立案后超过两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

的； 

(五)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超过三十日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六)人民法院决定按撤诉处理后超过三十日，人民检察院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七)对生效裁决没有处理的财产或者对该财产违法进行其他处理的。 

有前款第三项至六项规定情形之一，赔偿义务机关有证据证明尚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且经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

查属实的，应当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 

第四条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依法告知赔偿请求人有权在三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

议。赔偿义务机关未依法告知，赔偿请求人收到赔偿决定之日起两年内提出复议申请的，复议机关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申请，适用前款规定。 

第五条对公民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终止追究刑事责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

的违法刑事拘留： 

(一)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采取拘留措施的； 

(二)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采取拘留措施的； 

(三)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 

违法刑事拘留的人身自由赔偿金自拘留之日起计算。 

第六条数罪并罚的案件经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公民对超期监禁申请国家

赔偿的，应当决定予以赔偿。 

第七条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和依

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对

起诉后经人民法院错判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已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判决确定后继续监禁期间侵犯公

民人身自由权的情形予以赔偿。 

第八条赔偿义务机关主张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免除赔偿责任的，应当就该免责事由

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第九条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申请国家赔偿。 

依法享有继承权的同一顺序继承人有数人时，其中一人或者部分人作为赔偿请求人申请国家赔偿的，申请效力及于

全体。 

赔偿请求人为数人时，其中一人或者部分赔偿请求人非经全体同意，申请撤回或者放弃赔偿请求，效力不及于未明

确表示撤回申请或者放弃赔偿请求的其他赔偿请求人。 

第十条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看守所的主管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十一条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后又采取逮捕措施，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十二条一审判决有罪，二审发回重审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第四款规定的重审无罪

赔偿，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一)原审人民法院改判无罪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二)重审期间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三)人民检察院在重审期间撤回起诉超过三十日或者人民法院决定按撤诉处理超过三十日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后作无罪处理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十三条医疗费赔偿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治疗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

定。赔偿义务机关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出异议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第十四条护理费赔偿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原则上按照一名护理人员的标准计算护

理费；但医疗机构或者司法鉴定人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数并赔偿相应的护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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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期限应当计算至公民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公民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

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十年。 

第十五条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赔偿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

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 

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十六条误工减少收入的赔偿根据受害公民的误工时间和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确定，最高为国家上年度职工

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误工时间根据公民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公民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作为赔偿

依据的伤残等级鉴定确定前一日。 

第十七条造成公民身体伤残的赔偿，应当根据司法鉴定人的伤残等级鉴定确定公民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并参照以

下标准确定残疾赔偿金： 

(一)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公民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视为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残疾赔偿金幅度为国家上年

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十倍至二十倍； 

(二)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公民为五级至十级伤残的，视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五至六级的，残疾赔偿金幅

度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至十倍；七至十级的，残疾赔偿金幅度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以下。 

有扶养义务的公民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赔偿金可以根据伤残等级并参考被扶养人生活来源丧失的情况进行确

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 

第十八条受害的公民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人的生活费发放标准，参照作出赔偿决定时被扶

养人住所地所属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 

能够确定扶养年限的，生活费可协商确定并一次性支付。不能确定扶养年限的，可按照二十年上限确定扶养年限并

一次性支付生活费，被扶养人超过六十周岁的，年龄每增加一岁，扶养年限减少一年；被扶养人年龄超过确定扶养

年限的，被扶养人可逐年领取生活费至死亡时止。 

第十九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财产不能恢复原状或者灭失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第二十条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利率

参照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一年期基准利率确定，不计算复利。 

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改变原赔偿决定，利率参照新作出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整存整取定

期存款一年期基准利率确定。 

计息期间自侵权行为发生时起算，至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止；但在生效赔偿决定作出前侵权行为停止的，计算至侵

权行为停止时止。 

被罚没、追缴的资金属于赔偿请求人在金融机构合法存款的，在存款合同存续期间，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 

第二十一条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上年度，是指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的上一年度；复

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改变原赔偿决定，按照新作出决定时的上一年度国家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人身自

由赔偿金。 

作出赔偿决定、复议决定时国家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尚未公布的，以已经公布的最近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准。 

第二十二条下列赔偿决定、复议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一)超过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期限没有申请复议或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国家赔偿的赔偿义

务机关的决定； 

(二)超过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期限没有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国家赔偿的复议决定； 

(三)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 

发生法律效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和复议决定，与发生法律效力的赔偿委员会的赔偿决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依

法必须执行。 

第二十三条本解释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

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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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6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20 年 6 月 20 日) 

https://www.ccps.gov.cn/ggfw/wjxz/gwywj/202006/t20200621_141767.shtml  

http://www.sara.gov.cn/ywdt/335795.j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2020 年 6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政务处分的种类和适用 

第三章 违法行为及其适用的政务处分 

第四章 政务处分的程序 

第五章 复审、复核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务处分，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促进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

从政从业、坚持道德操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政务处分的活动。 

本法第二章、第三章适用于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处分。处分的程序、申诉等适用其他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 

本法所称公职人员，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人员。 

第三条 监察机关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依法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依法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处分。 

监察机关发现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应当给予处分而未给予，或者给予的处分违法、不当的，应当及时提出监察

建议。 

第四条 给予公职人员政务处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集体讨论决定；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事实为根据，以

法律为准绳，给予的政务处分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程度相当；坚持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 

第五条 给予公职人员政务处分，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 

第六条 公职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受政务处分。 

第二章 政务处分的种类和适用 

第七条 政务处分的种类为： 

（一）警告； 

（二）记过； 

（三）记大过； 

（四）降级； 

（五）撤职； 

（六）开除。 

第八条 政务处分的期间为： 

（一）警告，六个月； 

（二）记过，十二个月； 

（三）记大过，十八个月； 

（四）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 

政务处分决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政务处分期自政务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九条 公职人员二人以上共同违法，根据各自在违法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分别给予政务处

分。 

第十条 有关机关、单位、组织集体作出的决定违法或者实施违法行为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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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公职人员依法给予政务处分。 

第十一条 公职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给予政务处分： 

（一）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的； 

（二）配合调查，如实说明本人违法事实的； 

（三）检举他人违纪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四）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挽回损失或者消除不良影响的； 

（五）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 

（六）主动上交或者退赔违法所得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轻或者减轻情节。 

第十二条 公职人员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且具有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以对其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

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免予或者不予政务处分。 

公职人员因不明真相被裹挟或者被胁迫参与违法活动，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减轻、免予或者不予政

务处分。 

第十三条 公职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给予政务处分： 

（一）在政务处分期内再次故意违法，应当受到政务处分的； 

（二）阻止他人检举、提供证据的； 

（三）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 

（四）包庇同案人员的； 

（五）胁迫、唆使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六）拒不上交或者退赔违法所得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 

第十四条 公职人员犯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开除： 

（一）因故意犯罪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含宣告缓刑）的； 

（二）因过失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期超过三年的； 

（三）因犯罪被单处或者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的。 

因过失犯罪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般应当予以开除；案件情况特殊，予以撤职更为适当的，

可以不予开除，但是应当报请上一级机关批准。 

公职人员因犯罪被单处罚金，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人民法院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的，予以撤职；造成不良影响的，予以开除。 

第十五条 公职人员有两个以上违法行为的，应当分别确定政务处分。应当给予两种以上政务处分的，执行其中最

重的政务处分；应当给予撤职以下多个相同政务处分的，可以在一个政务处分期以上、多个政务处分期之和以下确

定政务处分期，但是最长不得超过四十八个月。 

第十六条 对公职人员的同一违法行为，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不得重复给予政务处分和处分。 

第十七条 公职人员有违法行为，有关机关依照规定给予组织处理的，监察机关可以同时给予政务处分。 

第十八条 担任领导职务的公职人员有违法行为，被罢免、撤销、免去或者辞去领导职务的，监察机关可以同时给

予政务处分。 

第十九条 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在政务处分期内，不得晋升职务、职级、衔级

和级别；其中，被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的，不得晋升工资档次。被撤职的，按照规定降低职务、职级、衔级

和级别，同时降低工资和待遇。 

第二十条 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公办的教育、科

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在政务处分期内，不得晋升职务、岗位和职员等级、职称；

其中，被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的，不得晋升薪酬待遇等级。被撤职的，降低职务、岗位或者职员等级，同时

降低薪酬待遇。 

第二十一条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在政务处分期内，不得晋升职务、岗位等级和职称；其中，被记过、记大过、降级、

撤职的，不得晋升薪酬待遇等级。被撤职的，降低职务或者岗位等级，同时降低薪酬待遇。 

第二十二条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有违法行为的，监察机关可以予以警告、记过、记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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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受到政务处分的，应当由县级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减发或者扣发

补贴、奖金。 

第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条第六项规定的人员有违法行为的，监察机关可以予以警告、记过、

记大过。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单位直接给予或者监察机关建议有关机关、单位给予降低薪酬待遇、调离岗位、解除

人事关系或者劳动关系等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的人员，未担任公务员、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

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人员职务的，对其违法行为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 公职人员被开除，或者依照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受到解除人事关系或者劳动关系处理的，不得录用

为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 

第二十五条 公职人员违法取得的财物和用于违法行为的本人财物，除依法应当由其他机关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

赔的，由监察机关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应当退还原所有人或者原持有人的，依法予以退还；属于国家财产或

者不应当退还以及无法退还的，上缴国库。 

公职人员因违法行为获得的职务、职级、衔级、级别、岗位和职员等级、职称、待遇、资格、学历、学位、荣誉、

奖励等其他利益，监察机关应当建议有关机关、单位、组织按规定予以纠正。 

第二十六条 公职人员被开除的，自政务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应当解除其与所在机关、单位的人事关系或者劳动

关系。 

公职人员受到开除以外的政务处分，在政务处分期内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应当给予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的，

政务处分期满后自动解除，晋升职务、职级、衔级、级别、岗位和职员等级、职称、薪酬待遇不再受原政务处分影

响。但是，解除降级、撤职的，不恢复原职务、职级、衔级、级别、岗位和职员等级、职称、薪酬待遇。 

第二十七条 已经退休的公职人员退休前或者退休后有违法行为的，不再给予政务处分，但是可以对其立案调查；

依法应当予以降级、撤职、开除的，应当按照规定相应调整其享受的待遇，对其违法取得的财物和用于违法行为的

本人财物依照本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已经离职或者死亡的公职人员在履职期间有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三章 违法行为及其适用的政务处分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一）散布有损宪法权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家声誉的言论的； 

（二）参加旨在反对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的； 

（三）拒不执行或者变相不执行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策部署的； 

（四）参加非法组织、非法活动的； 

（五）挑拨、破坏民族关系，或者参加民族分裂活动的； 

（六）利用宗教活动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 

（七）在对外交往中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有前款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和第六项行为之一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予以开除。 

公开发表反对宪法确立的国家指导思想，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演说、

宣言、声明等的，予以开除。 

第二十九条 不按照规定请示、报告重大事项，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

或者撤职。 

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隐瞒不报，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 

篡改、伪造本人档案资料的，予以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或者拒不执行、擅自改变集体作出的重大决定的； 

（二）拒不执行或者变相不执行、拖延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命令的。 

第三十一条 违反规定出境或者办理因私出境证件的，予以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违反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的，予以撤职或者开除。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

以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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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选拔任用、录用、聘用、考核、晋升、评选等干部人事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的； 

（二）弄虚作假，骗取职务、职级、衔级、级别、岗位和职员等级、职称、待遇、资格、学历、学位、荣誉、奖励

或者其他利益的； 

（三）对依法行使批评、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的行为进行压制或者打击报复的； 

（四）诬告陷害，意图使他人受到名誉损害或者责任追究等不良影响的； 

（五）以暴力、威胁、贿赂、欺骗等手段破坏选举的。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

以开除： 

（一）贪污贿赂的； 

（二）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私利的； 

（三）纵容、默许特定关系人利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 

拒不按照规定纠正特定关系人违规任职、兼职或者从事经营活动，且不服从职务调整的，予以撤职。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

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

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

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或者违反规定兼任职务、领取报酬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

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第三十七条 利用宗族或者黑恶势力等欺压群众，或者纵容、包庇黑恶势力活动的，予以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

开除。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向管理服务对象收取、摊派财物的； 

（二）在管理服务活动中故意刁难、吃拿卡要的； 

（三）在管理服务活动中态度恶劣粗暴，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 

（四）不按照规定公开工作信息，侵犯管理服务对象知情权，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 

（五）其他侵犯管理服务对象利益的行为，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五项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予以开除。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

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一）滥用职权，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侵害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二）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三）工作中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的； 

（四）工作中有弄虚作假，误导、欺骗行为的； 

（五）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泄露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

开除： 

（一）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参与或者支持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参与赌博的； 

（四）拒不承担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的； 

（五）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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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严重违反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的行为。 

吸食、注射毒品，组织赌博，组织、支持、参与卖淫、嫖娼、色情淫乱活动的，予以撤职或者开除。 

第四十一条 公职人员有其他违法行为，影响公职人员形象，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

政务处分。 

第四章 政务处分的程序 

第四十二条 监察机关对涉嫌违法的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应当由二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监察机关进行调查时，有

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 

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以非法方式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给予政务处分的依据。 

第四十三条 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前，监察机关应当将调查认定的违法事实及拟给予政务处分的依据告知被调查人，

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申辩，并对其陈述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核实，记录在案。被调查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成立的，应予采纳。不得因被调查人的申辩而加重政务处分。 

第四十四条 调查终结后，监察机关应当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确有应受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按照政务处分决定权限，履行规定的审批手续后，作出政

务处分决定； 

（二）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撤销案件； 

（三）符合免予、不予政务处分条件的，作出免予、不予政务处分决定； 

（四）被调查人涉嫌其他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依法移送主管机关处理。 

第四十五条 决定给予政务处分的，应当制作政务处分决定书。 

政务处分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被处分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 

（二）违法事实和证据； 

（三）政务处分的种类和依据； 

（四）不服政务处分决定，申请复审、复核的途径和期限； 

（五）作出政务处分决定的机关名称和日期。 

政务处分决定书应当盖有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的印章。 

第四十六条 政务处分决定书应当及时送达被处分人和被处分人所在机关、单位，并在一定范围内宣布。 

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后，监察机关应当根据被处分人的具体身份书面告知相关的机关、单位。 

第四十七条 参与公职人员违法案件调查、处理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被调查人、检举人及其

他有关人员也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是被调查人或者检举人的近亲属的； 

（二）担任过本案的证人的； 

（三）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调查的案件有利害关系的； 

（四）可能影响案件公正调查、处理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八条 监察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上级监察机关决定；其他参与违法案件调查、处理人员的回避，由监察机

关负责人决定。 

监察机关或者上级监察机关发现参与违法案件调查、处理人员有应当回避情形的，可以直接决定该人员回避。 

第四十九条 公职人员依法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的，监察机关应当根据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裁定、决定及其认定的

事实和情节，依照本法规定给予政务处分。 

公职人员依法受到行政处罚，应当给予政务处分的，监察机关可以根据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和情节，经立案调

查核实后，依照本法给予政务处分。 

监察机关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作出政务处分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依法改变原生效判决、裁定、决定

等，对原政务处分决定产生影响的，监察机关应当根据改变后的判决、裁定、决定等重新作出相应处理。 

第五十条 监察机关对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公职人员

予以撤职、开除的，应当先依法罢免、撤销或者免去其职务，再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 

监察机关对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或者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公职人员予以撤

职、开除的，应当先依章程免去其职务，再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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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机关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委员给予政务处分的，应当向有关的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报。 

第五十一条 下级监察机关根据上级监察机关的指定管辖决定进行调查的案件，调查终结后，对不属于本监察机关

管辖范围内的监察对象，应当交有管理权限的监察机关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 

第五十二条 公职人员涉嫌违法，已经被立案调查，不宜继续履行职责的，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可以决定暂停

其履行职务。 

公职人员在被立案调查期间，未经监察机关同意，不得出境、辞去公职；被调查公职人员所在机关、单位及上级机

关、单位不得对其交流、晋升、奖励、处分或者办理退休手续。 

第五十三条 监察机关在调查中发现公职人员受到不实检举、控告或者诬告陷害，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按照规定

及时澄清事实，恢复名誉，消除不良影响。 

第五十四条 公职人员受到政务处分的，应当将政务处分决定书存入其本人档案。对于受到降级以上政务处分的，

应当由人事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在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后一个月内办理职务、工资及其他有关待遇等的变更手续；特殊

情况下，经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是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五章 复审、复核 

第五十五条 公职人员对监察机关作出的涉及本人的政务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

审；公职人员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 

监察机关发现本机关或者下级监察机关作出的政务处分决定确有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或者责令下级监察机关

及时予以纠正。 

第五十六条 复审、复核期间，不停止原政务处分决定的执行。 

公职人员不因提出复审、复核而被加重政务处分。 

第五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复审、复核机关应当撤销原政务处分决定，重新作出决定或者责令原作出决定的

监察机关重新作出决定： 

（一）政务处分所依据的违法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三）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作出政务处分决定的。 

第五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复审、复核机关应当变更原政务处分决定，或者责令原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予以

变更： 

（一）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二）对违法行为的情节认定确有错误的； 

（三）政务处分不当的。 

第五十九条 复审、复核机关认为政务处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当予以维持。 

第六十条 公职人员的政务处分决定被变更，需要调整该公职人员的职务、职级、衔级、级别、岗位和职员等级或

者薪酬待遇等的，应当按照规定予以调整。政务处分决定被撤销的，应当恢复该公职人员的级别、薪酬待遇，按照

原职务、职级、衔级、岗位和职员等级安排相应的职务、职级、衔级、岗位和职员等级，并在原政务处分决定公布

范围内为其恢复名誉。没收、追缴财物错误的，应当依法予以返还、赔偿。 

公职人员因有本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被撤销政务处分或者减轻政务处分的，应当对其薪酬待遇受

到的损失予以补偿。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一条 有关机关、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由其上级机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该机关、单

位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 

第六十二条 有关机关、单位、组织或者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机关，主管部门，任免机关、单位或者

监察机关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理： 

（一）拒不执行政务处分决定的； 

（二）拒不配合或者阻碍调查的； 

（三）对检举人、证人或者调查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 

（四）诬告陷害公职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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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情形。 

第六十三条 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 

（一）违反规定处置问题线索的； 

（二）窃取、泄露调查工作信息，或者泄露检举事项、检举受理情况以及检举人信息的； 

（三）对被调查人或者涉案人员逼供、诱供，或者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的； 

（四）收受被调查人或者涉案人员的财物以及其他利益的； 

（五）违反规定处置涉案财物的； 

（六）违反规定采取调查措施的； 

（七）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预调查工作、以案谋私的； 

（八）违反规定发生办案安全事故，或者发生安全事故后隐瞒不报、报告失实、处置不当的； 

（九）违反回避等程序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 

（十）不依法受理和处理公职人员复审、复核的； 

（十一）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五条 国务院及其相关主管部门根据本法的原则和精神，结合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的实际情况，对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等的违法的公职人员处分事宜作出具体规定。 

第六十六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制定相关具体规定。 

第六十七条 本法施行前，已结案的案件如果需要复审、复核，适用当时的规定。尚未结案的案件，如果行为发生

时的规定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当时的规定；如果行为发生时的规定认为是违法的，依照当时的规定处理，但是如

果本法不认为是违法或者根据本法处理较轻的，适用本法。 

第六十八条 本法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8.3.266）《江西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暂行规定》(1986 年 3 月 4 日赣府发[1986]18 号文发布，1998 年 2 月 10 日

省政府第 63号令修改) 

http://xxgk.pingxiang.gov.cn/szbmxxgk/sjsj/fgwj/fg/201207/t20120709_653223.htm  

江西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暂行规定 

（1986 年 3 月 4 日赣府发[1986]18 号文发布，1998 年 2 月 10 日省政府第 63 号令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与国

家标准局联合颁发的《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条例（试行）》、城市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发的《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工作暂

行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特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大中型工业、交通建设项目，由建设单位负责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对一般工业与民用项目，由当地工

程质量监督站（以下简称质监站）进行监督与检查。 

  第三条 为尽快开展工程质量的政府监督，须建立由省、地（市）、县（市）三级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质监站）

组成的质量监督网，代表政府履行工程质量监督职权。各级质监站受同级人民政府的建筑业主管部门领导,同时受

上级质监站和同级标准局指导。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各级国营和集体建筑企事业单位在我省承担的工业与民用建筑（构筑）工程。 

第二章 质监机构 

  第五条 质监站是建筑业主管部门领导下的对工程质量履行监督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其专职质监人

员编制按所辖地区年度施工面积三万平方米左右配备一人（但总数不得少于三人），其中专业人员不少于 80％。根

据我省实际情况，各级质监站可聘用一些兼职技术人员，但专、兼职质监人员均需由上一级建筑业主管部门审批发

证。可付给兼职人员适当报酬，在城市内的区原则上不设区一级质监站。 

  第六条 省、地（市）、县（市）三级质监站的任务详见附件。 

第三章 质监内容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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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必须向当地质监站申请工程监督，按规定交纳监督费用；施工单位向质监站提

交开工报告，经审查合格后，由建筑业主管部门发给施工许可证方可开工。 

  第八条 建设单位申请工程监督时必须向质监站提交下列资料：（一）质监申请书（委托书）一式五份； 

  （二）全套施工图一份； 

  （三）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一份； 

  （四）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合同副本。 

  第九条 质监站在工程开工前，审核受监工程的勘察设计与施工单位是否具有设计证书、技术资质证书和营业

执照，是否符合核定的营业范围。 

  第十条 质监站对受监工程要把好施工过程中各重要环节和阶段的质量关： 

  （一）监督施工单位认真把好地基基础工程关，监督施工单位认真做好地基基础的隐蔽工程验收记录与鉴证，

评定基础工程的质量等级。对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质监站要派员参加检验； 

  （二）监督施工单位把好主体结构关，着重控制钢筋混凝土和砌体工程的质量。主体结构完成后应进行中间验

收，无主体结构工程中间验收手续的工程，质监站不予核验单位工程的质量等级； 

  （三）监督和检查施工企业执行国家规范、技术标准和政府立法文件的情况； 

  （四）检查十种技术资料：图纸会审记录、隐蔽工程签证记录、技术变更核定记录、混凝上和砂浆强度试验报

告、原材料和半成品检验及混凝土门窗等构件出厂证明、工程质量检验评实记录、技术交底、施工日志、施工组织

设计（或施工方案）及其它记录。 

  第十一条 工程竣工后，首先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对竣工工程质量进行验评，将验评结果及有关

技术资料交质监站进行核验。末经核验或核验不合格的工程，不准交付使用。 

  第十二条 质监站对建筑构件厂（包括钢门窗等金属构件厂），要审查其是否符合核定的营业范围。各构件厂

应根据质监站的要求，如实上报本厂的质量保证体系和产品质量情况，质监站还可以不定期地对各构件厂的产品进

行抽样检查。 

  第十三条 各级质检站除对接受委托的工程进行直接监督外，同时对施工企业和构件厂的质量保证体系诸如企

业的质量检查人员是否符合要求、检测手段是否符合规定、质量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等，亦应进行指导和监督，并对

企业质检机构进行业务指导。 

第四章 权 限 

  第十四条 各级质监站有权利用所辖范围内的建筑企事业单位的测试手段，对工程质量进行检验和分配监测任

务。 

  第十五条 质监站对质量管理好的单位和优质工程，有建议当地政府给予通报表扬、颁发奖状、发放奖金或奖

品的权力；对违反质量管理规定的单位或个人，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六条 各地（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质监站应当加强对设计质量监督检查，主要监督无证设

计、危及安全和严重浪费的设计。对结构设计图纸中明显不合理的部分，应向设计单位提出修改意见，对因设计问

题造成的工程质量事故或严重浪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质监站可对设计单位处以 30000 元以下罚款，

并建议有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五章 检测机构 

  第十七条 建筑工程检测工作是建筑工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检测机构一般可附设于施工企业中，有条件的

地、市、县，亦可单独设置或附设在质监站，称为××地、市、县建筑工程检测中心。均应配备必要的检测试验设

备和人员，负责开展检测工作，并接受同级建筑业主管部门、质监站的领导和指导。 

  第十八条 江西省建筑工程检测中心，由省建筑科学研究所负责行使职能。 

  第十九条 建筑工程检测机构的主要任务是： 

  （一）接受委托，承担有关建筑工程的测试、检验工作和试验任务； 

  （二）对试验、检测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三）根据检测工作中反映出的建筑工程质量状况，及时向有关部门作质量信息反馈。 

  第二十条 各地（市）、县（市）检测中心必须通过资格审查，由地、市建设局审查确认，并由省建设厅统一

颁发合格证书。 

  未取得合格证书的检测机构，其发出的检验报告单或技术论证等，不具有公证的效力。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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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监督费用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和构件厂应向质监站交纳监督费用，其费率标准是： 

  （一）年施工建筑面积在一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城市，监督费按委托工程建筑安装工作量的千分之二点五收取。 

  （二）年施工建筑面积在三十万平方米以上、一百万平方米以下的市、县，监督费按委托工程建筑安装工作量

的千分之三收取。 

  （三）年施工建筑面积在三十万平方米以下的市、县，监督费按委托工程建筑安装工作量的千分之三点五收取。 

  （四）年施工建筑面积少于三万平方米的县，监督费按委托工程建筑安装工作量的千分之四收取。 

  （五）构件质量监督费，按对外销售额的千分之一点五收取。 

  （六）上述取费费率，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在不超过上述标准的范围内可作适当调整。 

  第二十二条 监督费由建设单位和构件厂列入工程概（预）算和产品成本。但属分包的构件成本，只许计算一

次。 

  第二十三条 各级质监站可按各自承担的监督任务分别收取监督费。监督费用应存入建设银行，用于监督工作

有关的开支及添置监督工作所需的工具、仪器和设备，不得挪作他用。 

  省工程质量监督站每年向各地（市）质监站收取少量监督费，其比例另行确定，作为省质监站开展业务的费用。 

  第二十四条 检测中心（检测站）所承担检测、试验项目的费用，可按国家或省定有关统一标准收取。国家尚

无明文规定的特殊检测项目，可由检测机构根据实际消耗和税利另定标准，报主管部门核准。 

  第二十五条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费用中，凡属原省建委（77）赣基建字第 32 号文所包含的正常试验费用，已

在预算中包括，应由施工单位支付，不得包含在监督费中或加大工程造价。由于质量问题的争议而在鉴定过程中发

生的检测费用，由责任一方支付。 

  第二十六条 建设单位因缺少质检人员，委托质监站兼做日常的质检工作，其监督费用可适当提高。具体费率

由双方商定。 

第七章 奖惩办法 

  第二十七条 根据国务院国发[1985]21 号文第二页规定，建筑工程在承包中要“实行按质论价，优质优价的政

策”。经当地质监站核验认定的优良工程应给予施工单位增加总价 1.5―2％的奖励，具体数量(金额)应在签订合同时

作明确规定。 

  经质监站核验质量合格的单位工程（包括返工以后的合格工程），按合同价格付款。 

  经质监站核验质量不合格的单位工程，施工单位除必须进行返工和加固补强直至保证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外，

并向建设单位交付总造价 1％的赔偿金。 

  第二十八条 各级建筑业主管部门和质监站对一贯工作积极负责、成绩突出的监督检查人员应给予奖励；对于

不按本规定第三章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内容认真履行职责，只收费不监督的质监站或由于监督人员素质差监

督不力造成质量事故的，除退回所收取的监督费外，还应对质监站进行整顿，后果严重的还要依法追究个人责任；

对玩忽职守、索贿受贿、徇私偏袒、利用职权违法乱纪的监督人员，除撤销其监督员资格外，并视其情节从严惩处。 

第八章 其 它 

  第二十九条 各地（市）建筑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地的实际和需要，制订补充细则，并报省建设厅备案。 

  第三十条 本暂行规定自批准之日起执行，由省建设厅负责解释。 

 

 

8.3.267）《关于开展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工作的通知》(2017 年 12 月 11 日 建质[2017]242 号)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712/t20171215_234392.html  

http://www.shaanxijs.gov.cn/zhengce/2017/12/102492.shtml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进一步规范工程参建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强化施工过程质量控制，保证工程实体质量，

全面提升工程质量水平，现就开展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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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方针，严格执行工程质量有关法律法规

和强制性标准，以施工现场为中心，以质量行为标准化和工程实体质量控制标准化为重点，建立企业和工程项目自

我约束、自我完善、持续改进的质量管理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工程参建各方主体质量责任，全面提升工程质量水平。 

  二、工作目标 

  建立健全企业日常质量管理、施工项目质量管理、工程实体质量控制、工序质量过程控制等管理制度、工作标

准和操作规程，建立工程质量管理长效机制，实现质量行为规范化和工程实体质量控制程序化，促进工程质量均衡

发展，有效提高工程质量整体水平。力争到 2020 年底，全面推行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 

  三、主要内容 

  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从工程开工到竣工验收备案的全过程，对工程参

建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控制实行的规范化管理活动。其核心内容是质量行为标准化和工程实体质量

控制标准化。 

  （一）质量行为标准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管

理规范》（GB 50216）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按照“体系健全、制度完备、责任明确”的要求，对企业和现场项目

管理机构应承担的质量责任和义务等方面做出相应规定，主要包括人员管理、技术管理、材料管理、分包管理、施

工管理、资料管理和验收管理等。 

  （二）工程实体质量控制标准化。按照“施工质量样板化、技术交底可视化、操作过程规范化”的要求，从建

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进场质量控制、施工工序控制及质量验收控制的全过程，对影响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

分部、分项工程和关键工序做法以及管理要求等做出相应规定。 

  四、重点任务 

  （一）建立质量责任追溯制度。明确各分部、分项工程及关键部位、关键环节的质量责任人，严格施工过程质

量控制，加强施工记录和验收资料管理，建立施工过程质量责任标识制度，全面落实建设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和

竣工后永久性标牌制度，保证工程质量的可追溯性。 

  （二）建立质量管理标准化岗位责任制度。将工程质量责任详细分解，落实到每一个质量管理、操作岗位，明

确岗位职责，制定简洁、适用、易执行、通俗易懂的质量管理标准化岗位手册，指导工程质量管理和实施操作，提

高工作效率，提升质量管理和操作水平。 

  （三）实施样板示范制度。在分项工程大面积施工前，以现场示范操作、视频影像、图片文字、实物展示、样

板间等形式直观展示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做法与要求，使施工人员掌握质量标准和具体工艺，并在施工过程中遵

照实施。通过样板引路,将工程质量管理从事后验收提前到施工前的预控和施工过程的控制。按照“标杆引路、以点

带面、有序推进、确保实效”的要求，积极培育质量管理标准化示范工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四）促进质量管理标准化与信息化融合。充分发挥信息化手段在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中的作用，大力推广建

筑信息模型（BIM）、大数据、智能化、移动通讯、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应用，推动各方主体、监管部门等协

同管理和共享数据，打造基于信息化技术、覆盖施工全过程的质量管理标准化体系。 

  （五）建立质量管理标准化评价体系。及时总结具有推广价值的工作方案、管理制度、指导图册、实施细则和

工作手册等质量管理标准化成果，建立基于质量行为标准化和工程实体质量控制标准化为核心内容的评价办法和评

价标准，对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的实施情况及效果开展评价，评价结果作为企业评先、诚信评价和项目创优等重要

参考依据。 

  五、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质量管理标准化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对夯实企业质量工作基础、落实企

业质量主体责任、促进工程项目和地区质量管理水平提高起着重要作用。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

加强组织领导，督促参建各方落实主体责任，扎实推进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工作。 

  （二）强化措施，有序推进。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明确

目标任务、工作内容、进度安排、具体措施及检查督办要求等，确保工作有序有效开展。采取指导和激励并重的方

式，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建立工作激励机制，提高主管部门、相关企业和工程项目管理机构开展质量管理标准化工

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加强指导，营造氛围。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工作的监督检查，促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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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形成制度不断完善、工作不断细化、程序不断优化的持续改进机制。充分利用新闻报道、现场观摩、专题培训等

形式，积极宣传质量管理标准化的重要意义，营造推进质量管理标准化工作的浓厚社会氛围。 

  （四）注重统筹，务求实效。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将质量管理标准化工作与工程质量常见问题治理结

合、与安全生产标准化结合、与诚信体系建设结合，及时总结推广成熟经验做法，培育典型，示范引导，推进质量

管理标准化工作广泛深入、扎实有效开展，实现工程质量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7 年 12 月 11 日 

 

 

8.3.268）《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标准实施监督工作的指导意见》(2014 年 3月 3 日 建标〔2014〕32 号)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711446.htm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403/t20140310_217315.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14-00117 主题信息：标准定额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成日期：2014

年 03月 03日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标准实施监督工作的指导意见有 效 期：文  号：

建标[2014]32 号主 题 词：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标准实施监督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建交委、规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有关

行业协会，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标准实施监督工作，推动标准全面有效实施，充分发挥标准在落实国家方针政策、保证

工程质量安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等方面的引导约束作用，提出以下意见。 

  一、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实施 

  按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围绕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节能减排、保障民生等重点领域，明

确本行业、本地区标准实施的重点目标和任务。借鉴高强钢筋推广应用、无障碍环境建设等经验做法，标准先行，

加强政策引导、技术服务、督促协调，建立部门合作、专家支撑、上下联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重点标准实施的试

点、示范和引领作用。 

  二、完善强制性标准监督检查机制 

  按照《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建立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机构和相关监管机

构共同参与、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以强制性标准为重点，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标准实施情况专项检查或

抽查，依法对违反强制性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罚，及时通报监督检查结果，实现标准监督检查工作常态化。 

  三、建立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机制 

  畅通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渠道，广泛收集建设活动各方责任主体、相关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对标准实施的意见、

建议，及时进行分类整理，提出处理意见。对涉及标准咨询解释的，由相应标准的解释单位处理。对涉及标准贯彻

执行的，由相关监督机构处理。对涉及标准内容调整或制订、修订的，由相应标准的批准部门处理。处理结果要及

时反馈。要定期开展综合分析，重点对标准制定提出建议，形成标准制定、实施和监督的联动机制。 

  四、加强标准解释咨询工作 

  按照“谁批准，谁解释”的原则，完善标准解释咨询程序，规范本地区、本行业批准标准的解释咨询管理。对

涉及标准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可由主编单位或技术依托单位负责。对涉及强制性条文或标准最终解释，由标准批

准部门负责，也可指定有关单位负责，解释内容应经标准批准部门审定。按照政务信息公开要求，及时公开标准的

批准发布、出版发行和强制性条文内容等信息，拓展标准咨询服务手段，提高标准实施监督的服务水平。 

  五、推动标准实施监督信息化工作 

  在有条件的地区或行业，开展标准实施监督信息化工作试点，利用信息化手段，在标准实施过程和关键环节，

探索标准实施的达标判断、实时监控、责任绑定和追溯。将各方责任主体执行强制性标准情况记入单位和个人诚信

档案，作为评定个人和企业（单位）从事工程建设活动诚信的重要依据。 

  六、加大标准宣贯培训力度 

  加强标准宣贯培训工作，制定年度宣贯培训计划，发挥标准主编单位和技术依托单位的主渠道作用，采取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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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培训班、远程教育等形式，积极开展标准的宣贯培训。将标准培训纳入执业人员继续教育和专业人员岗位教育

范畴，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实施标准的水平。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途径，扩大标准化知识宣传，增强

全社会标准化意识。 

  七、规范标准备案管理 

  按照《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和《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化工作管理规定》，落实备案程序和要求，含有强

制性条文的标准应在批准发布前向住房城乡建设部申请备案，不含强制性条文的标准应在批准发布 30 日内备案，

备案标准名称及备案号应面向社会公开。积极开展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备案试点，充分发挥企业标准在工程建设活动

中的积极作用。 

  八、逐步建立标准实施情况评估制度 

  按照标准实施评价规范的要求，在节能减排、工程质量安全、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对已实施标准的先进性、

科学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开展评估。以政府投资工程为重点，对工程项目执行标准的全面、有效和准确程度开展

评估。选择有条件的规划、设计、施工等企业，对标准体系建设、标准培训及实施管理等企业标准化工作情况开展

评估。 

  九、加强施工现场标准员管理 

  按照《关于贯彻实施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的意见》和《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

员职业标准》相关要求，开展标准员岗位培训，规范考核评价和证书管理。落实标准员岗位职责，积极推进标准员

岗位设置，构建标准员继续教育、监督管理等制度，充分发挥标准员在标准实施、监督检查、信息收集和反馈等方

面的作用。 

  各地、各部门应当进一步健全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机构，强化其在标准实施监督工作中的指导、推进、协调、

服务职责，积极发挥标准化协会、技术委员会、编制组及专家的作用，利用各类媒体，加强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全面提升工程建设标准实施监督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3 月 3 日 

 

8.3.269）《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1957年 10 月 26日) 

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Gid=188  

http://jjjc.jiangnan.edu.cn/info/1020/1113.htm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10/content_5009561.htm 

 

【颁布时间】1957-10-26 

【标题】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 

【发文号】 

【失效时间】2005-4-27 

【颁布单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规来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1957 年 

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  

（1957 年 10 月 23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二次会议批准 1957 年 10 月 26 日国务院命令公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八条“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

服务。”的规定，为了不断地提高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发扬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防止和纠正

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以切实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完成，现在对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

员的奖惩问题，作以下规定：  

一、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坚决地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律、法令，遵守政府的决议、命令和规章制度，切

实地完成国家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保守国家机密，树立勤俭朴素、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

众的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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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表现的，应该予以奖励：  

（一）忠于职责，成绩优良，遵守纪律，起模范作用的；  

（二）在工作上有发明、创造，提出合理化建议，对于国家有显著贡献的；  

（三）防止或者挽救事故有功，使国家和人民利益免受重大损失的；  

（四）爱护公共财产，节约国家资财有重大成绩的；  

（五）同严重的违法失职行为坚决斗争，有显著功绩的；  

（六）其他应该予以奖励的。  

三、奖励分为：记功、记大功、授予奖品或者奖金、升级、升职、通令嘉奖六种。这几种奖励可以单独使用，也可

以同时并用。  

四、记功、记大功、授予奖品或者奖金、升级，由所在机关或者上级机关给予；升职，由任命其新职务的机关给予；

通令嘉奖，由国务院，国务院的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给予。  

对于工作人员的奖励，应该在适当会议上或者报刊上宣布，同时以书面通知本人，并且记入本人档案。  

五、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违法失职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应该予以纪律处分。如果情节轻微，经过批评

教育后，也可以免予处分。  

（一）违反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和政府的决议、命令、规章、制度的；  

（二）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三）违反民主集中制，不服从上级决议、命令，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  

（四）弄虚作假，欺骗组织的；  

（五）拨弄是非，破坏团结的；  

（六）丧失立场，包庇坏人的；  

（七）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的；  

（八）浪费国家资财，损害公共财物的；  

（九）滥用职权，侵犯人民群众利益，损害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关系的；  

（十）泄露国家机密的；  

（十一）腐化堕落，损害国家机关威信的；  

（十二）其他违反国家纪律的。  

六、纪律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开除八种。  

七、国家行政机关对于违反国家纪律的工作人员，在追究纪律责任和给予纪律处分的时候，必须本着严肃和慎重的

方针，按照所犯错误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参照本人平常的表现和对错误的认识程度，分别予以适当的纪律处分或

者免予处分。  

对于违反国家纪律，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到一定的损失，仍然可以继续担任现任职务的人员，可以分别给予警

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  

对于严重违反国家纪律，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不能继续担任现任职务的人员，可以给予降职或者撤职

处分。如果无职可降或者无职可撤的，也可以给予降级处分。  

对于严重违法失职，屡教不改，或者蜕化变质，不可救药，不适合在国家行政机关继续工作的分子，可以给予开除

处分。对于其中的某些人员，为了使其有最后悔改的机会，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从宽处理，给予开除留用察看处

分。  

对于混入国家行政机关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必须坚决开除出国家机关，并且依法处理。  

八、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犯刑法，情节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或者经过批评教

育后免予处分。  

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经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徒刑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的，其职务自然撤销。对于被判处徒刑宣告缓

刑的人员，其职务也自然撤销。在缓刑期间，仍然可以留在机关继续工作的，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分配适当的工作。  

九、国家行政机关发现所属工作人员违反纪律，应该给予纪律处分的时候，必须迅速处理，不得无故拖延，一般应

该从发现错误之日起，半年以内给予处分。如果情节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原因，至迟不得超过两年。  

十、纪律处分的权限，依照下列规定：  

（一）各级国家行政机关自行任命的本机关工作人员的纪律处分，由各该机关决定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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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任命的处长（或者相当人员）以上工作人员的降职、撤职、开除

留用察看和开除处分，应该报国务院备案。  

（二）上级机关任命的人员的纪律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和降级处分，由直属上级决定后执行，并且报任命机

关备案；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和开除处分，由直属上级决定，报任命机关批准后执行。  

县（市）以下国家行政机关开除工作人员，必须报经县（市）人民委员会批准。  

（三）经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担任国家行政职务的人员，其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由上级机关决

定后执行。对于严重违反纪律，不适合担任现任职务的人员，应该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予以罢免，并且由本级人民

委员会报上级机关备案。在罢免前，上级机关可以先行停止其职务。必要的时候，上级机关也可以予以撤职。  

（四）国家行政机关发现所属机关的纪律处分决定不适当或者错误的时候，应该加以改变，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予

以加重、减轻或者撤销。  

十一、国家行政机关处分任何工作人员，应该对其所犯错误的事实认真进行调查对证，并且经过一定会议讨论，作

出书面结论。在讨论的时候，除了特殊情形以外，应该通知受处分人出席申述意见。纪律处分经决定或者批准生效

后，应该书面通知受处分人，并且记入本人档案。  

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犯了严重的错误，在处分没有决定或者批准以前，不宜担任现任职务的，上级机关或者本机

关可以先行停止其职务。  

十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所受纪律处分不服的时候，应该在接到通知后一个月内，向处理机关要求复议，并

且有权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诉。国家行政机关对于受处分人的申诉，应该认真处理。对于受处分人给上级机关的申诉

书，必须迅速转递，不得扣压。但是在复议或者申诉期间，不停止处分的执行。  

十三、国家监察机关管理奖惩工作的范围，依照下列规定：  

（一）国家监察机关在工作中发现需要给予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奖励或者纪律处分的时候，应该提出具体意见，

建议其主管机关作出决定，或者报请上级行政机关决定。  

（二）国家监察机关对于上级行政机关交议的奖励和纪律处分案件，应该负责审议，并且提出具体意见，报请上级

行政机关决定。  

（三）国家监察机关对于各部门有关奖励或者纪律处分的争议，可以进行评议，并且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其主管机

关作出决定，或者报请上级行政机关决定。  

（四）国家监察机关对于所受理的奖励或者纪律处分的控告、申诉案件，可以进行复议或者复查，并且提出具体意

见，建议其主管机关作出决定，或者报请上级行政机关决定。  

十四、本规定适用于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经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担任国家行政职务的人员，和各级国家行政

机关任命的工作人员，以及企业、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工作人员。  

十五、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国家行政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奖惩问题，应该由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参照本规定制定奖惩办法。  

十六、本规定由监察部解释。  

十七、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政处分批准程序”和“关于撤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政处分暂行

办法”即行作废。 

 

8.3.270）《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务院第 125 号令 1993年 08 月 14 日) 

http://zjw.beijing.gov.cn/bjjs/xxgk/fggz/315114/index.shtml  

http://www.people.com.cn/item/flfgk/cyflfg/c022.html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颁布单位】 国务院  

  【颁布日期】 19930814  

  【实施日期】 19931001  

  【章名】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现对国家公务员的科学管理，保障国家公务员的优化 、廉洁，提高行政效能，根据宪法，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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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例。  

  第二条 国家公务员制度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坚持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 准；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 员。  

  第四条 国家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 国家公务员中的各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的产生和任免，依照 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章名】 第二章 义务与权利  

  第六条 国家公务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  

  (二)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公务；  

  (三)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  

  (四)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五)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尽职尽责，服从命令；  

  (六)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七)公正廉洁，克己奉公；  

  (八)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七条 国家公务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行政处 分；  

  (二)获得履行职责所应有的权力；  

  (三)获得劳动报酬和享受保险、福利待遇；  

  (四)参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培训；  

  (五)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六)提出申诉和控告；  

  (七)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辞职；  

  (八)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章名】 第三章 职位分类  

  第八条 国家行政机关实行职位分类制度。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确定职能、机构、编制的基 础上，进行职位设置；制定职位说明书，

确定每个职位的职责和任职资格 条件，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录用、考核、培训、晋升等的依据。  

  国家行政机关根据职位分类，设置国家公务员的职务和等级序列。  

  第九条 国家公务员的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  

  非领导职务是指办事员、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助理调研员 、调研员、助理巡视员、巡视员。  

  第十条 国家公务员的级别分为十五级。  

  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是：  

  (一)国务院总理：一级；  

  (二)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二至三级；  

  (三)部级正职，省级正职：三至四级；  

  (四)部级副职，省级副职：四至五级；  

  (五)司级正职，厅级正职，巡视员：五至七级；  

  (六)司级副职，厅级副职，助理巡视员：六至八级；  

  (七)处级正职，县级正职，调研员：七至十级；  

  (八)处级副职，县级副职，助理调研员：八至十一级；  

  (九)科级正职，乡级正职，主任科员：九至十二级；  

  (十)科级副职，乡级副职，副主任科员：九至十三级；  

  (十一)科员：九至十四级；  

  (十二)办事员：十至十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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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国家公务员的级别，按照所任职务及所在职位的责任大小 、工作难易程度以及国家公务员的德才表

现、工作实绩和工作经历确定。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因工作需要，增设、减少或者变更 职位时，应当按照规定程序重新确定。  

  【章名】 第四章 录 用  

  第十三条 国家行政机关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国家公 务员，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

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择优录用。  

  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录用国家公务员 时，对少数民族报考者应当予以照顾。  

  第十四条 录用国家公务员，必须在编制限额内按照所需职位的要求 进行。  

  第十五条 报考国家公务员，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资格条件。  

  第十六条 录用国家公务员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发布招考公告；  

  (二)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三)对审查合格的进行公开考试；  

  (四)对考试合格的进行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工作能力等方面的考核 ；  

  (五)根据考试、考核结果提出拟录用人员名单，报设区的市以上人民 政府人事部门审批。  

  录用特殊职位的国家公务员，经国务院人事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人 事部门批准，可以简化程序或者采用其

他测评办法。  

  第十七条 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的录用考试，由国务院人事 部门负责组织。  

  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的录用考试，由省级人民政府人事 部门负责组织。  

  第十八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录用的国家公务员，应当具有 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按照规定录用的

没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国家公务员 ，应当安排到基层工作一至二年。  

  第十九条 新录用的国家公务员，试用期为一年。试用期满合格的， 正式任职；不合格的，取消录用资格。  

  新录用的国家公务员在试用期内，应当接受培训。  

  【章名】 第五章 考 核  

  第二十条 国家行政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国家公务员的德、能、勤 、绩进行全面考核，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第二十一条 对国家公务员的考核，应当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实行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平时与定期相结合。  

  第二十二条 国家公务员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平时考核 作为年度考核的基础。  

  第二十三条 国家行政机关在年度考核时设立非常设性的考核委员会 或者考核小组，在部门负责人的领导下负

责国家公务员年度考核工作。  

  第二十四条 年度考核先由个人总结，再由主管领导人员在听取群众 意见的基础上写出评语、提出考核等次的

意见，经考核委员会或者考核小 组审核后，由部门负责人确定考核等次。  

  对担任国务院工作部门司局级以上领导职务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工作部门领导职务的国家公务员的

考核，必要时可以进行民意测验或 者民主评议。  

  第二十五条 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等次。  

  对国家公务员的考核结果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本人如果对考核 结果有异议，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复

核。  

  第二十六条 年度考核结果作为对国家公务员的奖惩、培训、辞退以 及调整职务、级别和工资的依据。  

  【章名】 第六章 奖 励  

  第二十七条 国家行政机关对在工作中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 的以及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国家公务员给予

奖励。对国家公务员的奖励，坚 持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十八条 国家公务员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应当予以奖励：  

  (一)忠于职守，积极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遵守纪律，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办事公道，起模范作用的；  

  (三)在工作中有发明、创造或者提出合理化建议，为国家取得显著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四)爱护公共财产，节约国家资财有突出成绩的；  

  (五)防止或者挽救事故有功，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免受或者减少损 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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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在抢险、救灾等特定环境中奋不顾身，做出贡献的；  

  (七)同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有功绩的；  

  (八)在对外交往中，为国家争得荣誉和利益的；  

  (九)有其他功绩的。  

  第二十九条 对国家公务员的奖励分为：嘉奖，记三等功、二等功、 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  

  国家行政机关对受前款所列奖励的国家公务员，按照规定给予一定的 物质奖励。  

  第三十条 国家公务员奖励的权限和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章名】 第七章 纪 律  

  第三十一条 国家公务员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散布有损政府声誉的言论，组织或者参加非法组织，组织或者参 加旨在反对政府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

动，组织或者参加罢工；  

  (二)玩忽职守，贻误工作；  

  (三)对抗上级决议和命令；  

  (四)压制批评，打击报复；  

  (五)弄虚作假，欺骗领导和群众；  

  (六)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或者利用职权为自己和他人谋取私利；  

  (七) 挥霍公款，浪费国家资财；  

  (八)滥用职权，侵犯群众利益，损害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九)泄露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十)在外事活动中有损国家荣誉和利益；  

  (十一)参与或者支持色情、吸毒、迷信、赌博等活动；  

  (十二)违反社会公德，造成不良影响；  

  (十三)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十四)其他违反纪律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国家公务员有本条例第三十一条所列违纪行为，尚未构 成犯罪的，或者虽然构成犯罪但是依法不

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给予行政 处分；违纪行为情节轻微，经过批评教育后改正的，也可以免予行政处分 。  

  第三十三条 行政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 除。  

  受撤职处分的，同时降低级别和职务工资。  

  受行政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除受警告以外的行政处 分的，并不得晋升工资档次。  

  第三十四条 处分国家公务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在规定的时限内 做出处理决定。  

  对国家公务员的行政处分，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 理恰当、手续完备。  

  第三十五条 给予国家公务员行政处分，依法分别由任免机关或者行 政监察机关决定；其中给予开除处分的，

应当报上级机关备案。  

  县级以下国家行政机关开除国家公务员，必须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六条 国家公务员受本条例第三十三条所列除开除以外的行政 处分，分别在半年至两年内由原处理机关

解除行政处分。但是，解除降级 、撤职处分不视为恢复原级别、原职务。  

  国家公务员在受行政处分期间，有特殊贡献的，可以提前解除行政处 分。  

  解除行政处分后，晋升职务、级别和工资档次不再受原行政处分的影 响。  

  第三十七条 行政处分决定和解除行政处分的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 知本人。  

  【章名】 第八章 职务升降  

  第三十八条 国家公务员的职务晋升，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 的原则，注重工作实绩。  

  第三十九条 晋升国家公务员的职务，必须在国家核定的职数限额内 进行。  

  第四十条 国家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具备拟任职务所要求的资格条 件；其中拟晋升上一级领导职务的，一般

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 任职的经历。  

  第四十一条 国家公务员的职务晋升，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产生预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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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按照拟任职务所要求的条件进行资格审查；  

  (三)在年度考核的基础上进行晋升考核；  

  (四)由任免机关领导集体讨论决定人选。  

  对晋升领导职务的国家公务员，应当进行任职培训。  

  第四十二条 晋升国家公务员的职务，应当按照规定的职务序列逐级 晋升。个别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特别突出

的，可以越一级晋升，但是必须 按照规定报有关部门同意。  

  第四十三条 国家公务员在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或者不胜 任现职又不宜转任同级其他职务的，应当

按照规定程序予以降职。  

  第四十四条 任免机关根据国家公务员职务的升降和年度考核结果， 按照规定调整其级别和工资档次。  

  【章名】 第九章 职务任免  

  第四十五条 国家公务员职务实行委任制，部分职务实行聘任制。  

  第四十六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按照 规定的任免权限和程序任免国家公务员。  

  第四十七条 国家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任职：  

  (一)新录用人员试用期满合格的；  

  (二)从其他机关及企业、事业单位调入国家行政机关任职的；  

  (三)转换职位任职的；  

  (四)晋升或者降低职务的；  

  (五)因其他原因职务发生变化的。  

  第四十八条 国家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免职：  

  (一)转换职位任职的；  

  (二)晋升或者降低职务的；  

  (三)离职学习期限超过一年的；  

  (四)因健康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一年以上的；  

  (五)退休的；  

  (六)因其他原因职务发生变化的。  

  第四十九条 国家公务员原则上一人一职，确因工作需要，经任免机 关批准，可以在国家行政机关内兼任一个

实职。  

  国家公务员不得在企业和营利性事业单位兼任职务。  

  第五十条 国家公务员担任不同层次领导职务的最高任职年龄，由国 家另行规定。  

  【章名】 第十章 培 训  

  第五十一条 国家行政机关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按照职位的 要求，有计划地对国家公务员进行培训。  

  国家公务员的培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按需施教、讲求 实效的原则。  

  第五十二条 国家公务员的培训分为：对新录用人员的培训；晋升领 导职务的任职培训；根据专项工作需要进

行的专门业务培训和在职国家公 务员更新知识的培训。  

  第五十三条 国家行政学院、地方行政学院以及其他培训机构按照有 关规定承担国家公务员的培训任务。  

  第五十四条 国家公务员在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和鉴定作为其任职和 晋升职务的依据之一。  

  【章名】 第十一章 交 流  

  第五十五条 国家公务员实行交流制度。  

  国家公务员可以在国家行政机关内部交流，也可以与其他机关以及企 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  

  交流包括调任、转任、轮换和挂职锻炼。  

  国家行政机关每年应当有一定比例的国家公务员进行交流。  

  第五十六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接受调任、转任和轮换的国家公务员 ，应当有相应的职位空缺。  

  第五十七条 调任，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以外的工作人员调入国家行政 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助理调研员以上非

领导职务，以及国家公务员调出 国家行政机关任职。  

  调入国家行政机关任职的，必须经过严格考核，具备拟任职务所要求 的政治思想水平、工作能力以及相应的

资格条件。考核合格的，应当到行 政学院或者其他指定的培训机构接受培训，然后正式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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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公务员调出国家行政机关后，不再保留国家公务员的身份。  

  第五十八条 转任，是指国家公务员因工作需要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在 国家行政机关内部的平级调动(包括跨地

区、跨部门调动)。  

  国家公务员转任，必须符合拟任职务规定的条件要求，经考核合格后 ，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五十九条 轮换，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担任领导职务和某些工作性 质特殊的非领导职务的国家公务员，有计

划地实行职位轮换。  

  国家公务员的职位轮换，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权限，由任免机关负责 组织。  

  第六十条 挂职锻炼，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有计划地选派在职国家公务 员在一定时间内到基层机关或者企业、事

业单位担任一定职务。  

  国家公务员在挂职锻炼期间，不改变与原机关的人事行政关系。  

  【章名】 第十二章 回 避  

  第六十一条 国家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 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

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 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 领导职

务的机关从事监察、审计、人事、财务工作。  

  第六十二条 国家公务员执行公务时，涉及本人或者涉及与本人有本 条例第六十一条所列亲属关系人员的利害

关系的，必须回避。  

  第六十三条 国家公务员担任县级以下地方人民政府领导职务的，一 般不得在原籍任职。但是，民族区域自治

地方人民政府的国家公务员除外 。  

  【章名】 第十三章 工资保险福利  

  第六十四条 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公务员实行职级工资制。  

  国家公务员的工资主要由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 构成。  

  国家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地区津贴和其他津贴。  

  第六十五条 国家公务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  

  凡在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优秀、称职的，可以按照规定晋升工资和发 给奖金。  

  第六十六条 国家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国有企业相当人员的平均工资水 平大体持平。  

  第六十七条 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的变动， 有计划地提高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标准，使

国家公务员的实际工资水平不断 提高。  

  第六十八条 新录用人员在试用期间，发给试用期工资；试用期满正 式任职后，根据确定的职务和级别确定其

工资。  

  第六十九条 国家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保险和福利待遇。  

  第七十条 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外，国家行政机关不得以任 何形式增加或者扣减国家公务员的工资，

也不得提高或者降低国家公务员 的保险和福利待遇。  

  【章名】 第十四章 辞职辞退  

  第七十一条 国家公务员辞职，应当向任免机关提出书面申请；任免 机关应当在三个月内予以审批。审批期间，

申请人不得擅自离职。  

  国家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定国家公务员三至五年的最低服 务年限；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的，不得辞

职。  

  在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机密等特殊职位上任职的国家公务员，不得辞 职。  

  第七十二条 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本条例第七十一条规定擅自离职的 国家公务员，给予开除处分。  

  第七十三条 国家公务员辞职后，二年内到与原机关有隶属关系的企 业或者营利性的事业单位任职，须经原任

免机关批准。  

  第七十四条 国家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辞退：  

  (一)在年度考核中，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的；  

  (二)不胜任现职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的；  

  (三)因单位调整、撤销、合并或者缩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本人 拒绝合理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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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旷工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 超过三十天的；  

  (五)不履行国家公务员义务，不遵守国家公务员纪律，经多次教育仍 无转变，又不宜给予开除处分的。  

  第七十五条 辞退国家公务员，由所在机关提出建议，按管理权限报 任免机关审批，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  

  第七十六条 被辞退的国家公务员，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待业 保险。  

  第七十七条 国家公务员辞职或者被辞退，离职前应当办理公务交接 手续，必要时接受财务审计。  

  辞职离开国家行政机关和被辞退的国家公务员，不再保留国家公务员 的身份。  

  【章名】 第十五章 退 休  

  第七十八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国家公务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应当退休：  

  (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五周岁；  

  (二)丧失工作能力的。  

  第七十九条 国家公务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人提出要求，经任 免机关批准，可以提前退休：  

  (一)男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且工作年限满二十年的；  

  (二)工作年限满三十年的。  

  第八十条 国家公务员退休后，享受国家规定的养老保险金和其他各 项待遇。  

  【章名】 第十六章 申诉控告  

  第八十一条 国家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 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处理机

关申请复核，或者向同级人民政 府人事部门申诉，其中对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诉 。  

  受理国家公务员申诉的机关必须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复核和申诉期间，不停止对国家公务员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八十二条 国家公务员对于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 的行为，可向上级行政机关或者行政监察

机关提出控告。  

  受理国家公务员控告的机关必须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八十三条 国家公务员提出申诉和控告，必须忠于事实。  

  第八十四条 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公务员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 纠正；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

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 经济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章名】 第十七章 管理与监督  

  第八十五条 国务院人事部门负责国家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部门，负责本行政辖区内国家公务员的综 合管理工作。  

  第八十六条 对有下列违反本条例规定情形的，根据不同情况，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人事部门按照下列规

定处理：  

  (一)对不按编制限额、所需职位要求及规定资格条件进行国家公务员 的录用、晋升、调入和转任的，宣布无效；  

  (二)对违反国家规定，变更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养老保险金及其他保 险、福利待遇标准的，撤销其决定；  

  (三)对不按规定程序录用、任免、考核、奖惩及辞退国家公务员的， 责令其按照规定程序重新办理或者补办有

关手续。  

  国家行政机关按照国家公务员的管理权限，对前款所列违反本条例规 定的情形负有主要或者直接责任的国家

公务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 教育或者行政处分。  

  【章名】 第十八章 附 则  

  第八十七条 本条例由国务院人事部门负责解释。  

  第八十八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起施行。施行的具体部署 和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根据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本条例已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

废止。 

8.3.27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 69号 1990 年 12 月 9 日) 

http://www.gsjyg.lss.gov.cn/zcfg/gjfg/ldjc/201612/t20161219_131860.html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155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gsjyg.lss.gov.cn/zcfg/gjfg/ldjc/201612/t20161219_131860.html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15578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474 页 共 3277 页 

第６９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已经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国务院第七十二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

施行。  

                     总理  李鹏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９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行政监察，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遵纪

守法，根据宪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专门机构，负责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

命的其他人员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决定、命令的情况以及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监察。  

  第三条 监察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监督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受上级监察机关领导。  

  第四条 监察机关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五条 行政监察工作必须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在适用法律和政纪上人人平等。  

  第六条 行政监察在工作中实行行政监察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监督检查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惩处与教育相结合

的原则。  

  第七条 监察机关建立举报制度和申诉制度。  

  第二章 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  

  第八条 监察部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主管全国的行政监察工作。  

  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监察机关分别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和上一级监察机关的

领导下，主管本行政区的行政监察工作。  

  第九条 监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一定地区、政府部门和单位设置派出监察机构或者派出监察人员。  

  监察机关的派出监察机构或者派出的监察人员，根据派出它的机关的要求，履行监察职责。  

  第十条 县以上地方各级监察机关的正、副厅、局长的任免、调动，应当分别在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或者人民政府决定之前，征得上一级监察机关的同意。  

  监察机关的派出监察机构的负责人或者派出的监察人员由派出它的机关任免、调动，但应当事先征求驻在地区

或者部门、单位的意见。  

  第十一条 监察机关根据有关规定可以设置监察专员等职务。  

  第十二条 监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聘请兼职监察员。  

  兼职监察员根据监察机关的委托进行工作。  

  第十三条 监察人员必须熟悉监察业务，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明，保守秘密。  

  第三章 监察机关的管辖  

  第十四条 监察部对国务院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及其省长、副省长、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进行监察。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监察厅（局）对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

门任命的其他人员，以及自治州、设区的市、直辖市辖区（县）人民政府及其州长、副州长、市长、副市长、直辖

市辖区（县）长、副区（县）长进行监察。  

  第十六条 自治州、设区的市的监察局对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任命的

其他人员和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及其县（市）长、副县（市）长、区长、副区长进行监察。  

  第十七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监察局对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本级人民政府及

其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以及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任命的其他人员

进行监察。  

  第十八条 上级监察机关可以办理下一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必要时也可以办理所辖各级监察机

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  

  两个以上监察机关都有权管辖的监察事项，由有管辖权的监察机关协商确定管辖，或者由它们共同的上一级监

察机关指定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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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监察机关的职权  

  第十九条 监察机关的主要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

及决定、命令的情况；  

  （二）受理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及违反政纪行

为的检举、控告；  

  （三）调查处理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及违反政纪

的行为；  

  （四）受理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不服行政处分的申诉，以及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由监察机关受理的申诉。  

  第二十条 监察机关以下列方式履行监察职责：  

  （一）根据监察计划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被监察部门和人员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决定、命令的

情况进行检查。  

  （二）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监察机关的决定，或者根据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的需要，对被监察部门的工

作进行专项检查。  

  （三）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第二十一条 监察机关在检查、调查中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查阅、复制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了解其他有关情况；  

  （二）暂予扣留、封存可以证明违法违纪行为的文件、资料、物品和非法所得；  

  （三）必要时可以按照规定程序对与查处案件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进行查核，并

可以通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  

  （四）要求被监察部门和有关人员报送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及其他必要情况；  

  （五）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六）责令被监察部门和人员停止正在或者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  

  （七）建议主管机关暂停有严重违法违纪嫌疑人员的公务活动或者职务。  

  第二十二条 监察机关对监察事项涉及本条例第三章规定的管辖范围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查询和调查，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  

  第二十三条 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结果，遇有下列情况，可以提出监察建议：  

  （一）不执行、不正确执行或者拖延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决定、命令应予纠正的；  

  （二）发布的决定、命令、指示不适当应予纠正或撤销的；  

  （三）录用、任免、奖惩决定明显不适当的；  

  （四）违反政纪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  

  （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予以行政处罚的；  

  （六）其他需要提出监察建议的。  

  第二十四条 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结果，遇有下列情况，可以作出监察决定：  

  （一）违反政纪按照管辖权限应当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处分的；  

  （二）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非法收入，依法应由监察机关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  

  （三）已经给国家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需要采取补救措施的；  

  （四）对于忠于职守、清正廉洁、政绩突出以及控告、检举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的有功人员应予奖励的。  

  前款所列情况，监察机关也可以提出监察建议。  

  第二十五条 监察机关按照管辖权限对受理的不服行政处分的申诉，经复审认为原决定不适当的，可以建议原

决定机关变更或者撤销，监察机关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  

  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由监察机关受理的申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授权办理。  

  第二十六条 监察机关作出的监察决定，被监察部门和有关人员应当执行；监察机关提出的监察建议，有关部

门和人员如无正当理由，应当采纳。  

  第二十七条 监察机关的负责人可以列席本级人民政府有关的常务会议，监察人员可以列席被监察部门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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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第二十八条 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中，必要时可以提请公安机关予以协助。  

  第五章 监察程序  

  第二十九条 各级监察机关应当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的要求，制定监

察计划及实施方案。  

  第三十条 监察机关确定进行检查的，应当在检查前书面通知被检查部门和有关人员；监察机关确定进行立案

调查的，应当通知被调查部门的上级机关或者被调查人员的所在单位。  

  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当提供检查和调查必需的工作条件。  

  第三十一条 监察机关按照其管辖范围，对于需要查处的事项，应当进行初步审查。认为有违法违纪行为，需

要给予行政处分的，应予立案。对重要、复杂的案件，监察机关可以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共同立案。  

  重要案件的立案，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第三十二条 监察机关在调查中应当全面收集证据，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辩解。  

  第三十三条 监察人员在检查、调查中需要行使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第（三）、第（六）、第（七）项规

定的权限时，必须经县级（含县级）以上监察机关负责人批准。  

  行使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权限涉及国家秘密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四条 监察机关根据需要，可以聘请有关部门的人员和具有专门知识、技术的人员参加检查、调查工作。  

  第三十五条 监察人员办理的案件与本人及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应当回避。  

  第三十六条 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的案件，应当在立案后六个月以内结案，因特殊原因需延长办案期限的，应当

报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但至迟不得超过一年。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监察机关交办的案件，不能如期结案的，应

当向交办机关说明理由。  

  第三十七条 监察机关对于立案调查的案件，经调查认定违法违纪事实不存在，或者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

应予撤销，并告知被调查部门的上级机关或者被调查人员的所在单位。  

  重要案件的撤销，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第三十八条 重要的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应当报经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同意。监察部的重要监察

决定和监察建议，应当报经国务院同意。  

  第三十九条 监察机关作出的监察决定、监察建议应当以书面形式送达有关部门或者有关人员。  

  第四十条 有关部门和人员在收到监察决定或者监察建议次日起十五日内应当将执行、采纳的情况通报监察机

关。  

  对监察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监察决定次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复审决定应当在一

个月内作出。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在二个月内作出复核决

定。  

  对监察建议有异议的，应在收到建议次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建议的监察机关提出，监察机关应当在十五日内给

以回复。对回复仍有异议的，由监察机关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监察机关处理。  

  第四十一条 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对其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分决定不服

的，可以向同级监察机关申诉。申诉人对同级监察机关的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  

  第四十二条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由监察机关受理的申诉，参照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三条 对监察决定不服和对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分决定不服，向监察机关提出申诉的，在申诉复审、

复核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四十四条 上一级监察机关的复核决定或者监察部的复核决定为最终的决定。  

  第四十五条 监察机关建立案件移送制度。对于涉及本条例第三章规定的管辖范围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的处理，

移送有处理权的单位。接受移送的单位应当将处理结果告知监察机关。  

  对于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章 罚则  

  第四十六条 被监察部门和人员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对其部门给予警告；

对直接责任人和其部门负责人，可以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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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二）利用职权包庇违法违纪行为的；  

  （三）拒绝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和证明材料的；  

  （四）拒绝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就监察机关所提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的；  

  （五）拒不执行监察决定，或者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  

  （六）阻挠、抗拒监察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  

  （七）打击报复揭发、检举人和监察人员的。  

  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十七条 监察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监察机关根据情节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一）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  

  （二）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三）利用职权包庇或者陷害他人的；  

  （四）滥用职权侵犯他人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  

  （五）泄露国家机密的。  

  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国务院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是指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办事机

构以及具有行政职能的全国性经济组织和上述部门的工作人员。  

  第四十九条 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参照本条例的规定，对本单位非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工作人员进

行监察。  

  监察机关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监察工作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第五十条 本条例由监察部负责解释并制订实施办法。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272）《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018 年 3月 20 日)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05/content_5004684.htm 1997 

http://www.mem.gov.cn/fw/flfgbz/fl/199707/t19970709_232527.shtml 1997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03/21/content_2052362.htm  

http://mmlz.maoming.gov.cn/zinfo.php?cid=1011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199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 

（1997 年 5 月 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7 年 5 月 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八十五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监察工作，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

效能，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照本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

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 

        第三条    监察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不受其他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四条    监察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在适用法律和行政纪律上人人平等。 

        第五条    监察工作应当实行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监督检查与改进工作相结合。 

        第六条    监察工作应当依靠群众。监察机关建立举报制度，公民对于任何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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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向监察机关提出控告或者检举。 

        第二章    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 

        第七条    国务院监察机关主管全国的监察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

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 

        第八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向政府所属部门派

出监察机构或者监察人员。 

        监察机关派出的监察机构或者监察人员，对派出的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九条    监察人员必须遵纪守法，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保守秘密。 

        第十条    监察人员必须熟悉监察业务，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正职、副职领导人员的任命或者免职，在提请决定前，

必须经上一级监察机关同意。 

        第十二条    监察机关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守纪律实行监督的制度。 

        第十三条    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得打击报复监察人员。 

        第十四条    监察人员办理的监察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三章    监察机关的职责 

        第十五条    国务院监察机关对下列机关和人员实施监察： 

        （一）国务院各部门及其国家公务员； 

        （二）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对下列机关和人员实施监察： 

        （一）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及其国家公务员； 

        （二）本级人民政府及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 

        （三）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监察机关还对本辖区所属的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公

务员以及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 

        第十七条    上级监察机关可以办理下一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必要时也可以办理所辖各级

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 

        监察机关之间对管辖范围有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级监察机关确定。 

        第十八条    监察机关为行使监察职能，履行下列职责： 

        （一）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 

        （二）受理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控告、检举； 

        （三）调查处理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 

        （四）受理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不服主管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决定的申诉，以及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由监察机关受理的申诉；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监察机关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四章    监察机关的权限 

        第十九条    监察机关履行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提供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财务帐目及其他有关的材料，进行查

阅或者予以复制； 

        （二）要求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三）责令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停止违反法律、法规和行政纪律的行为。 

        第二十条    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下列措施： 

        （一）暂予扣留、封存可以证明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文件、资料、财务帐目及其他有关的材料； 

        （二）责令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人员在调查期间不得变卖、转移与案件有关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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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

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 

        （四）建议有关机关暂停有严重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执行职务。 

        第二十一条    监察机关在调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时，经县级以上监察机关领

导人员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人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必要时，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采取

保全措施，依法冻结涉嫌人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 

        第二十二条    监察机关在办理行政违纪案件中，可以提请公安、审计、税务、海关、工商行政管理等机

关予以协助。 

        第二十三条    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结果，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出监察建议： 

        （一）拒不执行法律、法规或者违反法律、法规以及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应当予以纠正的； 

        （二）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命令、指示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政策，应

当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 

        （三）给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需要采取补救措施的； 

        （四）录用、任免、奖惩决定明显不适当，应当予以纠正的； 

        （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六）其他需要提出监察建议的。 

        第二十四条    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结果，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

议： 

        （一）违反行政纪律，依法应当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行政处分的； 

        （二）违反行政纪律取得的财物，依法应当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 

        对前款第（一）项所列情形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人事管理权限和处理程

序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监察机关依法作出的监察决定，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当执行。监察机关依法提出的监察建议，

有关部门无正当理由的，应当采纳。 

        第二十六条    监察机关对监察事项涉及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查询。 

        第二十七条    监察机关的领导人员可以列席本级人民政府的有关会议，监察人员可以列席被监察部门的

与监察事项有关的会议。 

        第二十八条    监察机关对控告、检举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的有功人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五章    监察程序 

        第二十九条    监察机关按照下列程序进行检查： 

        （一）对需要检查的事项予以立项； 

        （二）制定检查方案并组织实施； 

        （三）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监察机关提出检查情况报告； 

        （四）根据检查结果，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 

        重要检查事项的立项，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第三十条    监察机关按照下列程序对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一）对需要调查处理的事项进行初步审查；认为有违反行政纪律的事实，需要追究行政纪律责任的，予

以立案； 

        （二）组织实施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三）有证据证明违反行政纪律，需要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作出其他处理的，进行审理； 

        （四）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 

        重要、复杂案件的立案，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第三十一条    监察机关对于立案调查的案件，经调查认定不存在违反行政纪律事实的，或者不需要追究

行政纪律责任的，应当予以撤销，并告知被调查单位及其上级部门或者被调查人员及其所在单位。 

        重要、复杂案件的撤销，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第三十二条    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结案；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办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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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并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第三十三条    监察机关在检查、调查中应当听取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的陈述和申辩。 

        第三十四条    监察机关作出的重要监察决定和提出的重要监察建议，应当报经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

察机关同意。国务院监察机关作出的重要监察决定和提出的重要监察建议，应当报经国务院同意。 

        第三十五条    监察决定、监察建议应当以书面形式送达有关单位或者有关人员。 

        第三十六条    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自收到监察决定或者监察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执行监察决定或者

采纳监察建议的情况通报监察机关。 

        第三十七条    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对主管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行政处分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监察机关提出申诉，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诉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查

决定；对复查决定仍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查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监察机关应

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 

        复查、复核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三十八条    监察机关对受理的不服主管行政机关行政处分决定的申诉，经复查认为原决定不适当的，

可以建议原决定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监察机关在职权范围内，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监察机关受理的其他申诉，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九条    对监察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监察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

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复审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审决定；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审决定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 

        复审、复核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四十条    上一级监察机关认为下一级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不适当的，可以责成下一级监察机关予以变

更或者撤销，必要时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 

        第四十一条    上一级监察机关的复核决定和国务院监察机关的复查决定或者复审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四十二条    对监察建议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监察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监察建议的监察机关提

出，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回复；对回复仍有异议的，由监察机关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

监察机关裁决。 

        第四十三条    监察机关在办理监察事项中，发现所调查的事项不属于监察机关职责范围内的，应当移送

有处理权的单位处理；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接受移送的单位或者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告知监察机关。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对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转移、篡改、毁灭证据的； 

        （二）故意拖延或者拒绝提供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财务帐目及其他有关材料和其他必要情况的； 

        （三）在调查期间变卖、转移涉嫌财物的； 

        （四）拒绝就监察机关所提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的； 

        （五）拒不执行监察决定或者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 

        （六）有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 

        第四十五条    对申诉人、控告人、检举人或者监察人员进行报复陷害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监察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泄露秘密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依法赔偿。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９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

条例》同时废止。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481 页 共 3277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2018 年 3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监察机关及其职责 

    第三章 监察范围和管辖 

    第四章 监察权限 

    第五章 监察程序 

    第六章 反腐败国际合作 

    第七章 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

开展反腐败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

体制。 

    第三条 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照本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以下称公职

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第四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监察机关在工作中需要协助的，有关机关和单位应当根据监察机关的要求依法予以协助。 

    第五条 国家监察工作严格遵照宪法和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权责对等，严格监督；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 

    第六条 国家监察工作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监督问责，严厉惩治腐败；深化改革、健全法治，有效制

约和监督权力；加强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第二章 监察机关及其职责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设立监察委员会。 

    第八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负责全国监察工作。 

    国家监察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主任、委员由国家

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第九条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主任、委员由

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第十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第十一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一）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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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进行调查； 

    （三）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

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向监察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 

    第十二条 各级监察委员会可以向本级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

和单位以及所管辖的行政区域、国有企业等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 

    监察机构、监察专员对派驻或者派出它的监察委员会负责。 

    第十三条 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机构、监察专员根据授权，按照管理权限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提出监察建

议，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处置。 

    第十四条 国家实行监察官制度，依法确定监察官的等级设置、任免、考评和晋升等制度。 

    第三章 监察范围和管辖 

    第十五条 监察机关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 

    （一）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 

    （二）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六）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第十六条 各级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管辖本辖区内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人员所涉监察事项。 

    上级监察机关可以办理下一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必要时也可以办理所辖各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

的监察事项。 

    监察机关之间对监察事项的管辖有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级监察机关确定。 

    第十七条 上级监察机关可以将其所管辖的监察事项指定下级监察机关管辖，也可以将下级监察机关有管辖权的

监察事项指定给其他监察机关管辖。 

    监察机关认为所管辖的监察事项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监察机关管辖的，可以报请上级监察机关管辖。 

    第四章 监察权限 

    第十八条 监察机关行使监督、调查职权，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

个人应当如实提供。 

    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监督、调查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应当保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隐匿或者毁灭证据。 

    第十九条 对可能发生职务违法的监察对象，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可以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

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 

    第二十条 在调查过程中，对涉嫌职务违法的被调查人，监察机关可以要求其就涉嫌违法行为作出陈述，必要时

向被调查人出具书面通知。 

    对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监察机关可以进行讯问，要求其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情况。 

    第二十一条 在调查过程中，监察机关可以询问证人等人员。 

    第二十二条 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

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

场所： 

    （一）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 

    （二）可能逃跑、自杀的； 

    （三）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 

    （四）可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 

    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措施。 

    留置场所的设置、管理和监督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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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条 监察机关调查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依照规

定查询、冻结涉案单位和个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冻结的财产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查明后三日内解除冻结，予以退还。 

    第二十四条 监察机关可以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以及可能隐藏被调查人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

住处和其他有关地方进行搜查。在搜查时，应当出示搜查证，并有被搜查人或者其家属等见证人在场。 

    搜查女性身体，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 

    监察机关进行搜查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提请公安机关配合。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协助。 

    第二十五条 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可以调取、查封、扣押用以证明被调查人涉嫌违法犯罪的财物、文件和电

子数据等信息。采取调取、查封、扣押措施，应当收集原物原件，会同持有人或者保管人、见证人，当面逐一拍照、

登记、编号，开列清单，由在场人员当场核对、签名，并将清单副本交财物、文件的持有人或者保管人。 

    对调取、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监察机关应当设立专用账户、专门场所，确定专门人员妥善保管，严格履行

交接、调取手续，定期对账核实，不得毁损或者用于其他目的。对价值不明物品应当及时鉴定，专门封存保管。 

    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查明后三日内解除查封、扣押，予以退还。 

    第二十六条 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可以直接或者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资格的人员在调查人员主持下进

行勘验检查。勘验检查情况应当制作笔录，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员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七条 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对于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鉴

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出具鉴定意见，并且签名。 

    第二十八条 监察机关调查涉嫌重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根据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调查

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批准决定应当明确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自签发之日起三个月以内有效；对于复杂、疑难案件，

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经过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不需要继续

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 

    第二十九条 依法应当留置的被调查人如果在逃，监察机关可以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通缉，由公安机关发布通缉

令，追捕归案。通缉范围超出本行政区域的，应当报请有权决定的上级监察机关决定。 

    第三十条 监察机关为防止被调查人及相关人员逃匿境外，经省级以上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对被调查人及相关人

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由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 

    第三十一条 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主动认罪认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察机关经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并报

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一）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的； 

    （二）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如实供述监察机关还未掌握的违法犯罪行为的； 

    （三）积极退赃，减少损失的； 

    （四）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等情形的。 

    第三十二条 职务违法犯罪的涉案人员揭发有关被调查人职务违法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

有助于调查其他案件的，监察机关经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并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

从宽处罚的建议。 

    第三十三条 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 

    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审计机关等国家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公职人员涉嫌贪污贿赂、失

职渎职等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应当移送监察机关，由监察机关依法调查处置。 

    被调查人既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又涉嫌其他违法犯罪的，一般应当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其他机关

予以协助。 

    第五章 监察程序 

    第三十五条 监察机关对于报案或者举报，应当接受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对于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移送

主管机关处理。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484 页 共 3277 页 

    第三十六条 监察机关应当严格按照程序开展工作，建立问题线索处置、调查、审理各部门相互协调、相互制约

的工作机制。 

    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调查、处置工作全过程的监督管理，设立相应的工作部门履行线索管理、监督检查、督促办

理、统计分析等管理协调职能。 

    第三十七条 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的问题线索，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出处置意见，履行审批手续，进行分类办理。

线索处置情况应当定期汇总、通报，定期检查、抽查。 

    第三十八条 需要采取初步核实方式处置问题线索的，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审批程序，成立核查组。初步核实

工作结束后，核查组应当撰写初步核实情况报告，提出处理建议。承办部门应当提出分类处理意见。初步核实情况

报告和分类处理意见报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审批。 

    第三十九条 经过初步核实，对监察对象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监察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的权

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 

    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依法批准立案后，应当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确定调查方案，决定需要采取的调查措施。 

    立案调查决定应当向被调查人宣布，并通报相关组织。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应当通知被调查人家

属，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第四十条 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进行调查，收集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证

据，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 

    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

人员。 

    第四十一条 调查人员采取讯问、询问、留置、搜查、调取、查封、扣押、勘验检查等调查措施，均应当依照规

定出示证件，出具书面通知，由二人以上进行，形成笔录、报告等书面材料，并由相关人员签名、盖章。 

    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 

    第四十二条 调查人员应当严格执行调查方案，不得随意扩大调查范围、变更调查对象和事项。 

    对调查过程中的重要事项，应当集体研究后按程序请示报告。 

    第四十三条 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由监察机关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决定。设区的市级以下监察机关采取留

置措施，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省级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报国家监察委员会备案。 

    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省级以下监察机关采取留

置措施的，延长留置时间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监察机关发现采取留置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解除。 

    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提请公安机关配合。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协助。 

    第四十四条 对被调查人采取留置措施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但有可能

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等有碍调查情形的除外。有碍调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立即通知被留置人

员所在单位和家属。 

    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和安全，提供医疗服务。讯问被留置人员应当合理安排讯问时间和时

长，讯问笔录由被讯问人阅看后签名。 

    被留置人员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后，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的，留置一日折抵管制二日，折抵拘役、

有期徒刑一日。 

    第四十五条 监察机关根据监督、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如下处置： 

    （一）对有职务违法行为但情节较轻的公职人员，按照管理权限，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提醒、

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 

    （二）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 

    （三）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按照管理权限对其直接作出问责决定，或者向有权作

出问责决定的机关提出问责建议； 

    （四）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

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五）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设和履行职责存在的问题等提出监察建议。 

    监察机关经调查，对没有证据证明被调查人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撤销案件，并通知被调查人所在单位。 

    第四十六条 监察机关经调查，对违法取得的财物，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涉嫌犯罪取得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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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七条 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被调查人采取强制措施。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于补充调

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调查完毕。补充调查以二次为限。 

    人民检察院对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的情形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依法作出

不起诉的决定。监察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议。 

    第四十八条 监察机关在调查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被调查人逃匿或者死亡，有必要继续

调查的，经省级以上监察机关批准，应当继续调查并作出结论。被调查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死亡

的，由监察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第四十九条 监察对象对监察机关作出的涉及本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

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复审机关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复审决定；监察对象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在收

到复审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复核机关应当在二个月内作出复核决定。复审、复核期

间，不停止原处理决定的执行。复核机关经审查，认定处理决定有错误的，原处理机关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第六章 反腐败国际合作 

    第五十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统筹协调与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开展的反腐败国际交流、合作，组织反腐败国

际条约实施工作。 

    第五十一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组织协调有关方面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在反腐败执法、引渡、司法协

助、被判刑人的移管、资产追回和信息交流等领域的合作。 

    第五十二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有关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一）对于重大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被调查人逃匿到国（境）外，掌握证据比较确凿的，通过

开展境外追逃合作，追捕归案； 

    （二）向赃款赃物所在国请求查询、冻结、扣押、没收、追缴、返还涉案资产； 

    （三）查询、监控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及其相关人员进出国（境）和跨境资金流动情况，在调查案件过程中

设置防逃程序。 

    第七章 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第五十三条 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的程序，就监察工作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或者质询。 

    第五十四条 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公开监察工作信息，接受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 

    第五十五条 监察机关通过设立内部专门的监督机构等方式，加强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守法律情况的监督，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监察队伍。 

    第五十六条 监察人员必须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保守秘密；必须具有良好的

政治素质，熟悉监察业务，具备运用法律、法规、政策和调查取证等能力，自觉接受监督。 

    第五十七条 对于监察人员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的，办理监察事项的监察人员应当及时报告。有关情

况应当登记备案。 

    发现办理监察事项的监察人员未经批准接触被调查人、涉案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或者存在交往情形的，知情人

应当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应当登记备案。 

    第五十八条 办理监察事项的监察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监察对象、检举人及其他有关人员也

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是监察对象或者检举人的近亲属的； 

    （二）担任过本案的证人的； 

    （三）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办理的监察事项有利害关系的； 

    （四）有可能影响监察事项公正处理的其他情形的。 

    第五十九条 监察机关涉密人员离岗离职后，应当遵守脱密期管理规定，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不得泄露相关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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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察人员辞职、退休三年内，不得从事与监察和司法工作相关联且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职业。 

    第六十条 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被调查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向该机关申诉： 

    （一）留置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解除的； 

    （二）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物的； 

    （三）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而不解除的； 

    （四）贪污、挪用、私分、调换以及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侵害被调查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受理申诉的监察机关应当在受理申诉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

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查，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处理决

定，情况属实的，及时予以纠正。 

    第六十一条 对调查工作结束后发现立案依据不充分或者失实，案件处置出现重大失误，监察人员严重违法的，

应当追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有关单位拒不执行监察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或者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由其主管部门、

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 

    第六十三条 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主管部门、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

令改正，依法给予处理： 

    （一）不按要求提供有关材料，拒绝、阻碍调查措施实施等拒不配合监察机关调查的； 

    （二）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真相的； 

    （三）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 

    （四）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的； 

    （五）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 

    第六十四条 监察对象对控告人、检举人、证人或者监察人员进行报复陷害的；控告人、检举人、证人捏造事实

诬告陷害监察对象的，依法给予处理。 

    第六十五条 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 

    （一）未经批准、授权处置问题线索，发现重大案情隐瞒不报，或者私自留存、处理涉案材料的； 

    （二）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预调查工作、以案谋私的； 

    （三）违法窃取、泄露调查工作信息，或者泄露举报事项、举报受理情况以及举报人信息的； 

    （四）对被调查人或者涉案人员逼供、诱供，或者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的； 

    （五）违反规定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 

    （六）违反规定发生办案安全事故，或者发生安全事故后隐瞒不报、报告失实、处置不当的； 

    （七）违反规定采取留置措施的； 

    （八）违反规定限制他人出境，或者不按规定解除出境限制的； 

    （九）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七条 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给予国

家赔偿。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八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开展监察工作，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本法制定具体规定。 

    第六十九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同时废止。 

 

 

8.3.273）《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2017 年 1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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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dijl.gov.cn/jlsjct2015/ztbk2015/jdzjgzgz/zggcdjljcjgjdzjgzgz/201702/t20170221_2561084.html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 

  (2017 年 1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规范纪检机关监督执纪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结合工作实

践，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监督执纪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依规治党、依规执纪，把监督执纪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落实打

铁还需自身硬要求，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干部队伍。 

  第三条 监督执纪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体现监督执纪的政治性，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二)坚持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监督执纪工作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立案审查在向同级党委

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 

  (三)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党规党纪为准绳，把握政策、宽严相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四)坚持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严格工作程序、有效管控风险点，强化对监督执纪各环节的监督制约。 

  第四条 监督执纪工作应当把纪律挺在前面，把握“树木”与“森林”的关系，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

“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

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第五条 创新组织制度，建立执纪监督、执纪审查、案件审理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市地级以上纪

委可以探索执纪监督和执纪审查部门分设，执纪监督部门负责联系地区和部门的日常监督，执纪审查部门负责对违

纪行为进行初步核实和立案审查;案件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案件审理部门负责审核把关。 

  第二章 领导体制 

  第六条 监督执纪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制： 

  (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理和审查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以

及党中央工作部门、党中央批准设立的党组(党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纪委等党组织的违纪问题。 

  (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理和审查同级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同级纪委委员，同级党委管理的党员干部，

以及同级党委工作部门、党委批准设立的党组(党委)，下一级党委、纪委等党组织的违纪问题。 

  (三)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理和审查同级党委管理的党员，以及同级党委下属的各级党组织的违纪问题;未设立

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党的基层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执纪工作。 

  第七条 对党的组织关系在地方、干部管理权限在主管部门的党员干部违纪问题，应当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进行监督执纪，并及时向对方通报情况。 

  第八条 上级纪检机关有权指定下级纪检机关对其他下级纪检机关管辖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违纪问题进行执纪

审查，必要时也可直接进行执纪审查。 

  第九条 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对作出立案审查决定、给予党纪处分等重要事项，纪检机关应当向同级党委

(党组)请示汇报并向上级纪委报告，形成明确意见后再正式行文请示。遇有重要事项应当及时报告，既要报告结果

也要报告过程。 

  坚持民主集中制，线索处置、谈话函询、初步核实、立案审查、案件审理、处置执行中的重要问题，应当经集

体研究后，报纪检机关主要负责人、相关负责人审批。 

  第十条 纪检机关案件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监督执纪工作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履行线索管理、组织协调、监

督检查、督促办理、统计分析等职能。 

  第十一条 派出机关应当加强对派驻纪检组监督执纪工作的领导，经常听取工作汇报。派驻纪检组依据有关规

定和派出机关授权，对被监督单位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开展监督执纪工作，重要问题应当向派出机关请示报告，必

要时可以向被监督单位党组织通报。 

  第三章 线索处置 

  第十二条 纪检机关信访部门归口受理同级党委管理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违反党纪的信访举报，统一接收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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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纪委和派驻纪检组报送的相关信访举报，分类摘要后移送案件监督管理部门。 

  执纪监督部门、执纪审查部门、干部监督部门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属本部门受理范围的，应当送案件监督管

理部门备案;不属本部门受理范围的，经审批后移送案件监督管理部门，由其按程序转交相关监督执纪部门。 

  案件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受理巡视工作机构和审计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单位移交的相关问题线索。 

  第十三条 纪检机关对反映同级党委委员、纪委常委，以及所辖地区、部门主要负责人的问题线索和线索处置

情况，应当向上级纪检机关报告。 

  第十四条 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对问题线索实行集中管理、动态更新、定期汇总核对，提出分办意见，报纪检机

关主要负责人批准，按程序移送承办部门。承办部门应当指定专人负责管理问题线索，逐件编号登记、建立管理台

账。线索管理处置各环节均须由经手人员签名，全程登记备查。 

  第十五条 纪检机关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听取问题线索综合情况汇报，进行分析研判，对

重要检举事项和反映问题集中的领域深入研究，提出处置要求。 

  第十六条 承办部门应当结合问题线索所涉及地区、部门、单位总体情况，综合分析，按照谈话函询、初步核

实、暂存待查、予以了结四类方式进行处置。 

  线索处置不得拖延和积压，处置意见应当在收到问题线索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并制定处置方案，履行审批手

续。 

  第十七条 承办部门应当定期汇总线索处置情况，及时向案件监督管理部门通报。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定期汇总、

核对问题线索及处置情况，向纪检机关主要负责人报告。 

  各部门应当做好线索处置归档工作，归档材料应当齐全完整，载明领导批示和处置过程。 

  第四章 谈话函询 

  第十八条 采取谈话函询方式处置问题线索，应当拟订谈话函询方案和相关工作预案，按程序报批。对需要谈

话函询的下一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应当报纪检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必要时向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报告。 

  第十九条 谈话应当由纪检机关相关负责人或者承办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可以由被谈话人所在党委(党组)或

者纪委(纪检组)主要负责人陪同;经批准也可以委托被谈话人所在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进行。 

  谈话过程应当形成工作记录，谈话后可视情况由被谈话人写出书面说明。 

  第二十条 函询应当以纪检机关办公厅(室)名义发函给被反映人，并抄送其所在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被函询

人应当在收到函件后 15 个工作日内写出说明材料，由其所在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后发函回复。 

  被函询人为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的，或者被函询人所作说明涉及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的，应当直接回复发函

纪检机关。 

  第二十一条 谈话函询工作应当在谈话结束或者收到函询回复后 30 日内办结，由承办部门写出情况报告和处置

意见后报批。根据不同情形作出相应处理： 

  (一)反映不实，或者没有证据证明存在问题的，予以了结澄清; 

  (二)问题轻微，不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采取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谈话等方式处理; 

  (三)反映问题比较具体，但被反映人予以否认，或者说明存在明显问题的，应当再次谈话函询或者进行初步核

实。 

  谈话函询材料应当存入个人廉政档案。 

  第五章 初步核实 

  第二十二条 采取初步核实方式处置问题线索，应当制定工作方案，成立核查组，履行审批程序。被核查人为

下一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的，纪检机关应当报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 

  第二十三条 核查组经批准可采取必要措施收集证据，与相关人员谈话了解情况，要求相关组织作出说明，调

取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阅复制文件、账目、档案等资料，查核资产情况和有关信息，进行鉴定勘验。 

  需要采取技术调查或者限制出境等措施的，纪检机关应当严格履行审批手续，交有关机关执行。 

  第二十四条 初步核实工作结束后，核查组应当撰写初核情况报告，列明被核查人基本情况、反映的主要问题、

办理依据及初核结果、存在疑点、处理建议，由核查组全体人员签名备查。 

  承办部门应当综合分析初核情况，按照拟立案审查、予以了结、谈话提醒、暂存待查，或者移送有关党组织处

理等方式提出处置建议。 

  初核情况报告报纪检机关主要负责人审批，必要时向同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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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立案审查 

  第二十五条 经过初步核实，对存在严重违纪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应当立案审查。 

  凡报请批准立案的，应当已经掌握部分违纪事实和证据，具备进行审查的条件。 

  第二十六条 对符合立案条件的，承办部门应当起草立案审查呈批报告，经纪检机关主要负责人审批，报同级

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批准，予以立案审查。 

  纪检机关主要负责人主持召开执纪审查专题会议，研究确定审查方案，提出需要采取的审查措施。 

  立案审查决定应当向被审查人所在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通报。对严重违纪涉嫌犯罪人员采取审查措施，应当

在 24 小时内通知被审查人亲属。 

  严重违纪涉嫌犯罪接受组织审查的，应当向社会公开发布。 

  第二十七条 纪检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审查方案。 

  纪检机关相关负责人批准成立审查组，确定审查谈话方案、外查方案，审批重要信息查询、涉案款物处置等事

项。 

  执纪审查部门主要负责人研究提出审查谈话方案、外查方案和处置意见，审批一般信息查询，对调查取证审核

把关。 

  审查组组长应当严格执行审查方案，不得擅自更改;以书面形式报告审查进展情况，遇重要事项及时请示。 

  第二十八条 审查组可以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经审批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谈话，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查

询有关信息，暂扣、封存、冻结涉案款物，提请有关机关采取技术调查、限制出境等措施。 

  审查时间不得超过 90 日。在特殊情况下，经上一级纪检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 90 日。 

  需要提请有关机关协助的，由案件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办理手续，并随时核对情况，防止擅自扩大范围、延长时

限。 

  第二十九条 审查谈话、执行审查措施、调查取证等审查事项，必须由 2 名以上执纪人员共同进行。与被审查

人、重要涉案人员谈话，重要的外查取证，暂扣、封存涉案款物，应当以本机关人员为主，确需借调人员参与的，

一般安排从事辅助性工作。 

  第三十条 立案审查后，应当由纪检机关相关负责人与被审查人谈话，宣布立案决定，讲明党的政策和纪律，

要求被审查人端正态度、配合调查。 

  审查期间对被审查人以同志相称，安排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对照理想信念宗旨，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促使其深刻反省、认识错误、交代问题，写出忏悔和反思材料。 

  审查应当充分听取被审查人陈述，保障其饮食、休息，提供医疗服务。严格禁止使用违反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

法律的手段，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 

  第三十一条 外查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外查方案执行，不得随意扩大调查范围、变更调查对象和事项，重要事项

应当及时请示报告。 

  外查工作期间，执纪人员不得个人单独接触任何涉案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不得擅自采取调查措施，不得从事

与外查事项无关的活动。 

  第三十二条 严格依规收集、鉴别证据，做到全面、客观，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 

  调查取证应当收集原物原件，逐件清点编号，现场登记，由在场人员签字盖章;调查谈话应当现场制作谈话笔录

并由被谈话人阅看后签字。已调取证据必须及时交审查组统一保管。 

  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违规违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隐匿、损毁、篡改、伪造证据。 

  第三十三条 暂扣、封存、冻结、移交涉案款物，应当严格履行审批手续。 

  执行暂扣、封存措施，执纪人员应当会同原款物持有人或者保管人、见证人，当面逐一拍照、登记、编号，现

场填写登记表，由在场人员签名。对价值不明物品应当及时鉴定，专门封存保管。 

  纪检机关应当设立专用账户、专门场所，确定专门人员保管涉案款物，严格履行交接、调取手续，定期对账核

实。严禁私自占有、处置涉案款物及其孳息。 

  第三十四条 审查谈话、重要的调查谈话和暂扣、封存涉案款物等调查取证环节应当全程录音录像。录音录像

资料由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和审查组分别保管，定期核查。 

  第三十五条 未经批准并办理相关手续，不得将被审查人或者其他谈话调查对象带离规定的谈话场所，不得在

未配置监控设备的场所进行审查谈话或者重要的调查谈话，不得在谈话期间关闭录音录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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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条 执纪审查部门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应当定期检查审查期间的录音录像、谈话笔录、涉案款物登

记表，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报告。 

  第三十七条 查明违纪事实后，审查组应当撰写违纪事实材料，与被审查人见面，听取意见。要求被审查人在

违纪事实材料上签署意见，对签署不同意见或者拒不签署意见的，审查组应当作出说明或者注明情况。 

  审查工作结束，审查组应当集体讨论，形成审查报告，列明被审查人基本情况、问题线索来源及审查依据、审

查过程、主要违纪事实、被审查人的态度和认识、处理建议及党纪依据，并由审查组组长及有关人员签名。 

  对执纪审查过程中发现的重要问题和意见建议，应当形成专题报告。 

  第三十八条 审查报告以及忏悔反思材料、违纪事实材料、涉案款物报告，应当报纪检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

连同全部证据和程序材料，依照规定移送审理。 

  审查全过程形成的材料应当案结卷成、事毕归档。 

  第七章 审 理 

  第三十九条 纪检机关案件审理部门对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纪、依照规定应当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的案件和

复议复查案件进行审核处理。 

  审理工作应当严格依规依纪，提出纪律处理或者纪律处分的意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

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规。 

  坚持审查与审理分离，审查人员不得参与审理。 

  第四十条 审理工作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案件审理部门收到审查报告后，应当成立由 2 人以上组成的审理组，全面审理案卷材料，提出审理意见。 

  (二)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执纪审查部门已查清主要违纪事实并提出倾向性意见的;或者对违纪行为性质

认定分歧较大的，经批准可提前介入审理。 

  (三)坚持集体审议，在民主讨论基础上形成处理意见;对争议较大的应当及时报告，形成一致意见后再作出决定。

审理部门应当根据案件审理情况与被审查人谈话，核对违纪事实，听取辩解意见，了解有关情况。 

  (四)对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经纪检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退回执纪审查部门重新调查;需要补充完善证

据的，经纪检机关相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退回执纪审查部门补证。 

  (五)审理工作结束后形成审理报告，列明被审查人基本情况、线索来源、违纪事实、涉案款物、审查部门意见、

审理意见。审理报告应当体现党内审查特色，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认定违纪事实性质，分析被审查人

违反党章、背离党的性质宗旨的错误本质，反映其态度、认识及思想转变过程。 

  对给予同级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同级纪委委员纪律处分的，在同级党委审议前，应当同上级纪委沟通，形成

处理意见。 

  审理工作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重大复杂案件经批准可适当延长。 

  第四十一条 审理报告报纪检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后，提请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需报同级党委审批的，应当

在报批前以办公厅(室)名义征求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和被审查人所在党委(党组)意见。 

  处分决定作出后，应当通知受处分党员所在党委(党组)，抄送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并在 30 日内向其所在党的基

层组织中的全体党员及本人宣布。处分决定执行情况应当及时报告。 

  第四十二条 被审查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协调办理移送司法机关事宜。执纪审查部门应当

在通知司法机关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完成移送工作。 

  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后，执纪审查部门应当跟踪了解处置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报告，不得违规过问、干预处置工

作。 

  审理工作完成后，对涉及的其他党员、干部问题线索，经批准应当及时移送有关纪检机关处置。 

  第四十三条 对被审查人违纪所得款物，应当依规依纪予以没收、追缴、责令退赔或者登记上交。 

  对涉嫌犯罪所得款物，应当随案移送司法机关。 

  对经认定不属于违纪所得的，应当在案件审结后依纪依法予以返还，办理签收手续。 

  第四十四条 对不服处分决定的申诉，应当由批准处分的党委或者纪检机关受理;需要复议复查的，由纪检机关

相关负责人批准后受理。 

  申诉办理部门成立复查组，调阅原案案卷，必要时可以调查取证，经集体研究后，提出办理意见，报纪检机关

相关负责人批准或者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作出复议复查决定。决定应当告知申诉人，抄送相关单位，并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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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范围内宣布。 

  坚持复议复查与审查审理分离，原案审查、审理人员不得参与复议复查。 

  复议复查工作应当在 90 日内办结。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五条 纪检机关应当严格依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强化自我监督，健全内控机制，并自觉接受

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确保权力受到严格约束。 

  纪检机关应当严格干部准入制度，严把政治安全关，监督执纪人员必须对党忠诚、忠于职守、敢于担当、严守

纪律，具备履行职责的基本条件。 

  纪检机关应当加强对监督执纪工作的领导，严格教育、管理、监督，切实履行自身建设主体责任。 

  审查组应当设立临时党支部，加强对审查组成员的教育监督，开展政策理论学习，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及时发

现问题、进行批评纠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第四十六条 对纪检干部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的，受请托人应当向审查组组长、执纪审查部门主要

负责人报告并登记备案。 

  发现审查组成员未经批准接触被审查人、涉案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或者存在交往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审查组

组长、执纪审查部门主要负责人直至纪检机关主要负责人报告并登记备案。 

  第四十七条 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审查审理人员是被审查人或者检举人近亲属、主要证人、利害关系人，或者

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查审理情形的，不得参与相关审查审理工作，应当主动申请回避，被审查人、检举人及其

他有关人员也有权要求其回避。选用借调人员、看护人员、审查场所，应当严格执行回避制度。 

  第四十八条 审查组需要借调人员的，一般应从审查人才库抽选，由纪检机关组织部门办理手续，实行一案一

借，不得连续多次借调。加强对借调人员的管理监督，借调结束后由审查组写出鉴定。借调单位和领导干部不得干

预借调人员岗位调整、职务晋升等事项。 

  第四十九条 严格执行保密制度，控制审查工作事项知悉范围和时间，不准私自留存、隐匿、查阅、摘抄、复

制、携带问题线索和涉案资料，严禁泄露审查工作情况。 

  审查组成员工作期间，应当使用专用手机、电脑、电子设备和存储介质，实行编号管理，审查工作结束后收回

检查。 

  汇报案情、传递审查材料应当使用加密设施，携带案卷材料应当专人专车、卷不离身。 

  第五十条 纪检机关涉及监督执纪秘密人员离岗离职后，应当遵守脱密期管理规定，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不得

泄露相关秘密。 

  监督执纪人员辞职、退休 3 年内，不得从事与纪律检查和司法工作相关联、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职业。 

  第五十一条 在监督执纪过程中，对谈话对象检举揭发与本案不直接相关人员并属于按程序应当报纪检机关主

要负责人的问题线索，应当由其本人书写，不以问答、制作笔录方式记载，密封后交由部门主要负责人径送本机关

主要负责人。 

  第五十二条 执纪审查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查组组长是执纪审查安全第一责任人，审查组应当指定专人担任安

全员。被审查人发生安全事故的，应当在 24 小时内逐级上报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及时做好舆论引导。 

  发生严重安全事故的，省级纪检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检讨，并予以通报、严肃问责。 

  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开展经常性检查和不定期抽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并督促整改。 

  第五十三条 对纪检干部越权接触相关地区、部门、单位党委(党组)负责人，私存线索、跑风漏气、违反安全保

密规定，接受请托、干预审查、以案谋私、办人情案，以违规违法方式收集证据，截留挪用、侵占私分涉案款物，

接受宴请和财物等违纪行为，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严肃处理。 

  第五十四条 开展“一案双查”，对审查结束后发现立案依据不充分或者失实，案件处置出现重大失误，纪检干

部严重违纪的，既追究直接责任，还应当严肃追究有关领导人员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可以根据本规则，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实施办法。 

  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可以根据本规则，制定相关规定。 

  纪委派驻纪检组(派出纪检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纪检机构，应当结合实际执行本规则。 

  第五十六条 本规则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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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七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关纪检机关监督执纪工作的规定，凡与本规则不一致的，

按照本规则执行。 

 

 

8.3.274）《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人核培发［1995］153 号  1995 年 12月 14 日)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cfg/flfg/gz/201608/t20160803_244788.html  

http://www.sz.gov.cn/szrbj/xxgk/zcfgjjd/gzrygl/zy/kh/200809/t20080912_43950.htm  

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的通知 

  人核培发［1995］15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人事劳动）厅（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门： 

  现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各级行政机关工勤人员的年度考核，可参照此规定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正确评价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激励督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提高政治业务素

质，认真履行职责，并为其晋升、聘任、奖惩、培训、辞退以及调整工资待遇提供依据，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考核要坚持客观公正、民主公开、注重实绩的原则。 

  第三条 考核的范围包括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所属事业单位的各级各类职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 

  第二章 考核的内容和标准    

  第四条 考核的内容包括德、能、勤、绩四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德，主要考核政治、思想表现和职业道德表现； 

  能，主要考核业务技术水平、管理能力的运用发挥，业务技术提高、知识更新情况； 

  勤，主要考核工作态度、勤奋敬业精神和遵守劳动纪律情况； 

  绩，主要考核履行职责情况、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质量、效率，取得成果的水平以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五条 考核标准应以岗位职责及年度工作任务为基本依据，具体标准在政府人事部门与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由

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 

  考核标准应明确具体，不同专业和不同职务、不同技术层次的工作人员在业务水平和工作业绩方面应有不同的

要求。 

  第六条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 

  对德、能、勤、绩表现较差，在年度考核中难以确定等次的人员，可先予以告诫，期限为三至六个月。告诫期

满有明显改进的，可定为合格等次；仍表现不好的，定为不合格等次。 

  第七条 职员考核各等次的基本标准是： 

  优秀：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廉洁奉公，

精通业务，工作勤奋，有改革创新精神，成绩突出。 

  合格：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廉洁自律，

熟悉业务，工作积极，能够完成工作任务。 

  不合格：政治、业务素质较低，组织纪律较差，难以适应工作要求，或工作责任心不强，不能完成工作任务，

或在工作中造成严重失误。 

  第八条 专业技术人员考核各等次的基本标准是： 

  优秀：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各项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工作责任心

强、勤奋敬业，专业技术能力强或提高快，工作有创新，在科研、教学、业务技术工作中成绩突出。 

  合格：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工作负责，

业务熟练，专业技术能力较强或提高较快，能够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无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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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格：政治、业务素质较低，组织纪律较差，难以适应工作要求，或工作责任心不强，履行岗位职责差、不

能完成工作任务，在工作中造成严重失误或责任事故。 

  第九条 工人考核各等次的基本标准是： 

  优秀：政治思想表现好，模范遵守法律、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精通业务，工作勤奋，责任心强，确保劳动安

全，工作成绩突出。 

  合格：政治思想表现好，自觉遵守法律、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熟悉业务，工作积极，无责任事故，注重劳动

安全，能够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 

  不合格；组织纪律较差，难以适应工作要求，履行岗位职责差，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或工作责任心不强，在工

作中造成严重失误；或忽视劳动安全、违反工作和操作规程，发生严重事故。 

  第十条 年度考核要严格坚持标准，符合实际，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数，一般掌握在本单位工作人员总人数的

百分之十。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十五。 

  第三章 考核的方法和程序 

  第十一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考核，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平时与定期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考核要注重实效，简便易行，宜于操作。 

  第十二条 考核由事业单位负责人负责。必要时，事业单位负责人可以授权同级副职或有关机构负责人负责考

核。 

  第十三条 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平时考核随时进行，由被考核人根据工作任务定期记实，主管领导负

责核查。年度考核一般每年年末或翌年年初进行。年度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 

  第十四条 年度考核的基本程序是： 

  （一）被考核人个人总结、述职。 

  （二）主管领导人在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平时考核和个人总结写出评语，提出考核等次意见。 

  （三）考核组织对主管领导人提出的考核意见，进行审核。 

  （四）事业单位负责人确定考核等次。 

  （五）将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被考核人。 

  考核事业单位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必要时，可以进行民主评议或民意测验。 

  第十五条 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年度考核参照第十四条规定的程序，由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年度考核结果如有异议，可以在接到考核结果通知之日起十日内向考核组织申

请复核，考核组织在十日内提出复核意见，经部门或单位负责人批准后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其中，如复核结果仍

被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人员对复核意见不服，可以向上一级主管单位人事机构提出申诉。 

  第十七条 年度考核工作结束后，考核结果存入本人档案。 

  第四章 考核结果的使用 

  第十八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合格以上等次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按照有关规定晋升工资档次和发给奖金。 

  （二）职员连续三年考核被确定为合格以上等次的，具有晋升职务的资格；连续两年以上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

具有优先晋升职务的资格。 

  （三）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合格以上等次的，具有续聘的资格。 

  （四）工人连续两年考核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具有聘任技师的优先资格。 

  第十九条 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当年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不发年终奖金，并予以批评教育。 

  （二）连续两年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根据不同情况，可予以降职、调整工作、低聘或解聘。 

  （三）连续两年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等次，又不服从组织安排或重新安排后年度考核仍不合格的，予以辞退。 

  第二十条 对年度考核实行告诫的人员，暂不兑现考核结果，待告诫期满，依据所定等次办理。 

  第二十一条 考核结果的使用，应与事业单位评选先进活动、开展奖励表彰工作紧密结合。 

  第五章 考核的组织管理 

  第二十二条 事业单位在年度考核时设立非常设性的考核委员会或考核小组，在单位负责人的领导下，负责年度

考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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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条 考核组织由本单位负责人、人事机构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代表组成。 

  考核组织的日常事务由本单位人事机构承担。 

  第二十四条 考核组织的职责是： 

  （一）依据有关规定制定本单位年度考核实施办法； 

  （二）组织、指导、监督本单位年度考核工作； 

  （三）审核主管领导人写出的考核评语以及提出的考核等次意见； 

  （四）审核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考核结果不服的复核申请。 

  第二十五条 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主管领导人、考核委员会或考核小组成员，必须按规定要求，实事求是地进行

考核。对考核过程中有徇私舞弊、打击报复、弄虚作假行为的，必须严肃处理。 

  第二十六条 建立事业单位年度考核工作审核备案制度。审核备案的方法是：年度考核基本结束时，各单位将考

核工作总结报上一级主管单位人事机构进行审核。 

  第二十七条 政府人事部门负责综合管理、监督指导事业单位年度考核工作。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由人事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275）《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6 月 2 日印发)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6/02/content_2872429.htm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603/c1001-27094775.html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改进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健全选拔任用机制和管理监督机制，建设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

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法规和有关法律

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省级以上党委和政府直属以及部门所属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省级以上人大常委会、政协、

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群众团体机关所属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对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管理，应当体现事业单位公益性、服务性、专业性、技术性等特点，遵循领导人员成长

规律，激发事业单位活力，推动公益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第四条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管理，应当坚持下列原则： 

（一）党管干部原则； 

（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 

（三）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 

（四）分级分类管理原则； 

（五）依法依规办事原则。 

第五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职责，负责本规定的组织

实施。 

第二章 任职条件和资格 

第六条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政治素质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理想信念坚定，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忠实履行公共服务

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二）组织领导能力强，善于科学管理、沟通协调、依法办事、推动落实，有较强的公共服务意识和改革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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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实绩突出； 

（三）有相关的专业素质或者从业经历，熟悉有关政策法规和行业发展情况，业界声誉好； 

（四）事业心和责任感强，热爱公益事业，求真务实，团结协作，遵纪守法，廉洁从业，群众威信高。 

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的领导人员，应当牢固树立党建责任意识，熟悉党务，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 

正职领导人员，应当具有驾驭全局的能力，善于抓班子带队伍，民主作风好。 

第七条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应当具备下列基本资格： 

（一）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二）提任六级以上管理岗位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 

（三）从管理岗位领导职务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具有副职岗位两年以上任职经历；从下级正职提任上级副职的，

应当具有下级正职岗位三年以上任职经历。 

（四）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五）符合有关党内法规、法律法规和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任职资格要求。 

第八条 从专业技术岗位到管理岗位担任领导职务的，其任职资格应当符合第七条第（一）、（二）、（四）、（五）项规

定，并且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岗位）任职经历和一定的管理工作经历。 

第九条 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适当放宽任职资格。 

放宽任职资格以及从专业技术岗位到管理岗位担任领导职务正职或者担任四级以上管理岗位领导职务的，必须从严

掌握。 

第三章 选拔任用 

第十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根据事业单位不同领导体制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

提出启动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工作意见。 

第十一条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配备，必须严格按照核定或者批准的领导职数和岗位设置方案进行。 

第十二条 选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根据行业特点和岗位要求，可以采取组织选拔、竞争（聘）上岗、公开选拔（聘）

等方式进行，也可以探索委托相关机构遴选等方式进行。 

第十三条 对事业单位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必须依据选拔任用条件，结合行业特点和岗位要求，全面考察其德、能、

勤、绩、廉。 

第十四条 综合分析人选的考察考核、一贯表现和人岗相适等情况，全面历史辩证地作出评价，既重管理能力、专业

水平和工作实绩，更重政治品质、道德品行，防止简单以票或者以分取人。 

第十五条 任用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区别不同情况实行选任制、委任制、聘任制。对行政领导人员，逐步加大聘任制

推行力度。 

实行聘任制的，聘任关系通过聘任通知、聘任书、聘任合同等形式确定，所聘职务及相关待遇在聘期内有效。 

第十六条 提任三级以下管理岗位领导职务的，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五个工作日。 

第十七条 提任非选举产生的三级以下管理岗位领导职务的，实行任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一般为一年。 

第十八条 选拔任用工作具体程序和要求，参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结合事业单位实际

确定。 

第四章 任期和任期目标责任 

第十九条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一般应当实行任期制。 

每个任期一般为三至五年，在同一岗位连续任职一般不超过十年。工作特殊需要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批准后可

以适当延长任职年限。 

第二十条 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一般应当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 

任期目标内容的设定，应当体现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事业单位特点，注重打基础、利长远、求实效。 

第二十一条 任期目标由事业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确定，领导班子的任期目标一般应当报经主管机关批准或者备

案。 

制定任期目标时，应当充分听取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代表的意见，注意体现服务对象的意见。 

第五章 考核评价 

第二十二条 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考核评价以任期目标为依

据，以日常管理为基础，注重业绩导向和社会效益，突出党建工作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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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分类考核，注意改进考核方法，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第二十三条 综合分析研判考核情况和日常了解掌握情况，客观公正地作出评价，形成考核评价意见，确定考核评价

等次。 

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的评价等次，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领导人员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的评价等

次，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第二十四条 考核评价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人员培养、使用、奖惩等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职业发展和激励保障 

第二十五条 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培养教育制度，加强政治引领和能力培养，强化岗位培训，注重实践锻炼，提高

思想政治素质和管理工作能力。 

第二十六条 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交流制度，统筹推进事业单位之间、事业单位与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之间领导人

员的交流。注意选拔事业单位优秀领导人员进入党政领导班子。 

第二十七条 任期结束后未达到退休年龄界限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适合继续从事专业工作的，鼓励和支持其后续职

业发展；其他领导人员，根据本人实际和工作需要，作出适当安排。 

第二十八条 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根据事业单位类别，结合考核情况合理确定领导人员的绩效工资

水平，使其收入与履职情况和单位长远发展相联系，与本单位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保持合理关系。 

第二十九条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在本职工作中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在处理突发事件和承担专项重要工作

中作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七章 监督约束 

第三十条 党委（党组）及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和职责分工，履行对事业

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的监督责任。 

第三十一条 监督的重点内容是：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依法依规办事，执行民主集中制，履行职责，

行风建设，选人用人，国有资产管理，收入分配，职业操守，廉洁自律等情况。 

第三十二条 发挥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等作用，综合运用考察考核、述职述廉、民

主生活会、巡视、提醒、函询、诫勉等措施，对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进行监督。 

严格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两评议”、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和任职回避等制

度。 

第三十三条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人事纪律、工作纪律、财经纪律、廉洁从业纪律的，

以及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且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情形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

涉嫌违法犯罪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八章 退出 

第三十四条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免职： 

（一）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的； 

（二）年度考核、任期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的，或者连续两年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基本合格的； 

（三）受到责任追究应当免职的； 

（四）因工作需要或者其他原因应当免职的。 

第三十五条 实行事业单位领导人员辞职制度。辞职包括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辞职程序参照

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退休，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中央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本规定，制定本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具体办法。 

第三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本规定，制定市（地、州、盟）级以下党委和政府直属以及部门所属事

业单位和人大常委会、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群众团体机关所属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 2015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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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76）《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监 察部第 18 号 2012 年 8 月 22 日) 

http://www.acftu.org/template/10041/file.jsp?cid=1243&aid=96817  

http://www.gov.cn/flfg/2012-09/03/content_2215755.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令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监  察  部第 18 号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已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务会、监察部部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 201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尹蔚民 

                 监   察   部   部   长   马 馼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严肃事业单位纪律，规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行为，保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法违纪，应当承担纪律责任的，依照本规定给予处分。 

  对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经批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

人员给予处分，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对行政机关任命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不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给予处分，

适用本规定；但监察机关对上述人员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调查处理的程序和作出处分决定的权限，以及作为监察对象

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处分决定不服向监察机关提出申诉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办

理。 

  第三条 给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应当坚持公正、公平和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给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应当与其违法违纪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程度相适应。 

  给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 

  第四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章 处分的种类和适用 

  第五条 处分的种类为： 

  （一）警告； 

  （二）记过； 

  （三）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 

  （四）开除。 

  其中，撤职处分适用于行政机关任命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第六条 受处分的期间为： 

  （一）警告，6 个月； 

  （二）记过，12 个月； 

  （三）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24 个月。 

  第七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警告处分的，在受处分期间，不得聘用到高于现聘岗位等级的岗位；在作出处

分决定的当年，年度考核不能确定为优秀等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记过处分的，在受处分期间，不得聘用到高于现聘岗位等级的岗位，年度考核不得确定

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的，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降低一个以上岗位等级聘用，按照事业单

位收入分配有关规定确定其工资待遇；在受处分期间，不得聘用到高于受处分后所聘岗位等级的岗位，年度考核不

得确定为基本合格及以上等次。 

  行政机关任命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受处分期间的任命、考核、工资待遇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参照本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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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执行。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开除处分的，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终止其与事业单位的人事关系。 

  第八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记过以上处分的，在受处分期间不得参加本专业（技术、技能）领域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或者工勤技能人员技术等级考试（评审）。应当取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者职业资格的，按照有

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同时有两种以上需要给予处分的行为的，应当分别确定其处分。应当给予的处分种

类不同的，执行其中最重的处分；应当给予开除以外多个相同种类处分的，执行该处分，但处分期应当按照一个处

分期以上、两个处分期之和以下确定。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受处分期间受到新的处分的，其处分期为原处分期尚未执行的期限与新处分期限之和，但

是最长不得超过 48 个月。 

  第十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两人以上共同违法违纪，需要给予处分的，按照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分别给予相

应的处分。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分： 

  （一）在两人以上的共同违法违纪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二）隐匿、伪造、销毁证据的； 

  （三）串供或者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 

  （四）包庇同案人员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处分： 

  （一）主动交代违法违纪行为的； 

  （二）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或者挽回损失的； 

  （三）检举他人重大违法违纪行为，情况属实的。 

  第十三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主动交代违法违纪行为，并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或者挽回损失的，应当减轻处

分或者免予处分。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情节轻微，经过批评教育后改正的，可以免予处分。 

  第十四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本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在本规定第三章规定的处分

幅度以内从重或者从轻给予处分。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在本规定第三章规定的处分幅度以外，减轻一个

处分的档次给予处分。应当给予警告处分，又有减轻处分的情形的，免予处分。 

  第十五条 事业单位有违法违纪行为，应当追究纪律责任的，依法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处分。 

第三章 违法违纪行为及其适用的处分 

  第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散布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组织或者参加旨在损害国家利益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的； 

  （二）组织或者参加非法组织的； 

  （三）接受境外资助从事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 

  （四）接受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境外邀请、奖励，经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 

  （五）违反国家民族宗教法规和政策，造成不良后果的； 

  （六）非法出境、未经批准获取境外永久居留资格或者取得外国国籍的； 

  （七）携带含有依法禁止内容的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进入国（境）内的； 

  （八）其他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有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行为，但属于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

以减轻或者免予处分。 

  第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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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执行国家重要任务、应对公共突发事件中，不服从指挥、调遣或者消极对抗的； 

  （二）破坏正常工作秩序，给国家或者公共利益造成损失的； 

  （三）违章指挥、违规操作，致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的； 

  （四）发生重大事故、灾害、事件，擅离职守或者不按规定报告、不采取措施处置或者处置不力的； 

  （五）在项目评估评审、产品认证、设备检测检验等工作中徇私舞弊，或者违反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 

  （六）泄露国家秘密的； 

  （七）泄露因工作掌握的内幕信息，造成不良后果的； 

  （八）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岗位，或者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等人事管理工作中有其他违反组织

人事纪律行为的； 

  （九）其他违反工作纪律失职渎职的行为。 

  有前款第（六）项规定行为的，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贪污、索贿、受贿、行贿、介绍贿赂、挪用公款的； 

   （二）利用工作之便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三）在公务活动或者工作中接受礼金、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的； 

  （四）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内幕信息谋取利益的； 

  （五）用公款旅游或者变相用公款旅游的； 

  （六）违反国家规定，从事、参与营利性活动或者兼任职务领取报酬的； 

  （七）其他违反廉洁从业纪律的行为。 

  有前款第（一）项规定行为的，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第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违反国家财政收入上缴有关规定的； 

   （二）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或者社会保险基金的； 

  （三）擅自设定收费项目或者擅自改变收费项目的范围、标准和对象的； 

  （四）挥霍、浪费国家资财或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五）违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擅自占有、使用、处置国有资产的； 

   （六）在招标投标和物资采购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造成不良影响或者损失的； 

   （七）其他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第二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利用专业技术或者技能实施违法违纪行为的； 

  （二）有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伪造、篡改数据文献，或者捏造事实等学术不端行为的； 

  （三）利用职业身份进行利诱、威胁或者误导，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四）利用权威、地位或者掌控的资源，压制不同观点，限制学术自由，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 

  （五）在申报岗位、项目、荣誉等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六）工作态度恶劣，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七）其他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有前款第（一）项规定行为的，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制造、传播违法违禁物品及信息的； 

  （二）组织、参与卖淫、嫖娼等色情活动的； 

    （三）吸食毒品或者组织、参与赌博活动的； 

  （四）违反规定超计划生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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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包养情人的； 

  （六）有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或者拒不承担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等的； 

    （七）其他严重违反公共秩序、社会公德的行为。 

  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行为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以上处分。 

  第二十二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依法判处刑罚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以上处分。其中，被依法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 

  行政机关任命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依法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四章 处分的权限和程序 

  第二十三条 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处分，按照以下权限决定： 

  （一）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由事业单位或者事业单位主管部门

决定。其中，由事业单位决定的，应当报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备案。 

  （二）开除处分由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决定，并报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备案。 

  对中央和地方直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处分，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由本单位或者有关部门决定；其中，由

本单位作出开除处分决定的，报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处分，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初步调查后，需要进一步查证的，应当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经事

业单位负责人批准或者有关部门同意后立案； 

  （二）对被调查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作进一步调查，收集、查证有关证据材料，并形成书面调

查报告； 

  （三）将调查认定的事实及拟给予处分的依据告知被调查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并对其所

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记录在案。被调查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予

采信； 

  （四）按照处分决定权限，作出对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给予处分、免予处分或者撤销案件的决定； 

  （五）处分决定单位印发处分决定； 

  （六）将处分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受处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本人和有关单位，并在一定范围内宣布； 

  （七）将处分决定存入受处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档案。 

  处分决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五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涉嫌违法违纪，已经被立案调查，不宜继续履行职责的，可以按照干部人事管

理权限，由事业单位或者有关部门暂停其职责。 

  被调查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违法违纪案件立案调查期间，不得解除聘用合同、出国（境）或者办理退休手续。 

  第二十六条 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案件进行调查，应当由两名以上办案人员进行；接受调查的单位和

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 

  以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二十七条 参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案件调查、处理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回避申请；

被调查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与被调查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或者近姻亲关系的； 

  （二）与被调查的案件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被调查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第二十八条 处分决定单位负责人的回避，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决定；其他参与违法违纪案件调查、处理的

人员的回避，由处分决定单位负责人决定。 

  处分决定单位发现参与违法违纪案件调查、处理的人员有应当回避情形的，可以直接决定该人员回避。 

  第二十九条 给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应当自批准立案之日起 6 个月内作出决定；案情复杂或者遇有其他

特殊情形的可以延长，但是办案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2 个月。 

  第三十条 处分决定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受处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原所聘岗位（所任职务）名称及等级等基本情况； 

  （二）经查证的违法违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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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处分的种类、受处分的期间和依据； 

  （四）不服处分决定的申诉途径和期限； 

  （五）处分决定单位的名称、印章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第三十一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开除处分后，事业单位应当及时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具体

办法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处分的解除 

  第三十二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开除以外的处分，在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出现违法违纪情形

的，处分期满，经原处分决定单位批准后解除处分。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受处分期间终止或解除聘用合同的，处分期满后，自然解除处分。受处分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要求原处分决定单位提供解除处分相关证明的，原处分决定单位应当予以提供。 

  第三十三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受处分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个人记功以上奖励的，经批

准后可以提前解除处分。 

  第三十四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的解除或者提前解除，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事业单位或者有关部门对受处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受处分期间的表现情况，

进行全面了解，并形成书面报告； 

  （二）按照处分决定权限，作出解除或者提前解除处分的决定； 

  （三）印发解除或者提前解除处分的决定； 

  （四）将解除或者提前解除处分的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并在原宣布处分的范围内宣布； 

  （五）将解除或者提前解除处分的决定存入该工作人员的档案。 

  解除处分决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五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的解除或者提前解除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执行回避。 

  第三十六条 解除或者提前解除处分的决定应当包括原处分的种类和解除或者提前解除处分的依据，以及该工

作人员在受处分期间的表现情况等内容。 

  第三十七条 处分解除后，考核、竞聘上岗和晋升工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但是，

受到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的，不视为恢复受处分前的岗位等级和工资待遇。 

  第三十八条 解除处分的决定应当在处分期满后一个月内作出。 

第六章 复核和申诉 

  第三十九条 受到处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处分决定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原处分决定单位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规定向原处分

决定单位的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提出申诉。 

  受到处分的中央和地方直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申诉，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由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

部门受理。 

  第四十条 原处分决定单位应当自接到复核申请后的三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受理申诉的单位应当自受理之日

起六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 

  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处分的执行。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因提出复核、申诉而被加重处分。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理处分复核、申诉的单位应当撤销处分决定，重新作出决定或者责令原处

分决定单位重新作出决定： 

  （一）处分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二）违反规定程序，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三）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作出处分决定的。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理复核、申诉的单位应当变更处分决定或者责令原处分决定单位变更处分

决定： 

  （一）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 

  （二）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情节认定有误的； 

  （三）处分不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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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三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处分决定被变更，需要调整该工作人员的岗位等级或者工资待遇的，应当按

照规定予以调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处分决定被撤销的，应当恢复该工作人员的岗位等级、工资待遇，按照原岗

位等级安排相应的岗位，并在适当范围内为其恢复名誉。 

  被撤销处分或者被减轻处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待遇受到损失的，应当予以补偿。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已经退休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违法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处分的，不再作出处分决定。但是，应当

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以上处分的，相应降低或者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第四十五条 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的

工作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对机关工勤人员给予处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教育、医疗卫生、科技、体育等部门，可以依据本规定，结合自身工作的实际情况，与国务院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国务院监察机关联合制定具体办法。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1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8.3.277）《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人事部令〔2005〕6 号) 

http://www.12333sh.gov.cn/201712333/xxgk/sydwzp/01/201809/t20180928_1286739.shtml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 

人事部第 6 号令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现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规范事业单位招聘行为，提高人员素质，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事业单位招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适用本规定。参照公务员制度进行管理和转为企

业的事业单位除外。  

  事业单位新进人员除国家政策性安置、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由上级任命及涉密岗位等确需使用其他方法选拔任

用人员外，都要实行公开招聘。  

  第三条 公开招聘要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第四条 公开招聘要坚持政府宏观管理与落实单位用人自主权相结合，统一规范、分类指导、分级管理。  

  第五条 公开招聘由用人单位根据招聘岗位的任职条件及要求，采取考试、考核的方法进行。  

  第六条 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是政府所属事业单位进行公开招聘工作的主管机关。政府人事行政部门与事业单位

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对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  

  第七条 事业单位可以成立由本单位人事部门、纪检监察部门、职工代表及有关专家组成的招聘工作组织，负

责招聘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二章 招聘范围、条件及程序 

  第八条 事业单位招聘人员应当面向社会，凡符合条件的各类人员均可报名应聘。  

  第九条 应聘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 遵守宪法和法律；  

  （三） 具有良好的品行；  

  （四） 岗位所需的专业或技能条件；  

  （五） 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六） 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不得设置歧视性条件要求。  

  第十一条 公开招聘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 制定招聘计划；  

  （二） 发布招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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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受理应聘人员的申请，对资格条件进行审查；  

  （四） 考试、考核；  

  （五） 身体检查；  

  （六） 根据考试、考核结果，确定拟聘人员；  

  （七） 公示招聘结果  

  （八） 签订聘用合同，办理聘用手续。 

  第三章 招聘计划、信息发布与资格审查 

  第十二条 招聘计划由用人单位负责编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招聘的岗位及条件、招聘的时间、招聘人员的

数量、采用的招聘方式等。  

  第十三条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年度招聘计划须报人事部备案；国务院各部委直属事业单位的招聘计划须报

上级主管部门核准并报人事部备案。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的招聘计划须报省（区、市）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备案；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政府部门直属事业单位的招聘计划须报上级主管部门核准并报同级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备案。  

  地（市）、县（市）人民政府所属事业单位的招聘计划须报地区或设区的市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核准。   

  第十四条 事业单位招聘人员应当公开发布招聘信息，招聘信息应当载明用人单位情况简介、招聘的岗位、招

聘人员数量及待遇；应聘人员条件；招聘办法；考试、考核的时间（时限）、内容、范围；报名方法等需要说明的事

项。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或组织招聘的部门应对应聘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查，确定符合条件的人员。 

第四章 考试与考核 

  第十六条 考试内容应为招聘岗位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和工作技能。  

  第十七条 考试科目与方式根据行业、专业及岗位特点确定。  

  第十八条 考试可采取笔试、面试等多种方式。对于应聘工勤岗位的人员，可根据需要重点进行实际操作能力

测试。     

  第十九条 考试由事业单位自行组织，也可以由政府人事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统一组织。  

  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所属考试服务机构和人才服务机构可受事业单位、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上级主管部

门委托，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提供服务。  

  第二十条 急需引进的高层次、短缺专业人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的人员，可以采取直接考核

的方式招聘。  

  第二十一条 对通过考试的应聘人员，用人单位应组织对其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等

情况进行考核，并对应聘人员资格条件进行复查。 

第五章 聘 用 

  第二十二条 经用人单位负责人员集体研究，按照考试和考核结果择优确定拟聘人员。  

  第二十三条 对拟聘人员应在适当范围进行公示，公示期一般为 7 至 15 日。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与拟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前，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的规定报批或备案。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人与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  

  第二十六条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内。  

  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 

第六章 纪律与监督  

  第二十七条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行回避制度。  

  凡与聘用单位负责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的应聘人员，不得应聘

该单位负责人员的秘书或者人事、财务、纪律检查岗位，以及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岗位。聘用单位负责人员和

招聘工作人员在办理人员聘用事项时，涉及与本人有上述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招聘公正的，也应当回避。  

  第二十八条 招聘工作要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接受社会及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九条 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对事业单位招聘过程中违反

干部人事纪律及本规定的行为要予以制止和纠正，保证招聘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  

  第三十条 严格公开招聘纪律。对有下列违反本规定情形的，必须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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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伪造、涂改证件、证明，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应聘资格的；  

  （二） 应聘人员在考试考核过程中作弊的；  

  （三） 招聘工作人员指使、纵容他人作弊，或在考试考核过程中参与作弊的；  

  （四） 招聘工作人员故意泄露考试题目的；  

  （五） 事业单位负责人员违反规定私自聘用人员的；  

  （六） 政府人事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影响招聘公平、公正进行的；  

  （七） 违反本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公开招聘纪律的应聘人员，视情节轻重取消考试或聘用资格；对违反本规定招聘的受聘人

员，一经查实，应当解除聘用合同，予以清退。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公开招聘纪律的工作人员，视情节轻重调离招聘工作岗位或给予处分；对违反公开招聘纪

律的其他相关人员，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事业单位需要招聘外国国籍人员的，须报省级以上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核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进行招聘。  

  第三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本地区的公开招聘办法。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8.3.278）《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方案(中发〔2006〕9 号 2006 年 4 月 9 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102565/182147/11002816.html  

http://www.jmsdj.gov.cn/Show.asp?ID=101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方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06 年 4 月 9 日印发 中发〔2006〕9 号）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公务员法实施工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和方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公务员法实施工作，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应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深入调研，明确政策，

稳步推进，力争用 3 到 5 年的时间，基本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

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队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

保证。 

二、实施范围 

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下列机关列入公务员法实施范围： 

（一）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 

（三）各级行政机关； 

（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 

（五）各级审判机关； 

（六）各级检察机关； 

（七）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各级机关。 

三、实施方法和步骤 

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列入公务员法实施范围的机关，要按照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政策法规的规定，全面实施录

用、考核、职务任免、职务升降、奖励、惩戒、培训、交流与回避、工资福利保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控告等

公务员各项管理制度。 

2006 年要重点做好公务员登记、职务与级别确定和工资套改等项工作。按照自上而下、先易后难的原则，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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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进行，第二步在市（地）级以下机关进行。 

（一）公务员登记。公务员登记是实施公务员法的基础性工作。要在规定范围内，严格按照《公务员登记实施办法》

规定的对象、条件、程序和管理权限，自上而下、积极稳妥地进行。公务员登记必须符合公务员法规定的基本条件，

必须在国家行政编制限额内进行，不得超编登记。登记工作采取各机关统一组织的形式，实行逐级负责制。各级机

关要以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对机关工作人员高度负责的精神，按照规定的程序确定登记对象、填写《公务员登记

表》，报审核、审批及备案机关。今后，新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员都要按照规定进行登记。《公务员登记表》作为确

认公务员身份的依据装入公务员档案。在公务员登记工作的基础上，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要建立公务员管理信息系

统。 

（二）确定职务与级别。确定职务与级别是实施公务员法的重要环节。要在规定的编制和职数限额内合理设置职位，

根据《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管理规定》、《综合管理类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置管理办法》和有关文件规定，确定公务员

的职务和级别。对超出规定职数的，要采取措施，逐步消化，达到规定的领导和非领导职务职数。 

在国家有关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分类管理规定出台前，各级机关公务员按照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进行管理。 

（三）进行工资套改。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是实施公务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公务员登记和职务与级别确定完成后，

按照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进行工资套改。公务员按照确定的职务执行相应的职务工资标准；按照确定的级

别和级别工资档次，执行相应的级别工资标准。 

四、配套法规建设 

配套法规建设是实施公务员法的重要保证。要遵循法制统一的原则， 

统筹规划，抓紧研究，成熟一个、出台一个，力争用 3 到 5 年的时间，逐步建立较为完备的法规体系。在公务员

法配套政策法规出台前，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和原则，依法办事。出台涉及公务员管理政策，

不得违背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国家尚未明确规定的，须事先征求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的意见。在公务员法实施的

同时，中央印发的有关党的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全国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全国工商联机关参

照试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文件不再执行。各地区各部门要对照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政策法规，对现行有关法

规、规章及文件等进行清理，视情况修改或废止。 

五、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是公务员法实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按照《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单

位审批办法》规定的条件、审批权限和程序，确定列入参照管理单位。对于公务员法实施以前列入参照、依照《国

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管理范围的事业单位，要重新进行审批。经批准实行参照管理的单位，要认真执行公务员法及

其配套政策法规，不实行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职务、工资、奖金等人事管理制度。 

使用国家行政编制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由中央另行发文明确，原则上与公务员法

实施工作同步进行。 

六、组织领导 

公务员法实施工作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县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中央机关各部门，要由主要

领导同志负责，组成由组织、人事部门同志参加的工作班子，负责实施公务员法的组织协调工作。各级党委组织部

门和政府人事部门要认真履行公务员主管部门的职责，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密切配合，积极稳妥地推进公务员

实施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人事部备案。

各地区各部门要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注意调查研究，对实施中出现的问题，认真解决，妥善处理。 

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对公务员法实施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严明纪律，维护法律的权威。要把是否按照规

定的范围、对象、条件和程序进行公务员登记，是否按照规定确定职务与级别，是否严格执行工资福利保险制度，

是否严格执行各项配套的政策法规等情况作为重点内容进行督促检查。对违规进入机关的人员，要坚决予以清退；

对违法违纪行为，要坚决予以纠正，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确保公务员法顺利实施。  

附件：一、《公务员范围规定》 

二、《公务员登记实施办法》 

三、《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管理规定》 

四、《综合管理类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置管理办法》 

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审批办法》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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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范围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方案》附件一 中发〔2006〕9 号）  

第一条 为明确公务员范围，加强公务员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列入公务员范围的工作人员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依法履行公职； 

（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 

（三）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 

第三条 下列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列入公务员范围： 

（一）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 

（三）各级行政机关； 

（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 

（五）各级审判机关； 

（六）各级检察机关； 

（七）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各级机关。 

第四条 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中列入公务员范围的人员： 

（一）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人员； 

（二）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工作部门、办事机构和派出机构的工作人员； 

（三）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和派出机构的工作人员； 

（四）街道、乡、镇党委机关的工作人员。  

第五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中列入公务员范围的人员： 

（一）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人员，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二）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 

（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 

第六条 各级行政机关中列入公务员范围的人员： 

（一）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人员； 

（二）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派出机构的工作人员； 

（三）乡、镇人民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 

第七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中列入公务员范围的人员：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的领导人员；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 

第八条 各级审判机关中列入公务员范围的人员： 

（一）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审判辅助人员； 

（二）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人员。 

第九条 各级检察机关中列入公务员范围的人员：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行政人员。 

第十条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各级机关中列入公务员范围的人员： 

（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 

（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 

（三）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 

（四）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 

（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 

（六）中国致公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 

（七）九三学社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 

（八）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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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和地方各级工商联的领导人员，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 

第十一条 下列人员人事关系所在部门和单位不属于本规定第三条所列机关的，不列入公务员范围： 

（一）中国共产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委员会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 

（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 

（四）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常委和专门委员会成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和地方工商联执行

委员、常务委员会成员和专门委员会成员。 

第十二条 列入公务员范围的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登记后，方可确定为公务员。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负责解释。 

附件二  

公务员登记实施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方案》附件二 中发〔2006〕9 号）  

第一条 为做好公务员登记工作，确保公务员法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务员登记采取各机关统一组织的形式，由各机关按照规定的程序确定登记对象、填写《公务员登记表》，

报审核、审批及备案机关。 

第三条 公务员登记应当在国家行政编制限额内，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对象、条件和程序进行。 

第四条 登记的对象和条件： 

（一）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且在编在职的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二）具备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 

试用期内的新录用公务员暂缓登记，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登记。纪检、监察机关或者司法机关立案审查尚未结

案的人员暂缓登记，结案后符合登记条件的予以登记。 

第五条 不予登记的对象： 

（一）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以来，违反《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有关规定进入机关的人员； 

（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有关规定担任法官、检察官以及违反国家有关

选拔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司法行政人员和书记员的规定进入机关的人员；  

（三）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或者正在被劳动教养的人员。 

第六条 登记工作的程序： 

（一）所在机关确定登记对象，填写《公务员登记表》，报审核机关； 

（二）审核机关签署意见，报审批机关； 

（三）审批机关签署意见，需要备案的报备案机关。 

第七条 登记工作的管理权限： 

（一）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门作为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公务员登记的审核、审批、备案

工作。领导成员的公务员登记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 

（二）县级以下机关公务员登记，由所在机关确定登记对象、填写《公务员登记表》，县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核，

市（地）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后，报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 

市（地）级机关公务员登记，由所在机关干部人事部门确定登记对象、填写《公务员登记表》，所在机关审核，同

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后，报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 

省级机关公务员登记，由所在机关干部人事部门确定登记对象、填写《公务员登记表》，所在机关审核，同级公务

员主管部门审批。 

（三）中央机关公务员登记，由所在机关干部人事部门确定登记对象、填写《公务员登记表》并审核，所在机关审

批后，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 

（四）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公务员登记，由所在机关确定登记对象、填写《公务员登记表》，省级机关审核，中央垂

直管理机关审批后，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 

省以下垂直管理部门公务员登记，由所在机关确定登记对象、填写《公务员登记表》，省垂直管理机关审核，省级

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 

第八条 登记备案的内容包括：登记备案说明，机关的国家行政编制数、实有人员数、登记人员数、暂缓登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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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登记和暂缓登记人员名单等。 

第九条 公务员登记实行逐级负责制，由各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和程序，经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后，逐级上报。 

第十条 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登记工作的督查指导，严肃登记工作纪律。对不按照国家行政编制限额和规

定条件、程序登记的，由公务员主管部门宣布无效，并责令按规定予以纠正；对在登记过程中违反工作纪律、弄虚

作假的，由公务员主管部门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第十一条 自本办法下发之日起，公务员均按照本办法进行登记。《公务员登记表》装入公务员档案。 

第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机关要按照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公务员登记实施方案，并报中央公务

员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行政编制，是指中央机构编制部门下达给各地区各部门的行政编制。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负责解释。  

附表：一、公务员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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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姓名”（包括少数民族译名）用字要固定。 

  2．“出生日期”按公历填写到日。 

  3．“民族”要写全称。 

  4．“政治面貌”填写“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群众”，民主党派要填写规范简称。 

  5．“健康状况”根据公务员身体情况分别填写“健康”、“一般”、“较弱”，有严重疾病或者伤残的要具体写明。 

  6．“参加工作时间”按公历填写到月。 

  7．“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

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科员、办事员。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510 页 共 3277 页 

二、公务员登记备案表  

 
 

 

 

 

 

附件三  

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方案》附件一 中发〔2006〕9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制度，健全公务员激励和保障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根据公务员职位类别设置公务员职务序列。公务员职务对应相应的级别。 

第三条 职务和级别设置遵循科学、规范、效能的原则。 

第四条 职务和级别是实施公务员管理，确定公务员政治待遇、工作待遇和生活待遇的依据。  

第二章 职务与级别设置 

第五条 公务员职务根据规定的机构规格、编制限额、职位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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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职务名称应与机构规格相一致。 

第六条 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 

第七条 领导职务层次由高至低依次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

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 

第八条 综合管理类的领导职务根据宪法、有关法律法规、职务层次和机构规格设置确定。 

第九条 非领导职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 

第十条 综合管理类的非领导职务由高至低依次为：巡视员、副巡视员、调研员、副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

员、科员、办事员。 

第十一条 公务员级别由低至高依次为二十七级至一级。第十二条 公务员领导职务层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是：（一）

国家级正职：一级； 

（二）国家级副职：四级至二级； 

（三）省部级正职：八级至四级； 

（四）省部级副职：十级至六级； 

（五）厅局级正职：十三级至八级； 

（六）厅局级副职：十五级至十级； 

（七）县处级正职：十八级至十二级； 

（八）县处级副职：二十级至十四级； 

（九）乡科级正职：二十二级至十六级； 

（十）乡科级副职：二十四级至十七级。 

副部级机关内设机构、副省级市机关的司局级正职对应十五级至十级；司局级副职对应十八级至十二级。 

第十三条 综合管理类公务员非领导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是： 

（一）巡视员：十三级至八级； 

（二）副巡视员：十五级至十级； 

（三）调研员：十八级至十二级； 

（四）副调研员：二十级至十四级； 

（五）主任科员：二十二级至十六级； 

（六）副主任科员：二十四级至十七级； 

（七）科员：二十六级至十八级； 

（八）办事员：二十七级至十九级。 

副部级机关内设机构、副省级市机关的巡视员对应十五级至十级；副巡视员对应十八级至十二级。  

第三章 职务确定 

第十四条 确定公务员职务，应当在国家规定的职务序列和职数限额内，按照职务任职条件和程序进行。 

第十五条 新录用的公务员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根据本人学历、资历等，结合职位要求确定职务。 

第十六条 晋升、降低职务或者调任、转任以及因其他原因需要明确职务的公务员，按照拟任职务任职条件等确定

职务。  

第四章 级别确定 

第十七条 公务员级别应当根据其所任职务、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资历确定。 

第十八条 公务员累计 5 年定期考核结果均为称职以上等次的，可以在职务对应级别范围内晋升一个级别。 

第十九条 厅局级副职及以下职务层次的公务员，在任职时间和级别达到规定条件后，经考核合格，可以享受上一

职务层次非领导职务的工资、住房、医疗等生活待遇。 

第二十条 担任县（市）委书记、县（市）长和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的公务员，任现职每满 5 年并考核

合格的，除执行第十八条规定外，再晋升一个级别。 

第二十一条 新录用的公务员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其级别按照初任职务及本人学历、资历等确定。 

第二十二条 公开选拔或者调任的公务员，其级别按照新任职务及工作年限等，参照机关同类人员确定。 

第二十三条 公务员职务晋升后，原级别低于新任职务对应最低级别的，晋升到新任职务对应的最低级别；原级别

已在新任职务对应范围的，在原级别的基础上晋升一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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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晋升级别。受处分后，级别变动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辞去领导职务或者公务员降职后，其级别确定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公务员级别的确定、晋升或者降低，按照管理权限，由决定其职务任免的机关批准。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职务与级别设置、确定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对不按照规定的职务职数要求、资格条件及程序等设置职务、确定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的，不予批准或

者备案；已经作出的决定一律无效，由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予以纠正。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规定进行公务员职务、级别确定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依法追究主要责任人以及其他直接责任

人的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设置、与级别的对应关系等，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负责解释。  

附表:《职务与级别对应表》 

 

附件四 

综合管理类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置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方案》附件一 中发〔2006〕9 号） 

第一条 为规范综合管理类公务员非领导职务（以下简称非领导职务）的设置与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非领导职务应当根据工作需要设置，职务层次不得高于所在机关或者所在内设机构的机构规格，职数不得

突破规定的比例限额。 

第三条 担任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接受所在同级机构担任领导职务公务员的领导，经领导授权或者委托可负责某一

方面的工作。 

第四条 非领导职务由高至低分为巡视员、副巡视员、调研员、副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办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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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机关的非领导职务不再使用其他职务名称。因职业特点需要的，经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使用其他非

领导职务名称。 

第五条 中央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副部级机关和副省级市机关设置巡视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直辖市的

区、副省级市的区、设区的市、自治州机关设置调研员以下非领导职务；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机关设

置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乡镇机关设置科员、办事员非领导职务。 

副部级机关的巡视员和副巡视员相当于本机关内设机构的正司级和副司级；副省级市机关的巡视员和副巡视员相当

于本市市直机关的正局级和副局级。 

第六条 中央机关的巡视员和副巡视员职数，不得超过该机关厅局级领导职务职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巡视员不得超过

巡视员和副巡视员职数的 40％；调研员和副调研员职数，不得超过县处级领导职务职数的 75％。 

副部级机关的非领导职务职数按照上述比例确定。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的巡视员和副巡视员职数，不得超过厅局级领导职务职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巡视员

不得超过巡视员和副巡视员职数的 30％；调研员和副调研员职数，不得超过县处级领导职务职数的 50％。 

副省级市机关的非领导职务职数按照上述比例确定。 

第八条 直辖市的区、副省级市的区、设区的市、自治州机关的调研员和副调研员职数，不得超过县处级领导职务职

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调研员不得超过调研员和副调研员职数的 30％；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职数，不得超过乡科

级领导职务职数的 50％。 

第九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机关的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职数，不得超过乡科级领导职务职数的 50％。 

第十条 担任非领导职务的，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其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文化程度应达到相应的任职

要求，身体健康，并具备规定的任职条件。非领导职务人员的任用，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进行。 

第十一条 晋升非领导职务须具备下列任职年限条件： 

（一）巡视员应当任厅局级副职领导职务或者副巡视员五年以上； 

（二）副巡视员应当任县处级正职领导职务或者调研员五年以上； 

（三）调研员应当任县处级副职领导职务或者副调研员四年以上； 

（四）副调研员应当任乡科级正职领导职务或者主任科员四年以上； 

（五）主任科员应当任乡科级副职领导职务或者副主任科员三年以上； 

（六）副主任科员应当任科员三年以上； 

（七）科员应当任办事员三年以上。 

第十二条 新录用公务员担任非领导职务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第十三条 非领导职务公务员因定期考核不称职或

者受处分等原因，需要降低职务的，降为下级非领导职务。 

第十四条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非领导职务设置，由各机关提出具体方案，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省级机

关及其直属机构非领导职务设置，由各机关提出具体方案，报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市（地）级机关非领导职

务设置，由各机关提出具体方案，经市（地）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县级机关非

领导职务设置，由县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提出具体方案，经市（地）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级公务员主管部

门审批。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非领导职务设置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本办法擅自扩大设置范围、

突破职数比例限额、放宽任职条件的，不予批准或者备案；已经作出的决定一律无效，由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

上级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予以纠正，并按照规定对主要责任人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作出处理或者处分。 

第十六条 对工作特别需要的机关，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中共中央或者国务院批准，其非领导职务

职数比例可适当高于本办法规定的比例。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负责解释。  

附件五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审批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方案》附件一 中发〔2006〕9 号） 

第一条 为了规范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以下简称参照管理）的审批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务员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列入参照管理范围，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权限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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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列入参照管理范围。 

使用国家行政编制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由中央另行发文明确。 

第四条 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由本单位提出意见，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组织部审批；中央工作部

门、派出机构所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由所在部门提出意见，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

党委直属事业单位和党委工作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门审核，省、

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审批后，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备案；市（地）、县级党委直属事业单位和党委工作部门所属事业

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门审批。 

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各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联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比照前

款规定的程序和审批权限报批。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由本单位提出意见，国务院委托人事部审批；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

事机构、部委管理的国家局所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由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国家局提出意见，报

人事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政府工作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报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事厅（局）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后，报人事部备案；市（地）、县级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和政府工作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审批。 

特殊需要列入参照管理的单位，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提出意见，中共中央或国务院直接确定。 

第五条 申请参照管理的单位，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参照管理的请示; 

（二）获得法律法规授权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依据; 

（三）设立机构的批准文件; 

（四）单位现有人员的基本情况; 

（五）审批机关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六条 实行参照管理的单位，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方案》对人员进行登记、确定职务级别、套

改工资，并参照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政策文件的规定，对单位内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 

参照管理的单位不实行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职务、工资、奖金等人事管理制度。 

第七条 公务员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参照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对不执行录用、职务与级别、工资福利保险等管理规定

的，要责令其限期改正，并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第八条 已列入参照管理的单位，因法律法规变更，不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时，不再实行参照管理。 

第九条 本办法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负责解释。 

 

 

8.3.279）《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审批办法》(2006 年 4月 9 日) 

http://rsj.sxxz.gov.cn/zwgk/zcfg/201809/t20180905_2390792.html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管理的单位审批办法 

  （2006 年 4 月 9 日印发） 

  第一条 为规范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以下简称参照管理）的审批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列入参照管理范围，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权限进行审批。 

  第三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列入参照管理范围。 

  使用国家行政编制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由中央另行发文明确。 

  第四条 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由本单位提出意见，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组织部审批；中央工

作部门，派出机构所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由所在部门提出意见，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批。省、自治区、直

辖市党委直属事业单位和党委工作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门审核，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审批后，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备案；市（地）、县级党委直属事业单位和党委工作部门所属

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门审批。 

  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各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联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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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前款规定的程序和审批权限报批。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由本单位提出意见，国务院委托人事部审批；国务院各部委、直属特设

机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部委管理的国家局所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由各部委、直属特设机构、直属机

构、办事机构、部委管理的国家局提出意见，报人事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政府工

作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

批后，报人事部备案；市（地）、县级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政府工作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的，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审批。 

  特殊需要列入参照管理的单位，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提出意见，中共中央或者国务院直接确定。 

  第五条 申请参照管理的单位，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 申请参照管理的请示； 

  （二） 获得法律法规授权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依据； 

  （三） 设立机构的批准文件； 

  （四） 单位现有人员的基本情况； 

  （五） 审批机关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六条 实行参照管理的单位，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方案》对人员进行登记、确定职

务与级别、套改工资，并参照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政策法规的规定，对单位内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 

  参照管理的单位不实行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职务、工资、奖金等人事管理制度。 

  第七条 公务员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参照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对不执行录用、职务与级别、工资福利保险等管

理规定的，要责令其限期改正，并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第八条 已列入参照管理的单位，因法律法规变更，不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时，不再实行参照管理。 

 

 

8.3.280）《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2019 年 04 月 26日 国令第 716 号)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4/30/content_5387879.htm  

http://zjt.jiangxi.gov.cn/zcwj_1/gfxwj/201905/t20190514_752955.htm  

索 引 号：  000014349/2019-00043  主题分类：  综合政务\电子政务 

发文机关：  国务院  成文日期：  2019 年 04 月 26 日 

标  题：  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 

发文字号：  国令第 716 号  发布日期：  2019 年 04 月 30 日 

主 题 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16 号 

现公布《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总 理  李克强                

2019 年 4 月 26 日           

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了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规范化、便利化水平，为企业和群众（以下称行政相对人）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

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一体化在线平台），推进各地区、各部门政务服务

平台规范化、标准化、集约化建设和互联互通，推动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全国标准统一、全流程网上办理，促进政务

服务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并依托一体化在线平台推进政务服务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一体化在线平台由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有关部门政务服务平台和各地区政务服务平台组成。 

第三条 国务院办公厅负责牵头推进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建设一体化在线平台标准规范体系、安全保障体

系和运营管理体系。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本地区、本部门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安全保障和运营管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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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对接工作。 

第四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涉及国家秘密等情形外，政务服务事项应当按照国务院确定的步骤，纳入一体

化在线平台办理。 

政务服务事项包括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 

第五条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基于自然人身份信息、法人单位信息等资源，建设全国统一身份认证系统，为各地区、

各部门政务服务平台提供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实现一次认证、全网通办。 

第六条 行政机关和其他负有政务服务职责的机构（以下统称政务服务机构）应当按照规范化、标准化要求编制办

事指南，明确政务服务事项的受理条件、办事材料、办理流程等信息。办事指南应当在政务服务平台公布。 

第七条 行政相对人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应当提交真实、有效的办事材料；政务服务机构通过数据共享能够获

得的信息，不得要求行政相对人另行提供。 

政务服务机构不得将行政相对人提交的办事材料用于与政务服务无关的用途。 

第八条 政务服务中使用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九条 国家建立权威、规范、可信的统一电子印章系统。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使用国家

统一电子印章系统制发的电子印章。 

电子印章与实物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加盖电子印章的电子材料合法有效。 

第十条 国家建立电子证照共享服务系统，实现电子证照跨地区、跨部门共享和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 

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电子证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制作和管理电子证照，电子证照采

用标准版式文档格式。 

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电子证照和加盖电子印章的电子材料可以作为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的依据。 

第十二条 政务服务机构应当对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电子文件进行规范管理，按照档案管理要求及时以电子形式

归档并向档案部门移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电子文件不再以纸质形式归档和移交。 

符合档案管理要求的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三条 电子签名、电子印章、电子证照以及政务服务数据安全涉及电子认证、密码应用的，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政务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个人信息、隐私和商

业秘密，或者不依法履行职责，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 

（二）电子印章，是指基于可信密码技术生成身份标识，以电子数据图形表现的印章。 

（三）电子证照，是指由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传输和存储的证件、执照等电子文件。 

（四）电子档案，是指具有凭证、查考和保存价值并归档保存的电子文件。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8.3.281）《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建市〔2019〕18 号  2019 年 2 月 17日) 

http://zjt.jiangxi.gov.cn/zcwj_1/gfxwj/201903/t20190304_737836.htm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902/t20190228_239611.html  

索 引 号：  000013338/2019-00055  主题信息：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生成日期： 

 2019 年 02 月 17 日 

文件名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有 

效 期：  2019 年 03 月 01 日生效 

文  号：  建市〔2019〕18 号  主 题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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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印发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 号）、《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 号）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

定了《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19 年 2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加强建筑工人管理，维护建筑工人和建筑企业合法权益，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

生产，培育专业型、技能型建筑产业工人队伍，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依据建筑法、劳动合同法、《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工人实名制是指对建筑企业所招用建筑工人的从业、培训、技能和权益保障等以真实

身份信息认证方式进行综合管理的制度。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第四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制定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规定，对各地实施建筑工

人实名制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负责组织实施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制定全国

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数据标准。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以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建筑工人

实名制管理工作，制定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督促建筑企业在施工现场全面落实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作的各

项要求；负责建立完善本行政区域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确保各项数据的完整、及时、准确，实现与全国建筑

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联通、共享。 

  第六条 建设单位应与建筑企业约定实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的相关内容，督促建筑企业落实建筑工人实名制

管理的各项措施，为建筑企业实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创造条件，按照工程进度将建筑工人工资按时足额付至建筑

企业在银行开设的工资专用账户。 

  第七条 建筑企业应承担施工现场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职责，制定本企业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配备专

（兼）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人员，通过信息化手段将相关数据实时、准确、完整上传至相关部门的建筑工人实名

制管理平台。 

  总承包企业（包括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以及依法与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合同的专业承包企业，下同）对所承

接工程项目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负总责，分包企业对其招用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负直接责任，配合总承包企业

做好相关工作。 

  第八条 全面实行建筑业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坚持建筑企业与农民工先签订劳动合同后进场施工。建筑企

业应与招用的建筑工人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对其进行基本安全培训，并在相关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上登记，方

可允许其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与建筑作业相关的活动。 

  第九条 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劳务负责人等项目管理人员应承担所承接项目

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相应责任。进入施工现场的建设单位、承包单位、监理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及建筑工人均纳

入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范畴。 

  第十条 建筑工人应配合有关部门和所在建筑企业的实名制管理工作，进场作业前须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接受

基本安全培训。 

  第十一条 建筑工人实名制信息由基本信息、从业信息、诚信信息等内容组成。 

  基本信息应包括建筑工人和项目管理人员的身份证信息、文化程度、工种（专业）、技能（职称或岗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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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和基本安全培训等信息。 

  从业信息应包括工作岗位、劳动合同签订、考勤、工资支付和从业记录等信息。 

  诚信信息应包括诚信评价、举报投诉、良好及不良行为记录等信息。 

  第十二条 总承包企业应以真实身份信息为基础，采集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工人和项目管理人员的基本信息，

并及时核实、实时更新；真实完整记录建筑工人工作岗位、劳动合同签订情况、考勤、工资支付等从业信息，建立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台账；按项目所在地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要求，将采集的建筑工人信息及时上传相关部门。 

  已录入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的建筑工人，1 年以上（含 1 年）无数据更新的，再次从事建筑作业时，

建筑企业应对其重新进行基本安全培训，记录相关信息，否则不得进入施工现场上岗作业。 

  第十三条 建筑企业应配备实现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所必须的硬件设施设备，施工现场原则上实施封闭式管理，

设立进出场门禁系统，采用人脸、指纹、虹膜等生物识别技术进行电子打卡；不具备封闭式管理条件的工程项目，

应采用移动定位、电子围栏等技术实施考勤管理。相关电子考勤和图像、影像等电子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 2 年。 

  实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所需费用可列入安全文明施工费和管理费。 

  第十四条 建筑企业应依法按劳动合同约定，通过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按月足额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建筑工人，

并按规定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设置“建筑工人维权告示牌”，公开相关信息。 

  第十五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建筑企业、系统平台开发应用等单位应制定制

度，采取措施，确保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相关数据信息安全，以及建筑工人实名制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不得漏

报、瞒报。 

  第十六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数据共享，通过数据运用分

析，利用新媒体和信息化技术渠道，建立建筑工人权益保障预警机制，切实保障建筑工人合法权益，提高服务建筑

工人的能力。 

  第十七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对下级部门落实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对于发现的问题要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要约谈相关责任人；约谈后仍拒不整改或

整改不到位的，列入重点监管范围并提请有关部门进行问责。 

  第十八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加强对本行政区域施工现场建筑工人

实名制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日常检查，对涉及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相关投诉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处理。对涉及不依法

签订劳动合同、欠薪等侵害建筑工人劳动保障权益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依法处理；

对涉及其他部门职能的违法问题或案件线索，应按职责分工及时移送处理。 

  第十九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可将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列入标准化工地考核内容。建筑工人实名制信息

可作为有关部门处理建筑工人劳动纠纷的依据。各有关部门应制定激励办法，对切实落实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的建

筑企业给予支持，一定时期内未发生工资拖欠的，可减免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第二十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对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企业及个人弄虚作假、漏报瞒报等违规行为，应予

以纠正、限期整改，录入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并及时上传相关部门。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可通过曝光、

核查企业资质等方式进行处理，存在工资拖欠的，可提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比例，并将相关不良行为记入企业

或个人信用档案，通过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一条 严禁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借推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的名义，指定

建筑企业采购相关产品；不得巧立名目乱收费，增加企业额外负担。对违规要求建筑企业强制使用某款产品或乱收

费用的，要立即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依法提请有关部门进行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8.3.282）《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2019 年 8月 5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8/15/c_1124881047.htm  

http://www.ccps.gov.cn/xtt/201908/t20190816_1336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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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机构编制资源是重要政治资源、执政资源，机构编制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党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的基本遵循。 

通知强调，《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落实党管机构编制原则，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提升机构编制工作水平，

巩固党治国理政的组织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充分认识做好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性，落实主体责任，采取有力措施，完

善配套制度，确保《条例》落到实处。要抓好《条例》宣传解读和学习培训，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条例》，

深刻领会《条例》精神，准确掌握《条例》内容。要加强监督检查，对违反《条例》规定的严肃问责追责。中央组

织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推动《条例》有效实施。各地区各部

门在执行《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全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党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规范党和国家机构编制工作，巩固党治国理政的组织基础，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机构编制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完善机

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提高效率效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制度和组织保障。 

第三条 机构编制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管机构编制。坚持党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把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到机构编制工作的各方面

和全过程，完善保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安排，有效实施党中央方针政策。 

（二）坚持优化协同高效。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力求科学合理、权责一致，科学审慎设置党和国家机构，统

筹谋划好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建设；力求有统有分、有主有次，理顺党的领导体系和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

系、群团工作体系之间的领导指挥关系，明确其他各个体系的职责定位，完善党和国家机构布局；力求履职到位、

流程通畅，统筹干部和机构编制资源，提高各类组织机构贯彻落实党的决策部署的效率，构建运行顺畅、充满活力、

令行禁止的工作体系。 

（三）坚持机构编制刚性约束。贯彻编制就是法制的要求，机构编制一经确定必须严格执行，录（聘）用人员、配

备干部、核拨人员经费等应当以机构编制为基本依据。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机构编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切

实把机构编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快完善机构编制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并有效实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有

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 

（四）坚持机构编制瘦身与健身相结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财政保障能力，管住管好用活机构编制，严控总

量、统筹使用，科学增减，不断提升机构编制资源使用效益。妥善处理严控机构编制与满足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四条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体制机制和职责调整，各类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领导职数的配备和调整，

适用本条例。 

前款所称各类机关是指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各民主党派

机关、群团机关。 

第二章 领导体制 

第五条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国机构编制工作。党中央设立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负责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

体推进、督促落实。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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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党和国家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二）研究提出机构编制工作的方针政策。 

（三）研究提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审定省级机构改革方案，指导地方各级机构改革工作。 

（四）审定中央一级副部级以上各类机构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以下简称“三定”规定）。 

（五）统一管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职能配置以及调整工作，统筹协调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的职责分工。 

（六）统一管理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中央一级各民主党派机关、群团机关的机构编制工作。审批上述单位厅局级机

构设置、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垂直管理机构、双重领导并以部门领导为主的机构、派驻地

方机构、我国驻外机构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七）审定地方行政编制总额、机构限额和职能配置的重要调整，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级行政机构的设置。 

（八）研究提出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方案，统一管理党中央、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以及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的机构编制工作，审批地方厅局级事业单位的设置，指导协调地方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工作。 

（九）推进机构编制法治建设，研究完善党和国家机构编制法规制度。 

（十）督促检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党中央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方针政策和重要决定，严肃机构编制纪律。 

第六条 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服从党中央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严格执行党和国家关于

机构改革、体制机制、机构、职能、编制和领导职数等规定，确保中央令行禁止、政令畅通。 

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根据规定的职责权限，负责本地区本部门的机构编制工作。 

地方各级党委设立机构编制委员会，管理本地区机构编制工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明确负责机构编制工作的机构和

人员。 

乡镇、街道的机构编制事项由上一级机构编制委员会管理。 

第七条 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承担日常工作，归口本级党委组织部门管理，根据授权和规定程序处理

机构编制具体事宜。 

第三章 动议 

第八条 机构编制工作动议应当根据党中央有关要求和工作需要，按照机构编制管理权限提出。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大体制机制和职责调整由党中央启动。 

地方各级党委可以提出本地区体制机制和职责调整动议，并组织力量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研判。重大事项和超出本

级机构编制管理权限的事项应当按照规定向上级党委请示报告，上级党委同意后方可研究推进。地方各级机构编制

委员会可以根据规定权限，对本地区相关体制机制和职责调整提出动议。 

各部门党组（党委）可以动议机关及其所属事业单位机构、职能、编制、领导职数等事项调整，报本级机构编制委

员会及其办公室。根据机构编制管理权限可以由部门决定的事项，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机构编制工作的动议应当由党委（党组）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 

各地区各部门提出机构编制工作动议必须符合党中央有关改革精神和机构编制有关规定，应当充分论证必要性、合

理性、可行性。 

第四章 论证 

第十条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大体制机制和职责调整应当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组织论证。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大体制机制和职责调整应当有利于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

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

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有利于推动各类组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 

第十一条 机构设置应当科学合理，具有比较完整且相对稳定的独立职能，能够与现有机构的职能协调衔接。 

统筹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应当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加强归口协调职能，统筹本系统

本领域工作。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党的有关机构可以同职能相

近、联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统筹设置，实行合并设立或者合署办公。 

地方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应当保证有效实施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涉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国家法制

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的机构职能应当同中央基本对应。除中央有明确规定外，地方可以在规定限额内因地制

宜设置机构和配置职能，严格规范设置各类派出机构。地方可以在规定权限范围内设置和调整事业单位。 

第十二条 编制和领导职数配备应当符合党中央有关规定和机构编制党内法规、国家法律法规，适应党和国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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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机构履职需要。 

编制配备应当符合编制种类、结构和总额等规定。领导职数配备应当符合领导职务名称、层级、数量等规定，领导

职务名称应当与机构层级相符合。 

第十三条 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研究论证机构编制事项时，应当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合法合规性审查，重大

问题应当进行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研究论证时应当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 

第五章 审议决定 

第十四条 审批机构编制事项应当按程序报批，严格遵守管理权限。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重大体制机制和职责调整方案必须报党中央审议批准。 

各部门提出的机构编制事项申请，由本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报本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审批，重大事项由本

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审核后报本级党委审批。需报上一级党委及其机构编制委员会审批的，按程序报批。各级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根据授权审批机构编制事项。 

地方党政机构设置实行限额管理，各级机构限额由党中央统一规定。地方党委提出机构编制事项申请，报上一级机

构编制委员会审批，重大事项由上一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审核后报本级党委审批。 

地区或者部门专项体制机制和职责调整方案，由有相应机构编制管理权限的党委（党组）审议批准。超出本级机构

编制管理权限的重大问题，党委（党组）在审议后应当向上一级党委请示报告，上一级党委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十五条 凡属机构编制重大问题，应当由党委（党组）或者机构编制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党委（党组）和

机构编制委员会审议机构编制议题的程序，应当符合党内法规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有关规定。 

第十六条 党委（党组）、机构编制委员会应当主要就以下内容对机构编制议题进行审议： 

（一）是否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二）是否符合党中央有关规定和机构编制党内法规、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规定； 

（三）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财政保障能力，能否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四）是否科学合理，充分考虑了除调整机构编制外的其他解决办法； 

（五）是否对可能带来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进行客观分析，并做好应对准备。 

提请审议机构编制议题时，有关部门应当对照前款规定逐项作出说明。 

第六章 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大体制机制和职责调整的实施工作由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按照

党中央要求组织实施。 

地方各级党委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研究制定本地区实施方案，按程序报批后方可实施，并对实施工作负领导责任。 

第十八条 经批准发布的各部门各单位“三定”规定、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等，是机构编制法定化的重要形式，具有

权威性和严肃性，是各部门各单位机构职责权限、人员配备和工作运行的基本依据，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

“三定”规定的重大调整，应当报上级党委批准后实施。 

第十九条 建立机构编制报告制度。下级党委应当向上级党委报告机构编制管理情况。各地区各部门落实机构改革、

重大体制机制和职责调整等任务的情况，应当及时按程序报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在权限范围内能够解决的应当

主动协调解决，超出权限的应当按程序请示，重大事项报党中央决定。 

各部门应当定期向本级机构编制委员会报告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情况。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应当定期

向本级党委报告机构编制管理情况，重要事项向上一级机构编制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条 各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对职责划分规定在理解上有分歧的，应当主动协商解决。协商一致的意见，报

本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审查。协商不一致的，应当提请本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协调。 

第二十一条 建立编制统筹调配和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按照机构

编制管理权限，加强编制的统筹调配和动态调整，建立部门间、地区间编制动态调整机制。 

第二十二条 充分发挥机构编制在管理全流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对编制使用实行实名管理，建立机构编制管理同组

织人事、财政预算管理共享的信息平台。 

第七章 监督问责 

第二十三条 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对本地区本部门机构编制管理和监督负责。 

第二十四条 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应当按照相应权限，对机构编制工作规定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纠正违纪违法行为，并按照有关规定向本级党委提出问责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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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机构编制核查制度，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在本级党委一届任期内至少组织 1 次管理范围内的机构编制核查。 

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应当采用科学方法，对机构编制执行情况和使用效益进行客观评估，或者委托第三方进

行评估。评估结果作为改进机构编制管理、优化编制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五条 机构编制工作情况和纪律要求执行情况应当纳入巡视巡察、党委督促检查、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党政

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等监督范围，发挥监督合力。 

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巡视巡察机构和组织人事、财政、审计等部门的协作配合，

建立健全情况通报、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整改反馈等工作机制，必要时组成工作组，开展联合督查。 

第二十六条 机构编制工作必须严格执行本条例的各项规定，严禁以下行为： 

（一）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重大决策部署过程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搞变通、拖延改革或者逾期不执行、不报告； 

（二）擅自设立、撤销、合并机构或者变更机构名称、规格、性质、职责权限，在限额外设置机构，变相增设机构

或者提高机构规格； 

（三）擅自增加编制种类、突破行政编制总额增加编制、改变编制使用范围、挤占挪用基层编制，擅自超编录（聘）

用、调任、转任人员，挤占挪用财政资金、其他资金为超编人员安排经费，以虚报人员等方式占用编制并冒用财政

资金； 

（四）违规审批机构编制、核定领导职数，或者超职数、超规格配备领导干部； 

（五）伪造、虚报、瞒报、拒报机构编制统计、实名信息和核查数据； 

（六）实施其他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未经党中央授权，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地方机构设置。坚决制止和整治通过项目资金分配、

督查考核、评比表彰、达标验收等方式干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编制配备的行为。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得就机构编制事项作出具体规定，不得作为审批机构编制的依据。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有权采取通报批评、责令限期纠正、予以纠正等

处理措施。对有关责任人，可以采取约谈、责令说明情况、下达告诫书等处理措施。 

对违规超职数、超规格配备领导干部，违规超编录（聘）用、调任、转任人员，挤占挪用财政资金、其他资金为超

编人员安排经费，以虚报人员等方式占用编制并冒用财政资金等行为，有关机关应当依规依纪依法查处和纠正。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以及对机构编制违纪违法行为查处和追责不力、问题整改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照《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追究责任。 

第三十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行为，有权向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等有关部门举报，受理机关、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编制工作，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由中央组织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19 年 8 月 5 日起施行。 

 

8.3.283）《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2019 年 8 月 19 日) 

http://news.gmw.cn/2019-09/02/content_33126165.htm  

http://www.mwr.gov.cn/zw/zgzygwywj/201909/t20190901_1362028.html  

http://daily.clzg.cn/html/2019-09/02/content_123714.htm  

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

遵照执行。 

  《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全文如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提高新时代党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党的农村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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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

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第三条农业农村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解决好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集中精力做好脱贫攻坚、防贫减贫工作，走共同富裕道路。 

  第四条党的农村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保证农村改革发展沿着正确

的方向前进；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切实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把农民拥护不

拥护、支持不支持作为制定党的农村政策的依据； 

  （三）坚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夯实党的农村政策基石； 

  （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

兴； 

  （五）坚持教育引导农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农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筑牢党在农村的执政基

础； 

  （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循序渐进，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 

  第二章组织领导 

  第五条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 

  第六条党中央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统一制定农村工作大政方针，统一谋划农村发展重大战略，统一部署农村重

大改革。党中央定期研究农村工作，每年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根据形势任务研究部署农村工作，制定出台指导农村

工作的文件。 

  第七条党中央设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对党中央负责，

向党中央和总书记请示报告工作。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发挥农村工作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等作用，定期分析农村经济社会形势，研究协调“三

农”重大问题，督促落实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重要决策部署。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本系统农村工作的领导，落实职责任务，加强部门协同，

形成农村工作合力。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承担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日常事务。 

  第八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应当定期研究本地区农村工作，定期听取农村工作汇报，决策农村工作重大

事项，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制定出台农村工作政策举措，抓好重点任务分工、重大项目实施、重要资源配置等工作。 

  第九条市（地、州、盟）党委应当把农村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做好上下衔接、域内协调、督促检查工作，

发挥好以市带县作用。 

  第十条县（市、区、旗）党委处于党的农村工作前沿阵地，应当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具体管用的工作措施，

建立健全职责清晰的责任体系，贯彻落实党中央以及上级党委关于农村工作的要求和决策部署。县委书记应当把主

要精力放在农村工作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加强统筹谋划，狠抓工作落实。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应当设立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省市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一般由同级党委副书记任组

长，县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其成员由党委和政府有关负责人以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 

  第十二条加强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部门建设，做好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工作。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部门履行决策参

谋、统筹协调、政策指导、推动落实、督导检查等职能。 

  第十三条各级党委应当完善农村工作领导决策机制，注重发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用，注重发挥智库和专业

研究机构作用，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 

  第三章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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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加强党对农村经济建设的领导。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地

红线，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

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致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

固和扩大脱贫攻坚成果。 

  第十五条加强党对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健全村党组织

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丰富基层民主协商形式，保证农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

主管理、民主监督。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农村社会公平正义。坚决取缔各类非法宗教传播活动，巩固农村基层政权。 

  第十六条加强党对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民群众中深入开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加强农村思

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移风易俗。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开展民主法治教育。

深入开展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第十七条加强党对农村社会建设的领导。坚持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文化体

育、社会保障等农村社会事业，加快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条件，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建立健全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 

  第十八条加强党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第十九条加强农村党的建设。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

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农村

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不动摇，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全面领导乡镇、村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

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推行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

加强村党组织对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领导，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的议事决策机制、监

督机制，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各级党委特别是县级党委应当认真履

行农村基层党建主体责任，坚持抓乡促村，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加强党内激励关怀帮

扶，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稳定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持续加强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阵地、基本制

度、基本保障建设。 

  各级党委应当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深入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农村纪检监察工作，把落实农

村政策情况作为巡视巡察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农村权力运行监督制度，持续整治侵害农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和群众身

边的腐败问题。 

  第四章队伍建设 

  第二十条各级党委应当把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作为基本要求，加强农村工作队伍建设。 

  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当懂“三农”、会抓“三农”，分管负责人应当成为抓“三农”的行家里手。加强

农村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配备、管理、使用，健全培养锻炼制度，选派优秀干部到县乡挂职任职、到村担任第一

书记，把到农村一线工作锻炼、干事创业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注重提拔使用实绩优秀的农村工作干部。 

  农村工作干部应当增强做群众工作的本领，改进工作作风，深入基层，认真倾听农民群众呼声，不断增进与农

民群众的感情，坚决反对“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第二十一条各级党委应当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和农村人才定向委托培养制

度。大力提高乡村教师、医生队伍素质。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和技术推广队伍建设。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

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造就更多乡土人才。 

  第二十二条各级党委应当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计生协等群团组织的优势和力量，发挥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等积极作用，支持引导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发展，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振兴。 

  第五章保障措施 

  第二十三条各级党委应当注重发挥改革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为主线推动深

化农村改革，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健

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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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时俱进推动“三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解放

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 

  第二十四条各级党委应当注重发挥投入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撑作用。推动建立“三农”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

融服务体系，拓宽资金筹措渠道，确保“三农”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 

  第二十五条各级党委应当注重发挥科技教育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引领作用。深入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健全国家农

业科技创新体系、现代农业教育体系、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把农业农村发展转到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上来。 

  第二十六条各级党委应当注重发挥乡村规划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导向作用。坚持规划先行，突出乡村特色，保持

乡村风貌，加强各类规划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推动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科学有序推

进乡村建设发展。 

  第二十七条各级党委应当注重发挥法治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保障作用。坚持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健全农业

农村法律体系，加强农业综合执法，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自觉运用法治方式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维护农

村稳定，提高党领导农村工作法治化水平。 

  第六章考核监督 

  第二十八条健全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考核机制。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是本地

区乡村振兴工作第一责任人。上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对下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履行第一责

任人职责情况开展督查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评先奖优、问责追责的重要参考。 

  第二十九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每年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省以下各

级党委和政府每年向上级党委和政府报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 

  第三十条实行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制度，将抓好农村工作特别是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实绩、贫困县精准脱贫成效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由上级党委统筹安排实施，考核结果作为对市县党

政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一条地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主要负责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农村工作职责的，应当依照有关党内法

规和法律法规予以问责；对农村工作履职不力、工作滞后的，上级党委应当约谈下级党委，本级党委应当约谈同级

有关部门。 

  第三十二条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各涉农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各项决策部署的职责，

贴近基层服务农民群众，不得将部门职责转嫁给农村基层组织。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应当依照有关党内

法规和法律法规予以问责。 

  第三十三条各级党委应当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干部敢于担当作为、勇于改革创新、乐于奉献为民，按照规定表

彰和奖励在农村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四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本地区情况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五条本条例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本条例自 2019 年 8 月 19 日起施行。 

  《光明日报》（ 2019 年 09 月 02 日 01 版） 

 

8.3.284）《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2019 年 4 月 6 日) 

http://news.youth.cn/sz/201904/t20190415_11927353.htm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04/id/3827080.shtml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改进党组工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更

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组是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

的领导机构，在本单位发挥领导作用，是党对非党组织实施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 

  第三条 党组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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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切实履行领导职责，充分发挥领导作用，不断提高领导水平，确保本单位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四条 党组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

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担当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组活力和坚强有力，推动形成良好政治局面； 

  （四）坚持依据党章党规开展工作，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五）坚持正确领导方式，实现党组发挥领导作用与本单位领导班子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相统一。 

  第五条 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组工作的领导。党组必须服从批准其设立的党组织领导。 

  党委组织部门负责党组设立审核、日常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党的机关工委和其他工作机关

根据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第二章 设立 

  第六条 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有党员领导成

员 3 人以上的，经批准可以设立党组。 

  第七条 下列单位一般应当设立党组： 

  （一）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 

  （二）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除外）、直属事业单位； 

  （三）县级以上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 

  （四）中管企业； 

  （五）县级以上政府设立的有关管委会的工作部门； 

  （六）其他有必要设立党组的单位。 

  第八条 下列单位经党中央批准，可以设立党组： 

  （一）全国性的重要文化组织、社会组织； 

  （二）其他需要设立党组的单位。 

  第九条 下列单位一般不设立党组： 

  （一）领导机关中的党员领导成员不足 3 人的； 

  （二）与党的机关合并设立或者合署办公的； 

  （三）由党的机关代管或者管理等并纳入党的机关序列的； 

  （四）县级以上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以外的其他事业单位； 

  （五）共青团组织； 

  （六）中管企业的下属企业，地方国有企业； 

  （七）地方文化组织、社会组织。 

  第十条 市级以上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应当设立机关党组。 

  县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设立机关党组。 

  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设立机关党组的，其办公厅（室）不再设立党组。 

  第十一条 下列单位经批准，可以设立分党组： 

  （一）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派出机构； 

  （二）具有行业、系统管理需要的国务院有关直属事业单位、中央一级有关人民团体的下属单位； 

  （三）省级以上人大、政协的专门委员会； 

  （四）市级以上法院、检察院的派出机构。 

  设立分党组的单位，其下属单位不再设立分党组。 

  第十二条 党组的设立，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本级地方党委审批。有关管委会的工作部门设立党组，由本级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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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管委会党工委审批。党组不得审批设立党组。 

  分党组的设立，由党组报本级党委组织部门审批。 

  新成立的有关单位符合设立党组条件的，党中央或者本级地方党委可以根据需要作出设立党组的决定，也可以

由需要设立党组的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党组织提出设立申请，由党中央或者本级地方党委审批。 

  变更、撤销党组的，由批准其设立的党组织作出决定。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党组一般不设立工作机构，确需设立的经批准可以在本单位有关内设机构加挂

党组办公室牌子。 

  第十四条 党组设书记，必要时可以设副书记。 

  党组书记一般由本单位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担任，主要负责人不是中共党员或者由上级领导兼任以及因其他情

况不宜担任党组书记的，党组书记、主要负责人可以分设。党组其他成员一般由本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中的党员干部、

派驻本单位的纪检监察组组长担任，必要时也可以由本单位重要职能部门或者下属单位党员主要负责人担任。 

  国有企业党组书记根据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形式确定，建立董事会的一般由董事长担任，未建立董事会的一般由

总经理担任。党组其他成员一般由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党员领导人员和纪检监察组组长（派驻本企业的

纪检监察组组长）根据工作需要担任。 

  党组成员一般设 3 至 7 人。副省部级以上单位、中管企业党组成员一般不超过 9 人，个别单位确需增加的，由

党中央决定。市县两级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个别工作部门确需增加的，按程序报请省级党委批准，但总数不得

超过 9 人。 

  第十五条 党组成员除应当具备党章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外，

还应当有 3 年以上党龄，其中厅局级以上单位的党组成员应当有 5 年以上党龄。 

  党组成员的任免一般由批准设立党组的党组织决定。实行双重领导的单位设立党组的，其党组成员的任免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执行。分党组成员的任免由上级单位党组决定。企业党组成员的任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执行。 

  第三章 职责 

  第十六条 党组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全面履行领导责任，加强对本单位业务工作和党的

建设的领导，推动党的主张和重大决策转化为法律法规、政策政令和社会共识，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

彻落实。 

  第十七条 党组讨论和决定本单位下列重大问题：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 

  （二）制定拟订法律法规规章和重要规范性文件中的重大事项； 

  （三）业务工作发展战略、重大部署和重大事项； 

  （四）重大改革事项； 

  （五）重要人事任免等事项； 

  （六）重大项目安排； 

  （七）大额资金使用、大额资产处置、预算安排； 

  （八）职能配置、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事项； 

  （九）审计、巡视巡察、督查检查、考核奖惩等重大事项； 

  （十）重大思想动态的政治引导； 

  （十一）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事项； 

  （十二）其他应当由党组讨论和决定的重大问题。 

  党组应当紧密结合本单位实际，对前款规定的重大问题进行明确细化、列出具体清单。清单内容根据需要动态

调整。 

  第十八条 党组必须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加强对本单位党的建设的领

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具体包括： 

  （一）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政治站位，彰

显政治属性，强化政治引领，切实增强政治能力，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强化理论武装，组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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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宗旨，自觉加强党性锻炼； 

  （三）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确保业务工作体现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四）按照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做好人才工作； 

  （五）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讨论和决定基层党组织设置调整和发展党员、处分党员等重要

事项； 

  （六）加强和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 

  （七）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监督责任； 

  （八）推进建章立制，建立健全体现党中央要求、符合本单位特点、比较完备、务实管用的党建工作制度，并

抓好落实。 

  党组领导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支持配合党的机关工委对本单位党的工作的统一领导，自觉接受党的

机关工委对其履行机关党建主体责任的指导督促。 

  党组书记必须认真履行抓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党组其他成员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职责范围内党的建设

工作。 

  第十九条 党组应当加强对本单位统战工作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工作的领导，重视对党外干部、人才

的培养使用，更好团结带领党外干部和群众，凝聚各方面智慧力量，完成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第二十条 实行双重领导并以上级单位领导为主的单位党组，可以讨论和决定本系统工作规划部署、机构设置、

干部队伍管理、党的建设等重要事项。 

  国有企业党组讨论和决定重大事项时，应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等法律法规相符合，并与公司章程相衔接。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组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者经理层作出

决定。 

  第二十一条 党组书记主持党组全面工作，负责召集和主持党组会议，组织党组活动，签发党组文件。 

  党组副书记和党组其他成员根据党组决定，按照授权负责有关工作，行使相关职权。 

  党组书记空缺时，上级党组织可以指定党组副书记或者党组其他成员主持党组日常工作。 

  第二十二条 党组及其成员应当自觉加强自身建设，坚定政治信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守党的纪律规矩，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不断提高领导本领，敢于担当

负责，自觉接受监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在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作表率。 

  第四章 组织原则 

  第二十三条 党组及其成员必须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上级党组织决定，党组任何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党中央精神

为前提，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第二十四条 下列党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除必须服从批准其设立的党组织领导外，还应当按照规定接受有关

党组的领导或者指导： 

  （一）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政府机关党组、政协机关党组，分别接受人大常委会党组、政府党组、政协党组

的领导； 

  （二）政府工作部门党组、政府派出机关党组、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党组，接受政府党组的指导督促； 

  （三）政府工作部门管理的单位党组，接受部门党组的指导督促； 

  （四）实行双重领导的单位党组，接受上级单位党组的领导。 

  中央组织部负责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宏观指导，会同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履行对中管企业党建工作的具体指

导职能，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履行对中管企业党建工作的日常管理职责。 

  第二十五条 分党组应当接受上级单位党组的领导，上级单位设立机关党组的，还应当接受机关党组的指导。 

  第二十六条 党组应当按照《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有关规定，向批准其设立的党组织和其他

有关党组织请示报告工作。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党组、政府党组、政协党组、法院党组、检察院党组应当按照规定，向本级党委请示报告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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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 党组对有关重要问题作出决定时，应当根据需要充分征求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以及本单位党员

群众的意见，重要情况应当及时进行通报。党组应当按照规定实行党务公开。 

  第二十八条 党组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凡属党组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党组成

员集体讨论和决定，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无权擅自决定。 

  党组书记应当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不得凌驾于组织之上，不得独断专行。党组其他成员应当对党组讨论和决

定的事项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 

  党组成员必须坚决服从党组集体决定，有不同意见的，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也可以向上级党

组织反映，但不得在其他场合发表不同意见。 

  第二十九条 以党组名义发布或者上报的文件、发表的文章，党组成员代表党组的讲话和报告，应当事先经党

组集体讨论或者传批审定。党组成员署名发表或者出版同工作有关的文章、著作、言论，应当事先经党组审定或者

党组书记批准。 

  党组成员在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或者参加其他公务活动时发表的个人意见，应当符合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

织、党组的有关精神。 

  第五章 决策与执行 

  第三十条 党组应当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作出决策，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

策、依法决策。 

  第三十一条 党组作出重大决策，一般应当经过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充分酝酿等程序，按照规则由集体讨论

和决定。 

  党组讨论和决定人事任免事项，应当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执行。 

  党组讨论和决定基层党组织设置调整和发展党员、处分党员重要事项，应当严格按照党章党规和党中央有关规

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党组决策一般采用党组会议形式。党组会议一般每月召开 1 次，遇有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召开。 

  党组会议议题由党组书记提出，或者由党组其他成员提出建议、党组书记综合考虑后确定。会议议题应当提前

书面通知党组成员。 

  第三十三条 党组会议应当有半数以上党组成员到会方可召开，讨论和决定干部任免、处分党员事项必须有三

分之二以上党组成员到会。党组成员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应当在会前请假，其意见可以用书面形式表达。党组会议

议题涉及本人或者其亲属以及存在其他需要回避情形的，有关党组成员应当回避。 

  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党组会议可以请不是党组成员的本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列席。会议召集人可以根据议题指定

有关人员列席会议。批准其设立的党组织等可以派员列席党组会议。 

  第三十四条 党组会议议题提交表决前，应当进行充分讨论。 

  表决可以采用口头、举手、无记名投票或者记名投票等方式进行，赞成票超过应到会党组成员半数为通过。未

到会党组成员的书面意见不得计入票数。表决实行会议主持人末位表态制。会议研究决定多个事项的，应当逐项进

行表决。 

  党组会议由专门人员如实记录，决定事项应当编发会议纪要，并按照规定存档备查。 

  第三十五条 党组决策一经作出，应当坚决执行。党组应当督促推动本单位领导班子依法依章程及时全面落实

党组决策。党组成员应当在职责范围内认真抓好党组决策贯彻落实。 

  党组应当建立有效的督查、评估和反馈机制，确保党组决策落实。 

  第六章 党组性质党委 

  第三十六条 党组性质党委，是指党在对下属单位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工作部门和有关单位的领导机关中

设立的领导机构，在本单位、本系统发挥领导作用。 

  党组性质党委，由上级党组织直接批准设立，不同于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党委和基层党委。 

  第三十七条 下列国家工作部门和单位经批准，可以设立党组性质党委： 

  （一）对下属单位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工作部门； 

  （二）根据中央授权对有关单位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工作部门； 

  （三）政治要求高、工作性质特殊、系统规模大的国家工作部门； 

  （四）对下级单位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家工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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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金融监管机构； 

  （六）中管金融企业。 

  地方国家机关设立党组性质党委，一般应当同中央国家机关对应。 

  第三十八条 党组性质党委的设立、变更和撤销，一般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本级地方党委审批。 

  对下属单位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工作部门和单位党组性质党委，根据党中央授权可以负责审批下属单位党

组性质党委的设立、变更和撤销。 

  党组性质党委根据需要并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审批后，可以设立工作机构。 

  第三十九条 党组性质党委除履行本条例第三章规定的党组相关职责外，还领导或者指导本系统党组织的工作，

讨论和决定下属单位工作规划部署、机构设置、干部队伍管理、党的建设等重要事项。 

  第七章 监督与追责 

  第四十条 建立党组（党委）书记述责述廉制度。批准设立党组（党委）的党组织根据需要可以听取党组（党

委）书记报告履职情况，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建立党组（党委）及其成员履职考核制度，一般由批准设立党组（党委）的党组织负责考核，纪检监察机关、

党的有关工作机关、党的机关工委参与。 

  实行双重领导且以上级单位领导为主的单位党组（党委）及其成员，可以由上级单位党组（党委）会同地方党

委组织开展考核。具体考核工作按照党中央有关规定执行。 

  实行垂直管理单位的党组性质党委及其成员，由上级单位党组性质党委组织开展考核，如有需要，可以按照规

定征求地方党委意见。 

  党组（党委）及其成员执行本条例情况，应当自觉接受纪检监察机关、本单位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

纳入巡视巡察范围和党员民主评议内容。 

  第四十一条 党组（党委）及其成员、有关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本条例履行职责。违反本条例的，

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作出检查、诫勉、通报批评或者调离岗位、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处理，或

者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发生集体违反本条例行为的，或者在其他党组（党委）成员出现严重违反本条例行为上存在重大过失的，还

应当追究党组（党委）书记的相关责任。 

  党组（党委）重大决策失误的，对参与决策的党组（党委）成员实行终身责任追究。 

  党组（党委）成员在讨论和决定有关事项时，对重大失误决策明确持不赞成态度或者保留意见的，应当免除或

者减轻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党组性质党委、机关党组、分党组的设立和运行等，除本条例有专门规定外，适用党组有关规定。 

  第四十三条 党组（党委）应当根据本条例，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工作规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由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办公厅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19 年 4 月 6 日起施行。2015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试行）》同时废止。其他有关党组（党委）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 

 

8.3.285）《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2019 年 1 月 13 日)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01/id/3709828.shtml  

http://www.12371.cn/2019/01/18/ARTI1547814450425910.shtm l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做好新时代党的政法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党委政法委员会、政法单位党组（党委）领导和组织开展政

法工作。 

  第三条 政法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领导政法单位依法履行专政职能、管理职能、服务职

能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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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党委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实现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 

  政法单位是党领导下从事政法工作的专门力量，主要包括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

法行政机关等单位。 

  第四条 政法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决捍卫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支持政法单位依法履行职责，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确保政法队伍全面正确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使命。 

  第五条 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开展工作，推进平安中国、法治

中国建设，推动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加强过硬队伍建设，深化智能化建设，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履行维护国

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主要职责，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

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六条 政法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政法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四）坚持服务和保障大局，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保持社会长期稳定提供法治保障； 

  （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六）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行使人民民主专政职能； 

  （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八）坚持改革创新，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政法工作运行体制机制； 

  （九）政法单位依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确保正确履行职责、依法行使权力； 

  （十）坚持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建设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

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政法队伍。 

  第二章 党中央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第七条 党中央对政法工作实施绝对领导，决定政法工作大政方针，决策部署事关政法工作全局和长远发展的

重大举措，管理政法工作中央事权和由中央负责的重大事项。 

  第八条 党中央加强对政法工作的全面领导：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政法工作坚持正确方向提供根本遵循； 

  （二）确立政法工作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政法工作科

学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三）研究部署政法工作中事关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大局稳定、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方针政策、

改革措施、专项行动等重大举措； 

  （四）加强政法系统组织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和推动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政法队伍，为政

法工作提供组织保证。（未完待续） 

  第三章 地方党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党委领导本地区政法工作，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大政方针，执行党中央以及上

级党组织关于政法工作的决定、决策部署、指示等事项。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应当以贯彻党中央精神为前提，对本地区政法工作中的以下事项，落实领导责任： 

  （一）统筹政法工作中事关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政治安全重要事项； 

  （二）统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及时妥善处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事项和突发事件； 

  （三）统筹规划平安建设、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做到同部署、同推进、同督促、同考核、同奖惩； 

  （四）推动政法单位依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五）组织实施党中央关于政法改革方案，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政法工作运行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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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

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七）完善党委、纪检监察机关、党委政法委员会对政法单位的监督机制，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保证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施； 

  （八）加强党对政法队伍建设的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法单位主抓、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的政法队伍建设

工作格局； 

  （九）改善执法司法条件，满足政法工作形势和任务的需要； 

  （十）推动完善和落实保障政法干警依法履职、开展工作的制度和政策； 

  （十一）本地区政法工作中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四章 党委政法委员会的领导 

  第十一条 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党委设置政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由

党中央审批确定。地方党委政法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由同级党委按照党中央精神以及上一

级党委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审批确定。 

  乡镇（街道）党组织配备政法委员，在乡镇（街道）党组织领导和县级党委政法委员会指导下开展工作。 

  省、市、县、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工作平台，

由同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和乡镇（街道）政法委员负责工作统筹、政策指导。 

  第十二条 党委政法委员会在党委领导下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应当把握政治方向、协调各方职能、统筹政法

工作、建设政法队伍、督促依法履职、创造公正司法环境，带头依法依规办事，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保证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施。主要职责任务是： 

  （一）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完善和落实政治轮训和政治督察制度。 

  （二）贯彻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决定，研究协调政法单位之间、政法单位和有关部门、地方之间有关重大事

项，统一政法单位思想和行动。 

  （三）加强对政法领域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调查研究，提出重大决策部署和改革措施的意见和建议，协助党委

决策和统筹推进政法改革等各项工作。 

  （四）了解掌握和分析研判社会稳定形势、政法工作情况动态，创新完善多部门参与的平安建设工作协调机制，

协调推动预防、化解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和风险，协调应对和妥善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协调指导政法单位和相关部

门做好反邪教、反暴恐工作。 

  （五）加强对政法工作的督查，统筹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反邪教、反暴恐等有关国家法律

法规和政策的实施工作。 

  （六）支持和监督政法单位依法行使职权，检查政法单位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国家

法律法规的情况，指导和协调政法单位密切配合，完善与纪检监察机关工作衔接和协作配合机制，推进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七）指导和推动政法单位党的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协助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加强政法单位领导班子和干部队

伍建设，协助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做好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工作，派员列席同级政法单位党组（党委）民主生活会。 

  （八）落实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安全领导机构、全面依法治国领导机构的决策部署，支持配合其办事机构工作；

指导政法单位加强国家政治安全战略研究、法治中国建设重大问题研究，提出建议和工作意见，指导和协调政法单

位维护政治安全工作和执法司法相关工作。 

  （九）掌握分析政法舆情动态，指导和协调政法单位和有关部门做好依法办理、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等相关工

作。 

  （十）完成党委和上级党委政法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十三条 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指导、支持、督促政法单位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 

  中央政法委员会指导地方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工作，上级党委政法委员会指导下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工作。（未

完待续） 

  第五章 政法单位党组（党委）的领导 

  第十四条 政法单位党组（党委）领导本单位或者本系统政法工作，贯彻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大政方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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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关于政法工作的决定、决策部署、指示等事项。 

  第十五条 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在领导和组织开展政法工作中，应当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发挥好领导

作用。主要职责任务是： 

  （一）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维护党对政

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二）遵守和实施宪法法律，带头依法履职，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三）研究影响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或者重大案件，制定依法处理的原则、政策和措施； 

  （四）研究推动本单位或者本系统全面深化改革，研究制定本单位或者本系统执法司法政策，提高执法司法质

量、效率和公信力； 

  （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本单位或者本系统党的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 

  （六）完成上级党组（党委）和党委政法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十六条 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应当建立健全在执法办案中发挥领导作用制度、党组（党委）成员依照工作

程序参与重要业务和重要决策制度，增强党组（党委）及其成员政治领导和依法履职本领，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施。 

  第六章 请示报告 

  第十七条 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在党中央领导下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对党中央负责，

受党中央监督，向党中央和总书记请示报告工作。 

  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和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党委政法委员会、政法单位党组（党委）

按照党中央关于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重大事项和汇报重要工作，一般应当同时抄报同级党委政法委员会。 

  第十八条 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应当及时向党中央请示以下事项： 

  （一）政法工作重大方针政策、关系政法工作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事项； 

  （二）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政治安全重大事项； 

  （三）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四）政法工作重大体制改革方案、重大立法建议； 

  （五）拟制定的政法队伍建设重大政策措施； 

  （六）政法工作中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九条 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应当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以下事项： 

  （一）党中央决定、决策部署、指示等重大事项贯彻落实重要进展和结果情况； 

  （二）对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施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 

  （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大突发案（事）件重要进展和结果情况； 

  （四）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重大举措； 

  （五）半年和年度工作情况； 

  （六）党中央要求报告的其他事项。 

  政法工作总体情况、中央政法委员会牵头办理或者统筹协调的重大事项情况，由中央政法委员会统一报告党中

央，中央政法单位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按照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制度。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按照有关规定，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政法工作重大事项。 

  第二十条 中央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法委员会应当向中央政法委员会请示以

下事项： 

  （一）涉及政法工作全局、需要提请中央政法委员会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 

  （二）有关地区、部门之间存在分歧，经反复协商仍不能达成一致，需要中央政法委员会协调的重大事项； 

  （三）重大政法改革方案和措施； 

  （四）出台重要执法司法政策性文件、司法解释，提出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立法建议； 

  （五）党中央交办的重大事项和需要中央政法委员会统筹研究把握原则、政策的重大事项； 

  （六）政法工作中涉及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等重大事项的相关政策措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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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拟以中央政法委员会名义召开会议或者印发文件； 

  （八）应当向中央政法委员会请示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一条 中央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法委员会应当向中央政法委员会报告

以下事项： 

  （一）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情况； 

  （二）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情况； 

  （三）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工作部署、指示和决定情况； 

  （四）重大工作部署以及推进情况，年度工作情况； 

  （五）重大政法改革部署以及推进情况； 

  （六）政法工作中涉及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的重大事项处理情况； 

  （七）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政法领域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等情况； 

  （八）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 

  （九）应当向中央政法委员会报告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法委员会、政法单位党组（党委）每年应当向同级党委报告全面工作情况，

遇有重要情况及时请示报告。 

  地方党委政法委员会参照上一级党委政法委员会有关规定，确定同级政法单位党组（党委）、下级党委政法委

员会请示报告重大事项范围、内容和程序等。（未完待续） 

  第七章 决策和执行 

  第二十三条 党委、党委政法委员会、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应当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

决定的原则，在各自职责权限范围内，及时对以下事项研究作出决定、决策部署或者指示： 

  （一）涉及贯彻落实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党委政法委员会关于政法工作的决定、决策部署和指示的重要事

项； 

  （二）下级党委、党委政法委员会、政法单位党组（党委）请示报告的重要事项； 

  （三）本单位在履行职责中需要决策的事项。 

  决策时，应当先行调查研究，提出适当方案，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进行风险评估和合法合规性审查，按照规

定提请相关会议讨论和决定。 

  第二十四条 对于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决定、决策部署、指示等，各有关地方党委、党委政法委员会、政法

单位党组（党委）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提出请示报告的党委、党委政法委员会、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在贯彻执行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决定、决策

部署、指示等过程中，认为原请示报告事宜需要作出调整的，必须按照谁决策、谁审批的原则，报原决策单位审批，

但在批准前应当坚决执行。 

  第二十五条 地方党委应当建立健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或者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政法工作的制度，将政法工作纳

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政法工作和队伍建设的重大问题。 

  第二十六条 地方党委应当在本地区带头执行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决定、决策部署、指示等事项，并指导、

督促党委政法委员会和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做好贯彻执行相关工作。 

  地方党委成员对党委集体决策应当坚决执行；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或者向上级党组织反映，但在决策改变

前应当坚决执行。 

  第二十七条 党委政法委员会实行全体会议制度，讨论和决定职责范围内的政法工作重大事项。 

  第二十八条 党委政法委员会应当贯彻执行党中央以及同级地方党委、上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决定、决策部署、

指示等事项，并发挥统筹协调职能作用，协助党委指导、督促有关政法单位党组（党委）、下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坚

决执行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决定、决策部署、指示等事项，推动工作落实。 

  第二十九条 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召开党组（党委）会议，讨论和决定本单位或者本系统

政法工作和队伍建设重大事项。 

  第三十条 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应当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决定、决策部署、指示等事项，确

保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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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单位党组（党委）成员对党组（党委）集体决策应当坚决执行；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或者向上级党组

织反映，但在决策改变前应当坚决执行。 

  第八章 监督和责任 

  第三十一条 各级党委应当将领导和组织开展政法工作情况纳入党内监督体系，实行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

合，增强监督合力。 

  党委政法委员会应当指导、推动政法单位建立健全与执法司法权运行机制相适应的监督制约体系，构建权责清

晰的执法司法责任体系，完善程序化、平台化、公开化管理监督方式。 

  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应当依法依规将政法工作情况纳入党务政务公开范围，依法有序推进审判执行公开、检

务公开、警务公开、司法行政公开、狱（所）务公开，完善政法单位之间监督制约机制，确保政法工作在依法有效

监督和约束环境下推进。 

  第三十二条 加强对政法工作全面情况和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 

  （一）党委应当加强对党委政法委员会、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和下一级党委领导和组织开展政法工作情况，

特别是贯彻落实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决定、决策部署、指示等情况督促检查，必要时开展巡视巡察，并在一定范

围内进行通报； 

  （二）党委政法委员会应当推动完善和落实政治督察、执法监督、纪律作风督查巡查等工作制度机制，全面推

进政法工作特别是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决定、决策部署、指示等贯彻落实； 

  （三）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应当建立健全向批准其设立的党委全面述职制度和重大决策执行情况的督查反馈

机制，确保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决定、决策部署、指示等在本单位或者本系统得到贯彻落实。 

  第三十三条 党委应当加强对党委政法委员会、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和下一级党委常委会履职情况的考评考

核，其结果作为对有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和依据： 

  （一）结合领导班子年度考核、民主生活会等，定期检查和考评考核党委政法委员会履职情况； 

  （二）建立健全听取政法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人述职制度，加强对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及其成员履职

情况考评考核； 

  （三）在考核下一级党委常委会领导开展工作情况时，注重了解领导开展政法工作情况。 

  党委政法委员会应当建立健全委员述职制度，全面了解、掌握委员履职情况，及时提出指导意见。 

  第三十四条 党委政法委员会在统筹推动政法单位开展常态执法司法规范化检查中，对发现的政法单位党组

（党委）及其成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政法干警执法司法中的突出问题，应当督促加大整改力度，加

强执法司法制度建设，保证全面正确履行职责。 

  第三十五条 有关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在领导和组织开展政法工作中，违反本条例和有关党内法规制度规定职

责的，视情节轻重，由党委政法委员会进行约谈、通报、挂牌督办等；或者由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按照管

理权限，办理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因违纪违法应当承担责任的，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

结合各自实际，制定配套规定。 

  第三十七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依照本条例的基本精神，制定军队政法工作党内法规。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由中央政法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 2019 年 1 月 13 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党内有关政法工作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

的，按照本条例执行。 

 

8.3.286）《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2019 年 5月 6 日) 

http://www.12371.cn/2019/05/21/ARTI1558449177626771.shtml  

http://news.workercn.cn/32843/201905/21/190521225812807.shtml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提高党员队伍建设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12371.cn/2019/05/21/ARTI1558449177626771.shtml
http://news.workercn.cn/32843/201905/21/190521225812807.shtml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536 页 共 3277 页 

质量，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党内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党组织应当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引导党员坚定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党性，提高

素质，认真履行义务，正确行使权利，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第三条 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教育、

管理、监督、服务相结合，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不断增强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和有效性，努

力建设政治合格、执行纪律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的党员队伍。 

  第四条 党员教育管理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将严的要求落实到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党员领导干部带

头接受教育管理； 

  （二）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突出党性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引导党员遵守党章党规党纪，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三）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注重党员教育管理质量和实效，保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决策

部署贯彻落实； 

  （四）坚持从实际出发，加强分类指导，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党支部直接教育、管理、监督党员作用。 

  第二章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五条 把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作为党员教育管理的首要政治任务，引导党员充分

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自觉学懂弄通做实。 

  第六条 组织党员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基本精神、实践要求，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增强政治自觉、理论自信、情感融入。建立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党员教育教材体系。 

  教育引导党员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 

  第七条 坚持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组织培训和个人自学相结合，采取集中轮训、党委（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理论宣讲、组织生活、在线学习培训等方式，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

长效机制，推动党员学深悟透、入脑入心。 

  第八条 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引导党员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学以

致用、知行合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增强过硬本领，做好本职工作，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全面学、系统学、贯通学、深入学、跟进学，自觉用以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第三章 党员教育基本任务 

  第九条 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突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学

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基本知识，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努力掌握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 

  第十条 突出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严格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教育党员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

能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做到“四个服从”，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十一条 强化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引导党员牢记入党誓词，坚持合格党员标准，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带头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培育良好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家风。加强宪法法

律法规教育，引导党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第十二条 加强党的宗旨教育，引导党员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群众

工作本领，密切联系服务群众。 

  第十三条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党员学习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铭记党的奋斗历程，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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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围绕贯彻执行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推进落实重大任务，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解读世情国情党情，回应党员关注的问题，引导党员正确认识形势，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要求上来。 

  第十五条 注重知识技能教育，根据党员岗位职责要求和工作需要，组织引导党员学习掌握业务知识、科技知

识、实用技术等，帮助党员提高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增强服务本领。 

  第四章 党员日常教育管理主要方式 

  第十六条 党支部应当运用“三会一课”制度，对党员进行经常性的教育管理。党员应当按期参加党员大会、

党小组会和上党课，进行学习交流，汇报思想、工作等情况。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参加双重组织生活。 

  党支部应当每月开展 1 次主题党日，贴近党员思想和工作实际，组织党员集中学习、过组织生活、进行民主议

事和开展志愿服务等。 

  党员应当按期交纳党费。党组织应当做好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 党支部每年至少召开 1 次组织生活会，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一般以党员大会、党支部委

员会会议或者党小组会形式进行。 

  第十八条 党支部一般每年开展 1 次民主评议党员。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按照个人自评、党员互评、民主测

评的程序，组织党员进行评议。党支部委员会会议或者党员大会根据评议情况和党员日常表现情况，提出评定意见。 

  民主评议党员可以结合组织生活会一并进行。 

  第十九条 基层党组织应当注重分析党员思想状况和心理状态，党组织负责人应当经常同党员谈心谈话，有针

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第二十条 市、县党委或者基层党委每年应当组织党员集中轮训，主要依托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基层党校

等进行。根据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重点任务，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中心工作和党员实际，确定培训内容和方式。

党员每年集中学习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 32 学时。 

  第二十一条 党组织应当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组织党员认真参加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围绕学习教育

主题，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查找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省级党委、行业系统党组织可以根据党员思想状况和党的建设需要，适时开展专题学习教育。 

  第二十二条 党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结合不同群体党员实际，通过树立、学习身边的榜样，

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开展设岗定责、承诺践诺等，引导党员做好本职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创先

争优，在联系服务群众、完成重大任务中勇于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

得出来。 

  鼓励和引导党员参与志愿服务。党员应当积极参加党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也可以自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第二十三条 党组织应当坚持从严教育管理和热情关心爱护相统一，从政治、思想、工作、生活上激励关怀帮

扶党员。 

  针对老党员的身体、居住和家庭等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方式，进行教育管理服务，组织他们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身患重病甚至失能的党员，组织活动和开展学习教育不作硬性要求，

党组织通过送学上门、走访慰问等方式，给予更多关心照顾。 

  第五章 党籍和党员组织关系管理 

  第二十四条 经党支部党员大会通过、基层党委审批接收的预备党员，自通过之日起，即取得党籍。 

  对因私出国并在国外长期定居的党员，出国学习研究超过 5 年仍未返回的党员，一般予以停止党籍。停止党籍

的决定由保留其组织关系的党组织按照有关规定作出。 

  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6 个月以上、通过各种方式查找仍然没有取得联系的党员，予以停止党籍。停止党籍的决

定由所在党支部或者上级党组织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停止党籍 2 年后确实无法取得联系的，按照自行脱党予以除

名。 

  对停止党籍的党员，符合条件的，可以按照规定程序恢复党籍。对劝其退党、劝而不退除名、自行脱党除名、

退党除名、开除党籍的，原则上不能恢复党籍，符合条件的可以重新入党。 

  第二十五条 党员组织关系是指党员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隶属关系。 

  每个党员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者其他特定组织。有固定工作单位并且单位已经建立党组织的党员，

一般编入其所在单位党组织。没有固定工作单位，或者单位未建立党组织的党员，一般编入其经常居住地或者公共

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园区、楼宇等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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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员工作单位、经常居住地发生变动的，或者外出学习、工作、生活 6 个月以上并且地点相对固定的，应当转

移组织关系。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委，可以在全国范围直接相互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系。党组织接收

党员组织关系时，如有必要，可以采取适当方式查核党员档案。对组织关系转出但尚未被接收的党员，原所在党组

织仍然负有管理责任。党组织不得无故拒转拒接党员组织关系。 

  第二十六条 对没有人事档案的党员，应当由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委建立党员档案，由所在党委或

者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保存。 

  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党员档案电子化管理。 

  第六章 党员监督和组织处置 

  第二十七条 党组织应当通过严格组织生活、听取群众意见、检查党员工作等多种方式，监督党员遵守党章党

规党纪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况，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情况，参加组织生活情况，履行党员义务、

联系服务群众、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情况等。 

  第二十八条 发现党员有思想、工作、生活、作风和纪律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以及群众对其有不良反映

的，党组织负责人应当及时进行提醒谈话，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第二十九条 对党员不按照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流动到外地工作生活不与党组织主动保

持联系的，以及存在其他与党的要求不相符合的行为、情节较轻的，党组织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及时进行批评教育，

帮助其改进提高。 

  第三十条 对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但本人能够正确认识错误、愿意接受教育管

理并且决心改正的党员，党组织应当作出限期改正处置，限期改正时间不超过 1 年。对给予限期改正处置的党员应

当采取帮助教育措施。 

  第三十一条 党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规定程序给予除名处置： 

  （一）理想信念缺失，政治立场动摇，已经丧失党员条件的，予以除名； 

  （二）信仰宗教，经党组织帮助教育仍没有转变的，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 

  （三）因思想蜕化提出退党，经教育后仍然坚持退党的，予以除名； 

  （四）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以退党相要挟，经教育不改的，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 

  （五）限期改正期满后仍无转变的，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 

  （六）没有正当理由，连续 6 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者不交纳党费，或者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按照自

行脱党予以除名。 

  对违犯党纪的党员，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 

  第七章 流动党员管理 

  第三十二条 基层党组织应当加强流动党员管理，对外出 6 个月以上并且没有转移组织关系的流动党员，应当

保持经常联系，跟进做好教育培训、管理服务等工作。在流动党员相对集中的地方，流出地党组织可以依托园区、

商会、行业协会、驻外地办事机构等成立流动党员党组织。 

  流入地党组织应当协助做好流动党员日常管理。按照组织关系一方隶属、参加多重组织生活的方式，组织流动

党员就近就便参加组织生活。乡镇、街道、村、社区、园区等党群服务中心应当向流动党员开放。流动党员可以在

流入地党组织或者流动党员党组织参加民主评议。 

  对具备转移组织关系条件的流动党员，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应当衔接做好转接工作。 

  第三十三条 农村党支部应当明确专人负责同流动党员保持联系。乡镇党委应当掌握流动党员基本情况，指导

督促党支部加强日常教育管理。利用流动党员集中返乡等时机，组织其参加组织生活或者教育培训。对政治素质较

好、有致富带富能力的流动党员，应当及时纳入村后备力量培养。 

  城市社区党组织对异地居住的流动党员，引导其向居住地党组织报到，自觉参加居住地党组织的活动，接受党

组织管理。对在异地定居的党员，引导和帮助其及时转移组织关系。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应当建立健全流动人才党员党组织，理顺流动人才党员组织关系，加强和改进

流动人才党员日常教育管理。 

  第三十四条 高校党组织对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的高校毕业生流动党员，应当继续履行管理职责。党员组织关

系保留时间一般不超过 2 年，对符合转出组织关系条件的及时转出。 

  对出国（境）学习研究党员，由原就读高校或者工作单位党组织保留其组织关系，每半年至少与其联系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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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境）学习研究党员返回后按照规定恢复组织生活。 

  第八章 党员教育管理信息化 

  第三十五条 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改进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推进基层党建

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不断提高党员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 

  第三十六条 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健全党员信息库，加强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推动党员干部现代远

程教育和党员电化教育创新发展，推进党员教育管理网站、移动客户端等平台一体化建设，建立党性教育基地网上

平台，打造党务、政务、服务有机融合的网络阵地。 

  第三十七条 坚持网上和网下相结合，依托党员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开展党员信息管理、党组织活动指导管

理、流动党员管理服务、发展党员管理和党费管理等业务应用，为党员提供在线学习培训、转接组织关系、参与党

内事务和关怀帮扶等服务。 

  注重利用信息数据，对党员队伍状况和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进行实时分析研判，及时发现问题，不断改进工作。 

  第三十八条 党员应当主动学网用网，依托各类党员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积极参加在线学习培训，认真参加

党组织的活动，自觉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管理。通过网络向群众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听取群众意见，联系

服务群众。 

  党组织应当教育引导党员严格规范网络行为，敢于同网上错误言论作斗争，不得制作、发布、传播违反党的纪

律规定和国家法律法规的信息内容。 

  第九章 组织领导和工作保障 

  第三十九条 在党中央领导下，由中央组织部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党组、国务院国资委党委等参加，建立全国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协调小组，

负责全国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规划部署、组织协调和检查指导，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央组织部。省、自治区、直

辖市党委应当建立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协调机构。建立健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协调机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中央组织部主要负责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统筹协调，抓好党员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的组织安排，加强对党员教

育管理工作的具体指导。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主要负责党员纪律作风教育，指导开展党员监督，查处党员违犯党的纪律和职务违法、

职务犯罪行为。 

  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党员政治理论教育、形势政策教育，指导协调编写党员教育教材，组织党员先进典型的学

习宣传。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要负责党员领导干部培训，指导地方党校（行政学院）将党员教育培训列入教学

计划，保证课时和教学质量。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主要负责指导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做好党员教育管理工作。 

  教育部党组主要负责宏观指导高等学校党员教育管理工作。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主要负责所监管企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 

  地方各级党委组织部和纪检监察机关、党委宣传部、党校（行政学院）、机关工委、教育工委、国资委党委等，

分别按照职能职责，承担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任务。 

  第四十条 地方各级党委和部门单位党组（党委）领导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贯彻执行党中

央关于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部署要求，定期研究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分析党员队伍状况，有针对性地提

出工作措施。 

  基层党委履行抓党员教育管理的基本职责，推动落实上级党组织工作安排，组织做好党员集中培训、组织关系

管理、表彰激励、关怀帮扶、组织处置、纪律处分等工作，指导所辖党支部做好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工作。党支部按

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工作职责。党小组应当落实党支部关于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要求和任务。 

  第四十一条 乡镇、街道、国有企业、高等学校等基层党委，按照规定配备一定数量的专兼职组织员，由县级

以上党委组织部门进行业务指导和管理，承担指导督促发展党员和党员教育管理等工作。 

  实行党员教育讲师聘任制，县级以上党委从优秀党校教师、基层党组织书记、先进模范人物、党务工作者、专

家学者、实用技术人才、离退休干部等人员中选聘党员教育讲师。 

  加强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和基层党校建设。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应当将党员集中培训作为重要任务。有计

划地组织安排党员教育讲师到基层授课。注重发挥党群服务中心、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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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加强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建设规划，组织编写全国党员教育基本教材。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可以结合实际，

开发各具特色、务实管用的党员教育教材。 

  第四十二条 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经费应当列入地方各级财政预算，结合实际按照党员数量划拨，重点保障农村、

社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等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员教育管理，形成稳定的经费

保障机制。各级党委留存的党费主要用于教育培训党员、支持基层党组织开展组织生活。加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

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经费支持。 

  第四十三条 各级党委各党组应当加强对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检查考核。基层党委每年把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情

况作为向上级党组织报告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中，对党组织负责人抓党员教育管理工作

情况作出评价。上级党组织在开展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中，应当考核检查下级党组织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情况。 

  对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中失职失责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问责追责。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规定，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本条例

制定。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19 年 5 月 6 日起施行。 

 

 

8.3.287）《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2018 年 10月 28 日) 

http://www.qstheory.cn/zdwz/2018-11/25/c_1123764716.htm  

http://www.12371.cn/2018/11/25/ARTI1543146320637564.shtml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弘扬“支部建在连上”光荣传统，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全面提升党支部组织力，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根据

《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党内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

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

的职责。 

  第三条 党支部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守党章，加强思想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先

进性和纯洁性。 

  （二）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四个服从”，旗帜鲜明

讲政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三）坚持践行党的宗旨和群众路线，组织引领党员、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成为党员、群众的主心骨。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严肃党的纪律，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增强

生机活力。 

  （五）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第二章 组织设置 

  第四条 党支部设置一般以单位、区域为主，以单独组建为主要方式。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

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连（中）队以及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 3 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

党支部。 

  党支部党员人数一般不超过 50 人。 

  第五条 结合实际创新党支部设置形式，使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规模较大、跨区域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市场、商业街区、商务楼宇等，符合条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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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党员不足 3 人的单位，应当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规模适当、便于管理的原则，成立联合党支部。联

合党支部覆盖单位一般不超过 5 个。 

  为期 6 个月以上的工程、工作项目等，符合条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 

  流动党员较多，工作地或者居住地相对固定集中，应当由流出地党组织商流入地党组织，依托园区、商会、行

业协会、驻外地办事机构等成立流动党员党支部。 

  第六条 党支部的成立，一般由基层单位提出申请，所在乡镇（街道）或者单位基层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并

批复，批复时间一般不超过 1 个月。 

  基层党委审批同意后，基层单位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党支部委员会或者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

批复和选举结果由基层党委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 

  根据工作需要，上级党委可以直接作出在基层单位成立党支部的决定。 

  第七条 对因党员人数或者所在单位、区域等发生变化，不再符合设立条件的党支部，上级党组织应当及时予

以调整或者撤销。 

  党支部的调整和撤销，一般由党支部报所在乡镇（街道）或者单位基层党委批准，也可以由所在乡镇（街道）

或者单位基层党委直接作出决定，并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 

  第八条 为执行某项任务临时组建的机构，党员组织关系不转接的，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可以成立临时党支部。 

  临时党支部主要组织党员开展政治学习，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培养等，一般不发

展党员、处分处置党员，不收缴党费，不选举党代表大会代表和进行换届。 

  临时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委员由批准其成立的党组织指定。 

  临时组建的机构撤销后，临时党支部自然撤销。 

  第三章 基本任务 

  第九条 党支部的基本任务是： 

  （一）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党组织及本党支部的决议。讨论决

定或者参与决定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重要事项，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团结组织群众，努力完成本地区本部

门本单位所担负的任务。 

  （二）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

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 

  （三）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突出政治教育，提高党员素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严格

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

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关怀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做好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工作。依规稳妥处置不合

格党员。 

  （四）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意见，了解群众诉求，

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凝聚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领导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工

会、共青团、妇女组织等群团组织，支持它们依照各自章程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 

  （五）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格程序、

严肃纪律，发展政治品质纯洁的党员。发现、培养和推荐党员、群众中间的优秀人才。 

  （六）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国家的财政经济法规和人事制度，

不得侵占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 

  （七）实事求是对党的建设、党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重要情况。教育党员、群众自觉

抵制不良倾向，坚决同各种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 

  （八）按照规定，向党员、群众通报党的工作情况，公开党内有关事务。 

  第十条 不同领域党支部结合实际，分别承担各自不同的重点任务： 

  （一）村党支部，全面领导隶属本村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工作，组织带领农民

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领导村级治理，建设和谐美丽乡村。贫困村党支部应当动员和带领群众，全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二）社区党支部，全面领导隶属本社区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围绕巩固党在城市执政基础、增进群众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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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工作，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组织整合辖区资源，服务社区群众、维护和谐稳定、建设美好家园。 

  （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的党支部，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

按规定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服务改革发展、凝聚职工群众、建设企业文化，创造一流业绩。 

  （四）高校中的党支部，保证监督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筑牢学生理想信念根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保证教学科研管理各项任务完成。 

  （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支部，引导和监督企业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团结凝聚职工群众，依法维护

各方合法权益，建设企业先进文化，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六）社会组织中的党支部，引导和监督社会组织依法执业、诚信从业，教育引导职工群众增强政治认同，引

导和支持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承担社会责任。 

  （七）事业单位中的党支部，保证监督改革发展正确方向，参与重要决策，服务人才成长，促进事业发展。事

业单位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党支部，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 

  （八）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党支部，围绕服务中心、建设队伍开展工作，发挥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作

用，协助本部门行政负责人完成任务、改进工作。 

  （九）流动党员党支部，组织流动党员开展政治学习，过好组织生活，进行民主评议，引导党员履行党员义务，

行使党员权利，充分发挥作用。对组织关系不在本党支部的流动党员民主评议等情况，应当通报其组织关系所在党

支部。 

  （十）离退休干部职工党支部，宣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根据党员实际情况，组织参加学习，开展党的组

织生活，听取意见建议，引导他们结合自身实际发挥作用。 

  第四章 工作机制 

  第十一条 党支部党员大会是党支部的议事决策机构，由全体党员参加，一般每季度召开 1 次。 

  党支部党员大会的职权是：听取和审查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按照规定开展党支部选举工作，推荐出席上

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选举出席上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讨论和表决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延长预

备期或者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讨论决定对党员的表彰表扬、组织处置和纪律处分；决定其他重要事项。 

  村、社区重要事项以及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必须经过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 

  党支部党员大会议题提交表决前，应当经过充分讨论。表决必须有半数以上有表决权的党员到会方可进行，赞

成人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的党员的半数为通过。 

  第十二条 党支部委员会是党支部日常工作的领导机构。 

  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 1 次，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召开，对党支部重要工作进行讨论、作出决定等。党

支部委员会会议须有半数以上委员到会方可进行。重要事项提交党员大会决定前，一般应当经党支部委员会会议讨

论。 

  第十三条 党员人数较多或者党员工作地、居住地比较分散的党支部，按照便于组织开展活动原则，应当划分

若干党小组，并设立党小组组长。党小组组长由党支部指定，也可以由所在党小组党员推荐产生。 

  党小组主要落实党支部工作要求，完成党支部安排的任务。 

  党小组会一般每月召开 1 次，组织党员参加政治学习、谈心谈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 

  第十四条 党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由党支部书记召集并主持。书记不能参加会议的，可以委托副

书记或者委员召集并主持。党小组会由党小组组长召集并主持。 

  第五章 组织生活 

  第十五条 党支部应当严格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经常、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党内政治

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带头参加所在党支部或者党小组组织生活。 

  第十六条 党支部应当组织党员按期参加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和上党课，定期召开党支部委员会会议。 

  “三会一课”应当突出政治学习和教育，突出党性锻炼，以“两学一做”为主要内容，结合党员思想和工作实

际，确定主题和具体方式，做到形式多样、氛围庄重。 

  党课应当针对党员思想和工作实际，回应普遍关心的问题，注重身边人讲身边事，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党员领

导干部应当定期为基层党员讲党课，党委（党组）书记每年至少讲 1 次党课。 

  党支部每月相对固定 1 天开展主题党日，组织党员集中学习、过组织生活、进行民主议事和志愿服务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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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日开展前，党支部应当认真研究确定主题和内容；开展后，应当抓好议定事项的组织落实。 

  对经党组织同意可以不转接组织关系的党员，所在单位党组织可以将其纳入一个党支部或者党小组，参加组织

生活。 

  第十七条 党支部每年至少召开 1 次组织生活会，一般安排在第四季度，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组织

生活会一般以党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或者党小组会形式召开。 

  组织生活会应当确定主题，会前认真学习，谈心谈话，听取意见；会上查摆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明确

整改方向；会后制定整改措施，逐一整改落实。 

  第十八条 党支部一般每年开展 1 次民主评议党员，组织党员对照合格党员标准、对照入党誓词，联系个人实

际进行党性分析。 

  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按照个人自评、党员互评、民主测评的程序，组织党员进行评议。党员人数较多的党支

部，个人自评和党员互评可以在党小组范围内进行。党支部委员会会议或者党员大会根据评议情况和党员日常表现

情况，提出评定意见。 

  民主评议党员可以结合组织生活会一并进行。 

  第十九条 党支部应当经常开展谈心谈话。党支部委员之间、党支部委员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员之间，每年

谈心谈话一般不少于 1 次。谈心谈话应当坦诚相见、交流思想、交换意见、帮助提高。 

  党支部应当注重分析党员思想状况和心理状态。对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和出现重大困难、身心健康存在突出问题

等情况的党员，党支部书记应当帮助做好心理疏导；对受到处分处置以及有不良反映的党员，党支部书记应当有针

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第六章 党支部委员会建设 

  第二十条 有正式党员 7 人以上的党支部，应当设立党支部委员会。党支部委员会由 3 至 5 人组成，一般不超

过 7 人。 

  党支部委员会设书记和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纪检委员等，必要时可以设 1 名副书记。 

  正式党员不足 7 人的党支部，设 1 名书记，必要时可以设 1 名副书记。 

  第二十一条 村、社区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 5 年，其他基层单位党支部委员会一般每届任期 3 年。 

  党支部委员会由党支部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一般由党支部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不设委员

会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由党支部党员大会选举产生。选出的党支部委员，报上级党组织备案；党支部书记、副书

记，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委员出现空缺，应当及时进行补选。确有必要时，上级党组织可以

指派党支部书记或者副书记。 

  建立健全党支部按期换届提醒督促机制。根据党组织隶属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上级党组织对任期届满的党支

部，一般提前 6 个月以发函或者电话通知等形式，提醒做好换届准备。对需要延期或者提前换届的，应当认真审核、

从严把关，延长或者提前期限一般不超过 1 年。 

  第二十二条 党支部书记主持党支部全面工作，督促党支部其他委员履行职责、发挥作用，抓好党支部委员会

自身建设，向党支部委员会、党员大会和上级党组织报告工作。 

  党支部副书记协助党支部书记开展工作。党支部其他委员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工作。 

  第二十三条 党支部书记应当具备良好政治素质，热爱党的工作，具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组织协调能力和

群众工作本领，敢于担当、乐于奉献，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党员、群众中有较高威信，一般应当具有 1 年以

上党龄。 

  第二十四条 上级党组织应当结合不同领域实际，突出政治标准，按照组织程序，采取多种方式，选拔符合条

件的优秀党员担任党支部书记。 

  村、社区应当注重从带富能力强的村民、复员退伍军人、经商务工人员、乡村教师、乡村医生、社会工作者、

大学生村官、退休干部职工等群体中选拔党支部书记。对没有合适人选的，上级党组织可以跨地域或者从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选派党支部书记。根据工作需要，上级党组织可以选派优秀干部到村、社区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指导、

帮助党支部书记开展工作，主要承担建强党支部、推动中心工作、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理水平等职责任务。符合

条件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主任。 

  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党支部书记一般由本部门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也可以由本部门本单位其他负

责人担任。根据工作需要，上级党组织可以选派党员干部担任专职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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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一般从管理层中选任党支部书记，应当注重从业务骨干中选拔党支部书记。没

有合适人选的，可以由上级党组织选派党支部书记。 

  加强党支部书记后备队伍建设，注意发现优秀党员作为党支部书记后备人才培养，建立村、社区等领域党支部

书记后备人才库。 

  第二十五条 上级党组织应当经常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其他委员进行培训。 

  党支部书记培训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对新任党支部书记应当进行任职培训。中央组织部组织开展党

支部书记示范培训，地方、行业、系统一般根据党组织隶属关系，分层分类开展党支部书记全员轮训。党支部书记

每年应当至少参加 1 次县级以上党组织举办的集中轮训。注意统筹安排，防止频繁参训，确保党支部书记做好日常

工作。 

  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其他委员的培训应当突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基本知识及党务工作基本要求，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规党纪等内容。注重发挥优秀党支部书记传帮带作用。 

  第二十六条 注重从优秀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中选拔乡镇和街道领导干部，考录公务员和招聘事业单位人员。 

  培养树立党支部书记先进典型，对优秀党支部书记给予表彰表扬。 

  第二十七条 党支部委员会成员应当自觉接受上级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监督，加强互相监督。 

  党支部书记每年应当向上级党组织和党支部党员大会述职，接受评议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评先评优、选拔使用

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八条 建立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支部工作机制。对不适宜担任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委员职务的，上级

党组织应当及时作出调整。对存在换届选举拉票贿选、宗族宗教和黑恶势力干扰渗透等问题的，上级党组织应当及

时严肃处理。 

  第七章 领导和保障 

  第二十九条 各级党委（党组）应当把党支部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建设，定期研究讨论、加强领导指导，切

实履行主体责任。县级党委每年至少专题研究 1 次党支部建设工作。 

  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应当带头建立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总结推广

经验。 

  第三十条 党委组织部门应当经常对党支部建设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加强分类指导和督促检查，扩大先进党支

部增量，提升中间党支部水平，整顿后进党支部。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基层党委一般应当配备专兼职

组织员，加强对党支部建设的具体指导。 

  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应当注意通过党支部了解掌握党员干部日常表现，干部考察应当听取考察对象所在党支部的

意见。 

  村、社区党支部书记纳入县级党委组织部备案管理。 

  第三十一条 村、社区党支部工作纳入县级党委巡察监督工作内容。 

  第三十二条 抓党支部建设情况应当列入各级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评判其

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情况的重要依据。对抓党支部建设不力、各项工作不落实的，上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应当进

行约谈。对党支部建设出现严重问题，党员、群众反映强烈的，应当按照规定严肃问责。 

  第三十三条 各级党组织应当为党支部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给予经费保障。增强村、社区党支部运转经费

保障能力，落实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报酬待遇，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建立正常增长机制。给予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和社会组织党支部工作经费支持。加强村、社区和园区等领域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建设，积极运用现代技术和信

息化手段，充分发挥办公议事、开展党的活动、提供便民服务等综合功能。 

  县级以上党委管理的党费每年应当按照一定比例下拨到党支部，重点支持贫困村党支部、困难国有企业党支部、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支部、流动党员党支部、离退休干部职工党支部等开展党的活动。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村、社区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按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五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关规定。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18 年 10 月 28 日起施行。其他有关党支部的规定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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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88）《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2017 年 3月 1 日) 

http://www.ccps.gov.cn/xytt/201812/t20181212_123825.shtml  

http://www.hljyian.gov.cn/pages/5a0693fa12c15b1d5d2ef1c1 

http://jjc.cq.gov.cn/html/2017-04/12/content_41266152.htm  

http://www.12371.cn/special/dnfg/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党的工作机关的设立和运行，提高党的工作机关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保证党的理论和路线

方针政策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的工作机关是党实施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政治机关，是落实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决策部署，

实施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事业的执行机关，主要包括办公厅（室）、职能部门、办事机构和派出机

关。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中央和地方党的工作机关。  

  党委直属事业单位、设在党的工作机关或者由党的工作机关管理的机关，参照本条例执行，法律法规和中央另

有规定的除外。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产生和运行，按照党章和中央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党的工作机关开展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二）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  

  （三）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和机关工作活力；  

  （四）坚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确保党的各项工作协调一致、协同推进；  

  （五）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依照党章党规履行职责；  

  （六）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支持同级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  

  第二章 设立  

  第五条 党的工作机关的设立，应当适应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需要，遵循精简、统一、效能原则，实行

总量控制和限额管理。  

  根据工作需要，党的工作机关可以与职责相近的国家机关等合并设立或者合署办公。合并设立或者合署办公仍

由党委主管。  

  严格控制议事协调机构常设办事机构的设立。议事协调机构负责的事项，可以交由现有工作机关牵头协调或者

建立协调配合机制解决的，不另设常设办事机构。  

  第六条 党中央工作机关的设立、撤销、合并或者变更，由中央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提出方案，按程序报党中央

审批决定。  

  地方党委工作机关的设立、撤销、合并或者变更，由同级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提出方案，按规定程序由本级党委

讨论决定后，报上级党委审批。  

  第七条 党的工作机关的领导机构和决策形式是部（厅、室）务会或者委员会，一般由正职、副职、派驻纪检

组组长或者纪工委书记及其他成员组成。  

  党的工作机关的领导职数，根据工作需要和从严控制的原则，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党的工作机关正职由上级机构领导成员兼任的，可以设常务副职，协助其处理日常工作。  

  党的工作机关不设正职领导助理，一般不设秘书长。确有必要时，经党中央批准，党中央职能部门可以设秘书

长。  

  第八条 党的工作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效能的原则设置必要的内设机构。内设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或

者变更，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批。  

  第九条 党的工作机关在核定的行政编制内配备机关工作人员。  

  第三章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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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职责明确、权责一致，其职责一般依据党章党规确定，具体职责由有关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人员编制规定予以明确。  

  应当由党委履行的职责，党委不得将其授予工作机关。  

  第十一条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委决策部署，确保政令畅通；  

  （二）研究部署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按照规定制发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抓好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  

  （三）当好党委参谋助手，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为党委决策提供服务；  

  （四）抓好机关党的建设工作，加强对本单位群团工作的领导；  

  （五）承办党委和上级工作机关交办的有关事项。  

  第十二条 党委办公厅（室）是党委的综合部门，负责推动党委决策部署的落实，按照党委要求协调有关方面

开展工作，承担党委运行保障具体事务。  

  第十三条 党委职能部门是负责党委某一方面工作的主管部门，按照规定行使相对独立的管理职能，制定相关

政策法规并组织实施，协调指导本系统、本领域工作。  

  第十四条 党委办事机构是协助党委办理某一方面重要事务的机构，一般是指党委为加强跨领域、跨部门重要

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的常设办事机构，承担议事协调机构的综合性服务工作，可以根据有

关规定履行特定管理职责。  

  第十五条 党委派出机关是党委为加强对特定领域、行业、系统领导而派出的工作机关，根据有关规定代表党

委领导该领域、行业、系统的工作。  

  第十六条 党的工作机关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和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

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始终保持对党的事业、对党中央的绝对忠诚，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在守纪律、

讲规矩方面作出表率。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开展经常性的学习培训和业务交流，勇于探索实践，善于总结工作规律，

不断提高干部队伍专业化水平和履职尽责本领。  

  第四章 决策与执行  

  第十七条 党的工作机关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领导班子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本

机关重大事项，应当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领导班子

成员应当根据集体决定和分工，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切实履行职责。  

  第十八条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通过召开部（厅、室）务会会议、委员会会议等形式讨论决定下列重大事项：  

  （一）学习贯彻党中央、上级和本级党委的有关决定、指示和工作部署；  

  （二）研究讨论贯彻执行本机关职责范围内相关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具体措施；  

  （三）讨论决定本机关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事项；  

  （四）审议向党中央或者本级党委以及上级党的工作机关请示报告的重要事项；  

  （五）研究部署本机关党的建设方面的重要事项；  

  （六）研究讨论其他重要事项。  

  党的工作机关领导班子应当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对重大事项的决策，一般应当经过调查研究、征

求意见、专业评估、合法合规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  

  第十九条 部（厅、室）务会会议、委员会会议由党的工作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召集并主持，领导班子成员参加。

根据工作需要，会议召集人可以确定有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专门人员如实记录，对决定事项编发会议纪要，并

按照规定存档备查。  

  第二十条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建立有效的督查、评估和反馈机制，确保领导班子决策落实。  

  第二十一条 党的工作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召开部长（主任、书记）办公会议，组织推进部（厅、室）务

会会议、委员会会议决策事项的落实和研究讨论专项工作。部长（主任、书记）办公会议由部长（主任、书记）或

者委托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主持召开，领导班子有关成员和有关内设机构主要负责人等参加。部长（主任、书记）办

公会议不得代替部（厅、室）务会会议、委员会会议作出决策。  

  第二十二条 党的工作机关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应当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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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各项规定，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党的工作机关领导班子应当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模范执行廉洁自律各

项规定，坚决维护党的纪律，推动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第五章 监督与追责  

  第二十三条 党的工作机关接受党委的全面监督，每年至少向党委作１次全面工作情况报告，遇有重要情况及

时请示报告。执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某项重要指示和决定的情况，应当进行专题报告。对党的工作机关作出的不

适当决定，本级党委或者上级党的工作机关有权撤销或者变更。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自觉接受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及其派驻机构、党委直属机关纪工委以及机关纪委的监督。  

  第二十四条 党的工作机关领导班子应当自觉接受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领导班子成员应当如实向党组织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述职述廉述德，接受组织监督。  

  第二十五条 党委应当定期对所属工作机关履职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具体工作由党委组织部门负责，考核结果

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第二十六条 党的工作机关领导班子成员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作出检

查、诫勉、通报批评或者调离岗位、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处理；应当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

相应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条例科学编制党的工作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人员编制规定，

按程序报本级党委审批后，以党委文件或者党委办公厅（室）文件形式发布。  

  第二十八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关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由中央办公厅商中央组织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解释。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8.3.289）《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2016年 7月 8 日，2019年 9 月 1 日) 

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18/c64387-28561177.html  2016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17/c_1119232150.htm  2016 

http://www.gov.cn/xinwen/2019-09/04/content_5427269.htm   2019 

http://www.12371.cn/2019/09/04/ARTI1567593093489593.shtml   2019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2016 

第一条 为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的问责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

行忠诚干净担当。 

第三条 党的问责工作应当坚持的原则：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级

负责、层层落实责任。 

第四条 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

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

人。 

第五条 问责应当分清责任。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

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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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予以问责： 

（一）党的领导弱化，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

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 

（二）党的建设缺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生活不健全，党组织软弱涣散，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

育薄弱，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问题突出，党内和群众反映强烈，损

害党的形象，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 

（三）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

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

的； 

（四）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

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管辖范围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问题严重，造成恶劣

影响的； 

（五）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损害群众利

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突出的； 

（六）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第七条 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包括： 

（一）检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轻的，应当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 

（二）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重的，应当责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改组。对失职失责，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应当予以改组。 

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 

（一）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的，应当严肃批评，依规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二）诫勉。对失职失责、情节较轻的，应当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进行诫勉。 

（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对失职失责、情节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

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 

（四）纪律处分。对失职失责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追究纪律责任。 

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第八条 问责决定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其中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

部门有权采取通报、诫勉方式进行问责；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按照党章和

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 

第九条 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

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

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 

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向问责决定机关写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

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采取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十条 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

严肃问责。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

办法。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关规定。 

第十二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16 年 7 月 8 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关问责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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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2019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如下。 

第一条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

实，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的问责工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各级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负责守责尽责，践行忠诚干净担

当。 

第三条 党的问责工作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依规依纪、实事求是； 

（二）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三）权责一致、错责相当； 

（四）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 

（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六）集体决定、分清责任。 

第四条 党委（党组）应当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问责工作的领导，追究在党的

建设、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 

纪委应当履行监督专责，协助同级党委开展问责工作。纪委派驻（派出）机构按照职责权限开展问责工作。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依据职能履行监督职责，实施本机关本系统本领域的问责工作。 

第五条 问责对象是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重点是党委（党组）、党的工作机关及其领导成员，纪委、纪委派驻

（派出）机构及其领导成员。 

第六条 问责应当分清责任。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

班子成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成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重要领导责任。 

对党组织问责的，应当同时对该党组织中负有责任的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问责。 

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注重从自身找问题、查原因，勇于

担当、敢于负责，不得向下级党组织和干部推卸责任。 

第七条 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予

以问责： 

（一）党的领导弱化，“四个意识”不强，“两个维护”不力，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没有得到有效贯

彻执行，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重大偏差和

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 

（二）党的政治建设抓得不实，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未能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执行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不遵守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团团伙伙、拉

帮结派问题突出，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党的政治建设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

的； 

（三）党的思想建设缺失，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流于形式，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造成严

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四）党的组织建设薄弱，党建工作责任制不落实，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执行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民

主生活会、“三会一课”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不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执行不力，党组织软弱涣散，

违规选拔任用干部等问题突出，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党的作风建设松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力，“四风”问题得不到有效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突出，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拖沓敷衍、推诿扯

皮，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党的纪律建设抓得不严，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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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造成恶劣影响的； 

（七）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坚决、不扎实，削减存量、遏制增量不力，特别是对不收敛、不收手，问

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放任不管，造成恶劣影响的； 

（八）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不力，好人主义盛行，不负责不担当，

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领导巡视巡察工作不力，落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

走过场、不到位，该问责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九）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职责范围内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公共安全事件，或者发生其

他严重事故、事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十）在教育医疗、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扶贫脱贫、社会保障等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上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问题得不到整治，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

法问题突出，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 

（十一）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第八条 对党组织的问责，根据危害程度以及具体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检查。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 

（二）通报。责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改组。对失职失责，严重违犯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应当予以改组。 

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根据危害程度以及具体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通报。进行严肃批评，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二）诫勉。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进行诫勉。 

（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对失职失责、危害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

务、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措施。 

（四）纪律处分。对失职失责、危害严重，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追究纪律责任。 

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依据规定合并使用。问责方式有影响期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发现有本条例第七条所列问责情形，需要进行问责调查的，有管理权限的党委（党组）、纪委、党的工作

机关应当经主要负责人审批，及时启动问责调查程序。其中，纪委、党的工作机关对同级党委直接领导的党组织及

其主要负责人启动问责调查，应当报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 

应当启动问责调查未及时启动的，上级党组织应当责令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启动。根据问题性质或者工作需要，上

级党组织可以直接启动问责调查，也可以指定其他党组织启动。 

对被立案审查的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问责的，不再另行启动问责调查程序。 

第十条 启动问责调查后，应当组成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开展调查，查明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失职失责问题，

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正确区分贯彻执行党中央或者上级决策部署过程中出现的执行不当、执行不力、不执行等不

同情况，精准提出处理意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充分、责任分明、程序合规、处理恰当，防止问责不

力或者问责泛化、简单化。 

第十一条 查明调查对象失职失责问题后，调查组应当撰写事实材料，与调查对象见面，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并记

录在案；对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调查对象应当在事实材料上签署意见，对签署不同意见或者拒不签署意见的，

调查组应当作出说明或者注明情况。 

调查工作结束后，调查组应当集体讨论，形成调查报告，列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调查依据、调查过程，问责事实，

调查对象的态度、认识及其申辩，处理意见以及依据，由调查组组长以及有关人员签名后，履行审批手续。 

第十二条 问责决定应当由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 

对同级党委直接领导的党组织，纪委和党的工作机关报经同级党委或者其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检查、通报方

式进行问责。采取改组方式问责的，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执行。 

对同级党委管理的领导干部，纪委和党的工作机关报经同级党委或者其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通报、诫勉方式

进行问责；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

程序执行。 

第十三条 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被问责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

责情况应当向纪委和组织部门通报，纪委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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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的人事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相应手续应

当在 1 个月内办理完毕。 

被问责领导干部应当向作出问责决定的党组织写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或者党的其他会议上作

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采取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应当以适

当方式公开。 

第十四条 被问责党组织、被问责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应当深刻汲取教训，明确整改措施。作出问责决定的党

组织应当加强督促检查，推动以案促改。 

第十五条 需要对问责对象作出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理的，作出问责决定的党组织应当通报相关单位，相关单位应

当及时处理并将结果通报或者报告作出问责决定的党组织。 

第十六条 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等，都

应当严肃问责。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问责或者免予问责： 

（一）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为推动发展的无意

过失； 

（二）在集体决策中对错误决策提出明确反对意见或者保留意见的； 

（三）在决策实施中已经履职尽责，但因不可抗力、难以预见等因素造成损失的。 

对上级错误决定提出改正或者撤销意见未被采纳，而出现本条例第七条所列问责情形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上级

错误决定明显违法违规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从轻或者减轻问责： 

（一）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有效挽回损失或者消除不良影响的； 

（二）积极配合问责调查工作，主动承担责任的； 

（三）党内法规规定的其他从轻、减轻情形。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重或者加重问责： 

（一）对党中央、上级党组织三令五申的指示要求，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力的； 

（二）在接受问责调查和处理中，不如实报告情况，敷衍塞责、推卸责任，或者唆使、默许有关部门和人员弄虚作

假，阻扰问责工作的； 

（三）党内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加重情形。 

第二十条 问责对象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问责决定之日起 1 个月内，向作出问责决定的党组织提出书面

申诉。作出问责决定的党组织接到书面申诉后，应当在 1 个月内作出申诉处理决定，并以书面形式告知提出申诉的

党组织、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 

申诉期间，不停止问责决定的执行。 

第二十一条 问责决定作出后，发现问责事实认定不清楚、证据不确凿、依据不充分、责任不清晰、程序不合规、

处理不恰当，或者存在其他不应当问责、不精准问责情况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必要时，上级党组织可以直接纠

正或者责令作出问责决定的党组织予以纠正。 

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严肃追究责任。 

第二十二条 正确对待被问责干部，对影响期满、表现好的干部，符合条件的，按照干部选拔任用有关规定正常使

用。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所涉及的审批权限均指最低审批权限，工作中根据需要可以按照更高层级的审批权限报批。 

第二十四条 纪委派驻（派出）机构除执行本条例外，还应当执行党中央以及中央纪委相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2016 年 7 月 8 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同时废

止。此前发布的有关问责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552 页 共 3277 页 

8.3.290）《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2019 年 9月 6日 国发〔2019〕18 号)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9/12/content_5429462.htm  

http://www.waizi.org.cn/doc/69160.html  

https://gov.163.com/19/0913/08/EOUM5T26002398HK.html  

索 引 号： 000014349/2019-00097  主题分类： 市场监管、安全生产监管\工商 

发文机关： 国务院  成文日期：2019 年 09 月 06 日 

标  题：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 

发文字号： 国发〔2019〕18 号  发布日期：2019 年 09 月 12 日 

主 题 词：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9〕1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深刻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以公正监管促

进公平竞争，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依法监管。坚持权责法定、依法行政，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监管责任，

规范监管行为，推进事中事后监管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 

公平公正。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坚决破除妨碍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障碍，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确保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公开透明。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全面推进政府监管规则、标准、过程、结果等依法公开，让监管执

法在阳光下运行，给市场主体以稳定预期。 

分级分类。根据不同领域特点和风险程度，区分一般领域和可能造成严重不良后果、涉及安全的重要领域，分别确

定监管内容、方式和频次，提升事中事后监管精准化水平。对新兴产业实施包容审慎监管，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 

科学高效。充分发挥现代科技手段在事中事后监管中的作用，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动监管创新，努力做到监管效能最大化、监管成本最优化、对市场主体干扰最小化。 

寓管于服。推进政府监管与服务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坚持行“简约”之道，做到程序、要件等删繁就简、利企便

民，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二、夯实监管责任 

（三）明确监管对象和范围。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三定”规定明确的监管职责和监管事项，依法对市场主体进

行监管，做到监管全覆盖，杜绝监管盲区和真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各部门对负责审批或指导实施的行政许

可事项，负责事中事后监管；实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要加强审管衔接，把监管责任落到实处，确保事有

人管、责有人负；对已经取消审批但仍需政府监管的事项，主管部门负责事中事后监管；对下放审批权的事项，要

同时调整监管层级，确保审批监管权责统一；对审批改为备案的事项，主管部门要加强核查，对未经备案从事相关

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依法予以查处；对没有专门执法力量的行业和领域，审批或主管部门可通过委托执法、联合执

法等方式，会同相关综合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相关综合执法部门要积极予以支持。 

（四）厘清监管事权。各部门要充分发挥在规则和标准制定、风险研判、统筹协调等方面的作用，指导本系统开展

事中事后监管。对涉及面广、较为重大复杂的监管领域和监管事项，主责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相关部门要协同配

合，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省级人民政府要统筹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监管计划任务，指导和督促省级部门、市县级

人民政府加强和规范监管执法；垂直管理部门要统筹制定本系统监管计划任务，并加强与属地政府的协同配合。市

县级人民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公正监管上，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三、健全监管规则和标准 

（五）健全制度化监管规则。各部门要围绕服务企业发展，分领域制订全国统一、简明易行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并

向社会公开，以科学合理的规则标准提升监管有效性，降低遵从和执法成本。对边界模糊、执行弹性大的监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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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要抓紧清理规范和修订完善。要结合权责清单编制，在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监管事项目录清单基础

上，全面梳理各级政府和部门职责范围内的监管事项，明确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措施、设定依据、处理方式

等内容，纳入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统一管理并动态更新，提升监管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强化竞争政策的基

础性地位，落实并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快清理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六）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完善各领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市场主体应当执行的管理标准、技术标

准、安全标准、产品标准，严格依照标准开展监管。精简整合强制性标准，重点加强安全、卫生、节能、环保等领

域的标准建设，优化强制性标准底线。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制定高于强制性标准的标准，开展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并

承诺执行落实，推动有关产品、技术、质量、服务等标准与国际接轨互认。适应新经济新技术发展趋势，及时修订

调整已有标准，加快新产业新业态标准的研究制定。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对涉及安全、健康、环保等方面的产

品依法实施强制性认证。 

四、创新和完善监管方式 

（七）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依托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联通汇聚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等重要监管平台数据，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社会投诉举报、第三方平台等数据，加强监管信息归集

共享，将政府履职过程中形成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信息以及司法判决、违法失信、抽查抽检等信息

进行关联整合，并归集到相关市场主体名下。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加强对风险的跟踪预警。探索推行以远程监

管、移动监管、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监管，提升监管精准化、智能化水平。 

（八）提升信用监管效能。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标识，依法依规建立权威、统一、可查询的市场主体信用记录。

大力推行信用承诺制度，将信用承诺履行情况纳入信用记录。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依据企业信用情况，在监管

方式、抽查比例和频次等方面采取差异化措施。规范认定并设立市场主体信用“黑名单”，建立企业信用与自然人

信用挂钩机制，强化跨行业、跨领域、跨部门失信联合惩戒，对失信主体在行业准入、项目审批、获得信贷、发票

领用、出口退税、出入境、高消费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建立健全信用修复、异议申诉等机制。在保护涉及公共安

全、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信息的前提下，依法公开在行政管理中掌握的信用信息，为社会公众提供便

捷高效的信用查询服务。 

（九）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实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

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除特殊行业、重点领域外，原则上所有日常涉企行政检查都应通过“双随机、

一公开”的方式进行。不断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相关配套制度和工作机制，健全跨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将更多事项纳入跨部门联合抽查范围。将随机抽查的比例频次、被抽查概率与抽查对象的信用等级、风险程度挂钩，

对有不良信用记录、风险高的要加大抽查力度，对信用较好、风险较低的可适当减少抽查。抽查结果要分别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等全面进行公示。 

（十）对重点领域实行重点监管。对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重点领域，依法依规实行全覆盖

的重点监管，强化全过程质量管理，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严格落实生产、经营、使用、检测、监管等各环节质

量和安全责任，守住质量和安全底线。对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特种设备等重点产品，建立健全以产品编码管理

为手段的追溯体系，形成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信息链条。地方各级政府可根据区域和行业风险特点，

探索建立重点监管清单制度，严格控制重点监管事项数量，规范重点监管程序，并筛选确定重点监管的生产经营单

位，实行跟踪监管、直接指导。 

（十一）落实和完善包容审慎监管。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按照鼓励创新原则，留足发展空间，

同时坚守质量和安全底线，严禁简单封杀或放任不管。加强对新生事物发展规律研究，分类量身定制监管规则和标

准。对看得准、有发展前景的，要引导其健康规范发展；对一时看不准的，设置一定的“观察期”，对出现的问题

及时引导或处置；对潜在风险大、可能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严格监管；对非法经营的，坚决依法予以查处。推进

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统一执法标准和尺度。 

（十二）依法开展案件查办。对监管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综合运用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等手段，依法进行惩处。对情节轻微、负面影响较小的苗头性问题，在坚持依法行政的同时，主要采取约

谈、警告、责令改正等措施，及时予以纠正。对情节和后果严重的，要依法责令下架召回、停工停产或撤销吊销相

关证照，涉及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建立完善违法严惩制度、惩罚性赔偿和巨额罚款制度、终身禁入机

制，让严重违法者付出高昂成本。 

五、构建协同监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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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加强政府协同监管。加快转变传统监管方式，打破条块分割，打通准入、生产、流通、消费等监管环节，

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执法联动响应和协作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互联、监管标准互通、处理结果互认。深化市场

监管、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农业、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在其他具备条件的领域也要积极推进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统筹配置行政处罚职能和执法资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整合精简执法队伍，推进行政执法权限和

力量向基层乡镇街道延伸下沉，逐步实现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解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 

（十四）强化市场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市场主体首负责任制，促使市场主体在安全生产、质量管理、营销宣传、售

后服务、诚信纳税等方面加强自我监督、履行法定义务。督促涉及公众健康和安全等的企业建立完善内控和风险防

范机制，落实专人负责，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加强内部安全检查。规范企业信息披露，进一步加强年报公示，推行

“自我声明+信用管理”模式，推动企业开展标准自我声明和服务质量公开承诺。加快建立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强制

报告制度，切实保障公众知情权。 

（十五）提升行业自治水平。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建立健全行业经营自律规范、自律公约和职业道德准则，规范会员

行为。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规划和政策法规，制定发布行业产品和服务标准。发挥行业协会

商会在权益保护、纠纷处理、行业信用建设和信用监管等方面的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开展或参与公益诉讼、专

业调解工作。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评奖、认证等行为。 

（十六）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建立“吹哨人”、内部举报人等制度，对举报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的有

功人员予以重奖和严格保护。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整合优化政府投诉举报平台功能，力争做到“一号响应”。依法

规范牟利性“打假”和索赔行为。培育信用服务机构，鼓励开展信用评级和第三方评估。发挥会计、法律、资产评

估、认证检验检测、公证、仲裁、税务等专业机构的监督作用，在监管执法中更多参考专业意见。强化舆论监督，

持续曝光典型案件，震慑违法行为。 

六、提升监管规范性和透明度 

（十七）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和处罚。对涉企现场检查事项进行全面梳理论证，通过取消、整合、转为非现场检查等

方式，压减重复或不必要的检查事项，着力解决涉企现场检查事项多、频次高、随意检查等问题。清理规范行政处

罚事项，对重复处罚、标准不一、上位法已作调整的事项及时进行精简和规范。加强行政执法事项目录管理，从源

头上减少不必要的执法事项。健全行政执法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合理确定裁量范围、种类和幅度，严格限定裁量权

的行使。禁止将罚没收入与行政执法机关利益挂钩。 

（十八）全面推进监管执法公开。聚焦行政执法的源头、过程、结果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

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建立统一的执法信息公示平台，按照“谁执法谁公示”原则，除涉及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外，行政执法职责、依据、程序、结果等都应对社会公开。对行

政执法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全过程进行记录，做到全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重大行政执法决

定必须经过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十九）健全尽职免责、失职问责办法。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问责制，促进监管执法部门和工作人员履职尽

责、廉洁自律、公平公正执法。对忠于职守、履职尽责的，要给予表扬和鼓励；对未履行、不当履行或违法履行监

管职责的，严肃追责问责；涉嫌犯罪的，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加快完善各监管执法领域尽职免责办法，明确履

职标准和评判界线，对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履行监管职责、监管对象出现问题的，应结合动机态度、客观条件、程序

方法、性质程度、后果影响以及挽回损失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符合条件的要予以免责。 

七、强化组织保障 

（二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本意见提出的各项措

施和要求，落实和强化监管责任，科学配置监管资源，鼓励基层探索创新，细化实化监管措施，切实维护公平竞争

秩序。将地方政府公正监管水平纳入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国务院办公厅负责对本意见落实工作的跟踪督促，

确保各项任务和措施落实到位。 

（二十一）加强法治保障。按照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根据监管工作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加快推进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章立改废释工作，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健全的法治保障。加强监管执法与司法的衔接，建立监管部门、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间案情通报机制，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 

（二十二）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加快建设高素质、职业化、专业化的监管执法队伍，扎实做好技能提升工作，大力

培养“一专多能”的监管执法人员。推进人财物等监管资源向基层下沉，保障基层经费和装备投入。推进执法装备

标准化建设，提高现代科技手段在执法办案中的应用水平。国务院 2019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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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91）《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2012 年 5 月 26 日，2019 年 8 月 30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528/c49150-21637109.html  2012 

http://zzb.ahtcm.edu.cn/2018/0607/c115a60318/page.htm 2012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9-09/16/c_138395035.htm  2019 

http://www.scjc.gov.cn/7NJVWkggP/detail 2019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2012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根

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规

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 

第三条 党的中央组织制定的党内法规称为中央党内法规。下列事项应当由中央党内法规规定： 

（一）党的性质和宗旨、路线和纲领、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二）党的各级组织的产生、组成和职权； 

（三）党员义务和权利方面的基本制度； 

（四）党的各方面工作的基本制度； 

（五）涉及党的重大问题的事项； 

（六）其他应当由中央党内法规规定的事项。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就其职权范围内有关事项制定党内法规。 

第四条 党内法规的名称为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 

党章对党的性质和宗旨、路线和纲领、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党员义务和权利以及党的

纪律等作出根本规定。 

准则对全党政治生活、组织生活和全体党员行为作出基本规定。 

条例对党的某一领域重要关系或者某一方面重要工作作出全面规定。 

规则、规定、办法、细则对党的某一方面重要工作或者事项作出具体规定。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称为规则、规定、办法、细则。 

第五条 党内法规的内容应当用条款形式表述，不同于一般不用条款形式表述的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规

范性文件。 

第六条 制定党内法规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制定党内法规的日常工作由中央书记处负责。 

中央办公厅承担党内法规制定的统筹协调工作，其所属法规工作机构承办具体事务。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负责职权范围内的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其所属负

责法规工作的机构承办具体事务。 

第七条 制定党内法规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从党的事业发展需要和党的建设实际出发； 

（二）以党章为根本依据，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三）遵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 

（四）符合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 

（五）有利于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六）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七）维护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八）注重简明实用，防止繁琐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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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与计划 

第八条 制定党内法规应当统筹进行，科学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突出重点、整体推进，

逐步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第九条 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由中央办公厅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党委提出的制定建议进行汇总，并广泛征求意见后拟订，经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报中央审定。 

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年度计划，由中央办公厅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每年年底前提出的下一年

度制定建议进行汇总后拟订，报中央审批。 

第十条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提出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建议，应当包

括党内法规名称、制定必要性、报送时间、起草单位等。 

第十一条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根据职权和实际需要，编制本系

统、本地区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和计划。 

第十二条 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和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第三章 起草 

第十三条 中央党内法规按其内容一般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起草，综合性党内法规由中央办公

厅协调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有关部门起草或者成立专门起草小组起草。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由其自行组织起草。 

第十四条 党内法规草案一般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名称； 

（二）制定目的和依据； 

（三）适用范围； 

（四）具体规范； 

（五）解释机关； 

（六）施行日期。 

第十五条 党内法规应当方向正确，内容明确，逻辑严密，表述准确、规范、简洁，具有可操作性。 

第十六条 起草党内法规，应当深入调查研究，全面掌握实际情况，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经验，充分

了解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必要时，调查研究可以吸收相关专家学者参加或者委托专门机构开展。 

第十七条 起草党内法规的部门和单位，应当就涉及其他部门和单位工作范围的事项，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商

一致。经协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当在报送党内法规草案时对有关情况作出说明。 

第十八条 起草党内法规，应当与现行党内法规相衔接。对同一事项，如果需要作出与现行党内法规不一致的

规定，应当在草案中作出废止或者如何适用现行党内法规的规定，并在报送草案时说明情况和理由。 

第十九条 党内法规草案形成后，应当广泛征求意见。征求意见范围根据党内法规草案的具体内容确定，必要

时在全党范围内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时应当注意听取党代表大会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

相关的党内法规草案，应当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征求意见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网上征询等形式。 

第二十条 起草部门和单位向审议批准机关报送党内法规草案，应当同时报送草案制定说明。制定说明应当包

括制定党内法规的必要性、主要内容、征求意见情况、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商情况等。 

第四章 审批与发布 

第二十一条 审议批准机关收到党内法规草案后，交由所属负责法规工作的机构进行审核。主要审核以下内容： 

（一）是否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 

（二）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 

（三）是否同上位党内法规相抵触； 

（四）是否与其他同位党内法规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 

（五）是否就涉及的重大政策措施与相关部门和单位协商； 

（六）是否符合制定权限和程序。 

对存在问题的党内法规草案，审核机构经批准可以向起草部门和单位提出修改意见。如起草部门和单位不采纳

修改意见，审核机构可以向审议批准机关提出修改、缓办或者退回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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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党内法规的审议批准，按照下列职权进行： 

（一）涉及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产生、组成和职权的党内法规，以及涉及党的重大问题的党内

法规，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审议批准； 

（二）涉及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产生、组成和职权的党内法规，涉及党员义务和权利方面基本制度的党内

法规，以及涉及党的各方面工作基本制度的党内法规，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或者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批准； 

（三）应当由中央发布的其他党内法规，根据情况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批准，或者按规定程序报

送批准； 

（四）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发布的党内法规，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审议批准； 

（五）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发布的党内法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审议批准。 

第二十三条 经审议批准的党内法规草案，由负责法规工作的机构核文后按规定程序报请发布。 

党内法规一般采用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中央各部门文件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党委文件、党委办公厅文件的形式发布。 

党内法规经批准后一般应当公开发布。 

第二十四条 实际工作迫切需要但还不够成熟的党内法规，可先试行，在实践中完善后重新发布。 

第五章 适用与解释 

第二十五条 党章在党内法规中具有最高效力，其他任何党内法规都不得同党章相抵触。 

中央党内法规的效力高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的效力。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不得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制定的党内法规相抵触。 

第二十六条 同一机关制定的党内法规，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旧的规定与新的规定

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制定的党内法规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提请中央处理。 

第二十八条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发布的党内法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中央责令改正或者予以撤销： 

（一）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的； 

（二）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的； 

（三）同中央党内法规相抵触的。 

第二十九条 中央党内法规解释工作，由其规定的解释机关负责。本条例施行前发布的中央党内法规，未明确

规定解释机关的，由中央办公厅请示中央后承办。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由其自行解释。 

党内法规的解释同党内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第六章 备案、清理与评估 

第三十条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应当自发布之日起３

０日内报送中央备案，备案工作由中央办公厅承办。具体备案办法由中央办公厅另行规定。 

第三十一条 党内法规制定机关应当适时对党内法规进行清理，并根据清理情况及时对相关党内法规作出修改、

废止等相应处理。 

第三十二条 党内法规制定机关、起草部门和单位可以根据职权对党内法规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开展评估。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党内法规的修改、废止，适用本条例。 

党章的修改适用党章的规定。 

第三十四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其总政治部依照本条例的基本精神制定军队党内法规。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由中央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９０年７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

序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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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批准并发布 2019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党内法规制定工作,提高党内法规质量,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进依规治党,根据《中国共

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第三条 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

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的专门规章制度。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 

  第四条 制定党内法规,主要就以下事项作出规定: 

  (一)党的各级各类组织的产生、组成、职权职责； 

  (二)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体制机制、标准要求、方式方法； 

  (三)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监督、考核、奖惩、保障； 

  (四)党的干部的选拔、教育、管理、监督。 

  凡是涉及创设党组织职权职责、党员义务权利、党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的,只能由党内法规作出规定。 

  第五条 党内法规的名称为党章、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 

  党章对党的性质和宗旨、路线和纲领、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党员义务权利以及党的纪

律等作出根本规定。 

  准则对全党政治生活、组织生活和全体党员行为等作出基本规定。 

  条例对党的某一领域重要关系或者某一方面重要工作作出全面规定。 

  规定、办法、规则、细则对党的某一方面重要工作的要求和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可以使用规定、办法、规

则、细则的名称。 

  第六条 党内法规一般使用条款形式表述,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为编、章、节、条、款、项、目。 

  第七条 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坚持从党的事业发展需要和全面从严治党实际出发； 

  (三)坚持以党章为根本,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五)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 

  (六)坚持便利管用,防止繁琐重复。 

  第八条 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日常工作由中央书记处负责。 

  中央办公厅承担党内法规制定的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工作。 

  第二章 权限 

  第九条 党的中央组织就下列事项制定中央党内法规: 

  (一)党的性质和宗旨、路线和纲领、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二)党的各级各类组织的产生、组成和职权职责的基本制度； 

  (三)党员义务权利方面的基本制度； 

  (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基本制度； 

  (五)涉及党的重大问题的事项； 

  (六)党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方面的基本制度； 

  (七)其他应当由中央党内法规规定的事项。 

  凡是涉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事项,只能由中央党内法规作出规定。 

  第十条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就其职权范围内有关事项制定党内法规: 

  (一)为贯彻执行中央党内法规作出配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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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履行党章和中央党内法规规定的党的工作相关职责。 

  确有必要的,经党中央批准,有关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党委可以就特定事项制定党内法规。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就其职权范围内有关事项制定党内法规: 

  (一)为贯彻执行中央党内法规作出配套规定； 

  (二)履行党章和中央党内法规规定的领导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负责本地区党的建设相关职责。 

  第十二条 根据党中央授权,就应当制定中央党内法规的有关事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先行制定党内法规,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中央党内法规。 

  根据党中央授权制定党内法规的,制定机关应当严格遵循授权要求,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有关重大事项,经报

党中央批准后方可发布。 

  第十三条 涉及两个以上部委职权范围的事项,有关部委应当联合制定党内法规或者提请党中央制定中央党内

法规。 

  制定党内法规涉及政府职权范围事项的,可以由党政机关联合制定。 

  第十四条 上位党内法规明确要求制定配套党内法规的,应当及时制定；没有要求的,一般不再制定。 

  制定配套党内法规,不得超出上位党内法规规定的范围,作出的规定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除

非必要情况,对上位党内法规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不作重复性规定。 

  第三章 规划与计划 

  第十五条 制定党内法规应当统筹进行,科学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突出重点、整体推进,

构建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体系。 

  第十六条 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由中央办公厅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党委提出的制定建议进行汇总,并广泛征求意见后拟订,经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报党中央审定。 

  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年度计划,由中央办公厅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中央各部门每年年底前提出的下一

年度制定建议进行汇总后拟订,报党中央审批。 

  第十七条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提出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建议,应

当包括党内法规名称、制定必要性、报送时间、起草单位等。 

  第十八条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根据职权和实际需要,编

制本系统、本地区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和计划。 

  第十九条 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和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第四章 起草 

  第二十条 中央党内法规按其内容一般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等起草,综合性党内法规由中

央办公厅协调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等起草或者成立专门起草小组起草。特别重要的中央党内法规

由党中央组织起草。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由其自行组织起草。 

  第二十一条 党内法规草案一般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名称； 

  (二)制定目的和依据； 

  (三)适用范围； 

  (四)具体规范； 

  (五)解释机关； 

  (六)施行日期。 

  第二十二条 起草党内法规,应当深入调查研究,全面掌握实际情况,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经验,充分了

解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必要时,调查研究可以吸收党委及其工作机关法律顾问和有关专家学者参

加,或者委托专门机构开展。 

  第二十三条 起草党内法规的部门和单位,应当就涉及其他部门和单位工作范围的事项,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商

一致。经协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当在报送党内法规草案时对有关情况作出说明。 

  第二十四条 起草党内法规,应当与现行党内法规相衔接。对同一事项,如果需要作出与现行党内法规不一致的

规定,应当在草案中作出废止或者如何适用现行党内法规的规定,并在报送草案时说明情况和理由。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560 页 共 3277 页 

  第二十五条 党内法规草案形成后,应当广泛征求意见。征求意见范围根据党内法规草案的具体内容确定,必要

时在全党范围内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时应当注意听取党代表大会代表和基层党员、干部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

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党内法规草案,应当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征求意见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网上征询等形式。 

  第二十六条 起草部门和单位向审议批准机关报送党内法规草案,应当同时报送草案制定说明。制定说明应当

包括制定党内法规的必要性、主要内容、征求意见情况、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商情况等。 

  第五章 审批与发布 

  第二十七条 审议批准机关收到党内法规草案后,交由所属法规工作机构进行前置审核。前置审核主要审核下

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等政治要求； 

  (二)是否同党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 

  (三)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 

  (四)是否同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 

  (五)是否与其他同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 

  (六)是否就涉及的重大问题与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商； 

  (七)是否存在谋求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问题； 

  (八)是否符合制定权限、程序以及规范表述要求。 

  对存在问题的党内法规草案,法规工作机构经批准可以向起草部门和单位提出修改意见。如起草部门和单位不

采纳修改意见,法规工作机构可以向审议批准机关提出修改、缓办或者退回的建议。 

  第二十八条 中央党内法规草案的审批,按照下列方式进行: 

  (一)准则草案一般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批准； 

  (二)条例草案一般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 

  (三)规定、办法、规则、细则草案一般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 

  (四)对调整范围单一或者配套性规定、办法、规则、细则草案,可以采取传批方式,由中央办公厅报党中央审批。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制定的党内法规草案,由其领导机构会议审议批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草案,由党委全体会议或者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 

  第二十九条 经审议批准的党内法规草案,由法规工作机构审核并按照程序报批后发布。 

  中央党内法规采用中央文件形式发布。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制定的党内法规采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形式

发布。党中央工作机关制定的党内法规采用党中央工作机关文件形式发布。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

规采用党委文件或者党委办公厅文件形式发布。发布时,党内法规标题应当添加题注,载明制定机关、通过日期、发

布日期。 

  党内法规除涉及党和国家秘密不得公开或者按照有关规定不宜公开外,应当在党报党刊、重点新闻网站、门户

网站等党的媒体上公开发布。 

  第三十条 实际工作迫切需要但还不够成熟的党内法规,可以先试行。试行期限一般不超过 5 年。 

  第六章 保障 

  第三十一条 制定党内法规,应当严格遵循效力位阶要求: 

  (一)党章在党内法规中具有最高效力,其他任何党内法规都不得同党章相抵触； 

  (二)中央党内法规的效力高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

法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党内法规不得同中央党内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相抵触； 

  (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制定的党内法规的效力高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

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党内法规不得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制定的党内法规相抵

触。 

  第三十二条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党中央予以责令改正或者撤销: 

  (一)同党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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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 

  (三)同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 

  (四)其他应当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的情形。 

  不同部委制定的党内法规对同一事项作出的规定相冲突的,提请党中央处理。 

  第三十三条 同一制定机关制定的党内法规,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旧的规定与新的规

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第三十四条 党内法规需要进一步明确条款具体含义或者适用问题的,应当进行解释。中央党内法规由党中央

或者授权有关部委解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由制

定机关解释。 

  党内法规的解释同党内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五条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应当自发布

之日起 30 日内报党中央备案。中央办公厅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具体审查工作。 

  第三十六条 坚持制定和实施一体推进,健全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加大党内法规宣传、教育、培训力度,对党内

法规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开展评估,加强监督执纪问责,确保党内法规得到有效实施。 

  第三十七条 制定机关应当组织开展党内法规清理工作,及时开展集中清理,根据需要开展特定内容或者特定范

围的专项清理,在制定工作中同步开展即时清理。根据清理情况,作出修改、废止、宣布失效等决定。 

  第三十八条 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修改滞后于实践发展的党内法规。视情可以采取修订、修正案或者修改决定等

方式修改,对相关联的党内法规可以开展集中修改。修改后,应当发布新的党内法规文本。 

  第三十九条 党内法规的编纂、汇编、出版等事宜,由制定机关所属法规工作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党内法规的修改,适用本条例。 

  党章的修改适用党章的规定。 

  第四十一条 军队党内法规制定规定,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本条例制定。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由中央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292）《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 

http://www.scopsr.gov.cn/xwzx/szyw/201909/t20190901_371322.html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08/id/4418953.shtml  

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9/0904/c117092-31336411.html   

 

8.3.293）《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国发[2000]23 号 2000 年 8 月 24 日,中办发〔2012〕14 号 2012 年 4

月 16 日) 

http://www.da.gd.gov.cn/portal_home/content/532  2000 

http://qinfeng.gov.cn/info/1845/61279.htm  2012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  2000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使国家行政机关（以下简称行政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行政机关的公文（包括电报，下同），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

范体式的文书，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  

        第三条  公文处理是指公文的办理、管理、整理（立卷）、归档等一系列相互关联、衔接有序的工作。  

        第四条  公文处理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精简、高效的原则，做到及时、准确、安全。  

        第五条  公文处理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第六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高度重视公文处理工作，模范遵守本办法并加强对本机关公文处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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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领导和检查。  

        第七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办公厅（室）是公文处理的管理机构，主管本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并指导下级机

关的公文处理工作。  

        第八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办公厅（室）应当设立文秘部门或者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公文处理工作。 

第二章  公 文 种 类  

        第九条  行政机关的公文种类主要有：  

        （一）命令（令）  

        适用于依照有关法律公布行政法规和规章；宣布施行重大强制性行政措施；嘉奖有关单位及人员。  

        （二）决定  

        适用于对重要事项或重大行动做出安排，奖惩有关单位及人员，变更或者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事

项。  

        （三）公告  

        适用于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者法定事项。  

        （四）通告  

        适用于公布各有关方面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  

        （五）通知  

        适用于批转下级机关的公文，转发上级机关和不相隶属机关的公文，传达要求下级机关办理和需要有关单

位周知或者执行的事项，任免人员。  

        （六）通报  

        适用于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或者情况。  

        （七）议案  

        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按照法律程序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审议事项。  

        （八）报告  

        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  

        （九）请示  

        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  

        （十）批复  

        适用于答复下级机关请示事项。  

        （十一）意见  

        适用于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  

        （十二）函  

        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相互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批准和答复审批事项。  

        （十三）会议纪要  

        适用于记载、传达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  

  第三章  公文格式  

        第十条  公文一般由秘密等级和保密期限、紧急程度、发文机关标识、发文字号、签发人、标题、主送机

关、正文、附件说明、成文日期、印章、附注、附件、    主题词、抄送机关、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等部分组成。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公文应当标明密级和保密期限，其中，“绝密”、机密“级公文还应当标明份数序号。  

        （二）紧急公文应当根据紧急程度分别标明“特急”、“急件”。其中电报应当分别标明“特提“、“特急”、

“加急”、“平急”。  

        （三）发文机关标识应当使用发文机关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联合行文，主办机关排列在前。  

        （四）发文字号应当包括机关代字、年份、序号。联合行文，只标明主办机关发文字号。  

        （五）上行文应当注明签发人、会签人姓名。其中，“请示“应当在附注处注明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  

        （六）公文标题应当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并标明公文种类，一般应当标明发文机关。公文标题

中除法规、规章名称加书名号外，一般不用标点符号。  

        （七）主送机关指公文的主要受理机关，应当使用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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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公文如有附件，应当注明附件顺序和名称。  

        （九）公文除会议纪要和以电报形式发出的以外，应当加盖印章。联合上报的公文，由主办机关加盖印章；

联合下发的公文，发文机关都应当加盖印章。  

        （十）成文日期以负责人签发的日期为准，联合行文以最后签发机关负责人的签发日期为准。电报以发出

日期为准。  

        （十一）公文如有附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应当加括号标注。  

        （十二）公文应当标注主题词。上行文按照上级机关的要求标注主题词。  

        （十三）抄送机关指除主送机关外需要执行或知晓公文的其他机关，应当使用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统称。  

        （十四）文字从左至右横写、横排。在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并用汉字和通用的少数民族文字（按其习惯书

写、排版）。  

        第十一条  公文中各组成部分的标识规则，参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执行。  

        第十二条  公文用纸一般采用国际标准 A4 型（210mm×297mm），左侧装订。张贴的公文用纸大小，根据

实际需要确定。  

第四章  行 文 规 则  

        第十三条  行文应当确有必要，注重效用。  

        第十四条  行文关系根据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一般不得越级请示和报告。  

        第十五条  政府各部门依据部门职权可以互相行文和向下一级政府的相关业务部门行文；除以函的形式商

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审批事项外，一般不得向下    一级政府正式行文。  

        部门内设机构除办公厅（室）外不得对外正式行文。  

        第十六条  同级政府、同级政府各部门、上级政府部门与下一级政府可以联合行文；政府与同级党委和军

队机关可以联合行文；政府部门与相应的党组织和军队    机关可以联合行文；政府部门与同级人民团体和具有行

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也可以联合行文。  

        第十七条  属于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应当由部门自行行文或联合行文。联合行文应当明确主办部门。

须经政府审批的事项，经政府同意也可以由部门行文，文中应当注明经政府同意。  

        第十八条  属于主管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具体问题，应当直接报送主管部门处理。  

        第十九条  部门之间对有关问题未经协商一致，不得各自向下行文。如擅自行文，上级机关应当责令纠正

或撤销。  

        第二十条  向下级机关或者本系统的重要行文，应当同时抄送直接上级机关。  

        第二十一条  “请示”应当一文一事；一般只写一个主送机关，如需同时送其他机关的，应当用抄送形式，

但不得抄送其下级机关。“报告”不得夹带请示事项。  

        第二十二条  除上级机关负责人直接交办的事项外，不得以机关名义向上级机关负责人报送“请示”、“意

见”和“报告”。  

        第二十三条  受双重领导的机关向上级机关行文，应当写明主送机关和抄送机关。上级机关向受双重领导

的下级机关行文，必要时应当抄送其另一上级机关。  

第五章  发 文 办 理    

        第二十四条  发文办理指以本机关名义制发公文的过程，包括草拟、审核、签发、复核、缮印、用印、登

记、分发等程序。  

        第二十五条  草拟公文应当做到：  

        （一）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如提出新的政策、规定等，要切实可行并加以说明。  

        （二）情况确实，观点明确，表述准确，结构严谨，条理清楚，直述不曲，字词规范，标点正确，篇幅力

求简短。  

        （三）公文的文种应当根据行文目的、发文的职权和与主送机关的行文关系确定。  

        （四）拟制紧急公文，应当体现紧急的原因，并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紧急程度。  

        （五）人名、地名、数字、引文准确。引用公文应当先引标题，后引发文字号。引用外文应当注明中文含

义。日期应当写明具体的年、月、日。  

        （六）结构层次序数，第一层为“一、”，第二层为“（一）”，第三层为“1.”第四层为“（1）”。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564 页 共 3277 页 

        （七）应当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八）文内使用非规范化简称，应当先用全称并注明简称。使用国际组织外文名称或其缩写形式，应当在

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准确的中文译名。  

        （九）公文中的数字，除成文日期、部分结构层次序数和在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具有修辞色彩语

句中作为词素的数字必须使用汉字外，应当使用阿拉伯数码。  

        第二十六条  拟制公文，对涉及其他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主办部门应当主动与有关部门协商，取得一

致意见后方可行文；如有分歧，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出面协调，仍不能取得一致时，主办部门可以列明各方

理据，提出建设性意见，并与有关部门会签后报请上级机关协调或裁定。  

        第二十七条  公文送负责人签发前，应当由办公厅（室）进行审核。审核的重点是：是否需要行文，行文

方式是否妥当，是否符合行文规则和拟制公文的有关要求，公文格式是否符合本办法的规定等。  

        第二十八条  以本机关的名义制发的上行文，由主要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签发；以本机关名义制

发的下行文或平行文，由主要负责人或者由主要负责人授权的其他负责人签发。  

       第二十九条  公文正式印制前，文秘部门应当进行复核，重点是：审批、签发手续是否完备，附件材料是

否齐全，格式是否统一、规范等。经复核需要对文稿进行实质性修改的，应按程序复审。  

第六章  收 文 办 理  

        第三十条  收文办理指对收到的公文的办理过程，包括签收、登记、审核、拟办、批办、承办、催办等程

序。  

        第三十一条  收到下级机关上报的需要办理的公文，文秘部门应当进行审核。审核的重点是：是否应由本

机关办理；是否符合行文规则；内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涉及其他部门或地区职权的事项是

否已协商、会签；文种使用、公文格式是否规范。  

        第三十二条  经审核，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公文，文秘部门应当及时提出拟办意见送负责人批示或者交有

关部门办理，需要两个以上部门办理的应当明确主办部门。紧急公文，应当明确办理时限。对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

公文，经办公厅（室）负责人批准后，可以退呈报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三条  承办部门收到交办的公文后应当及时办理，不得延误、推诿。紧急公文应当按时限要求办理，

确有困难的，应当及时予以说明。对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或者不宜由本单位办理的，应当及时退回交办的文秘部

门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四条  收到上级机关下发或交办的公文，由文秘部门提出拟办意见，送负责人批示后办理。  

        第三十五条  公文办理过程中遇有涉及其他部门职权的事项，主办部门应当主动与有关部门协商；如有分

歧，主办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出面协调，如仍不能取得一致，可以报请上级机关协调或裁定。  

        第三十六条  审批公文时，对有具体请示事项的，主批人应当明确签署意见、姓名和审批日期，其他审批

人圈阅视为同意；没有请示事项的，圈阅表示已阅知。  

        第三十七条  送负责人批示或者交有关部门办理的公文，文秘部门要负责催办，做到紧急公文跟踪催办，

重要公文重点催办，一般公文定期催办。  

第七章  公 文 归 档  

        第三十八条  公文办完后，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及时整理（立卷）、归

档。个人不得保存应当归档的公文。  

        第三十九条  归档范围内的公文，应当根据其相互联系、特征和保存价值整理（立卷），要保证归档公文

的齐全、完整，能正确反映本机关的主要工作情况，便于保管和利用。  

        第四十条  联合办理的公文，原件由主办机关整理（立卷）、归档，其他单位保存复制件或其他形式的公

文副本。  

        第四十一条  本机关负责人兼任其他机关职务，在履行所兼职务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公文，由其兼职机关整

理（立卷）、归档。  

        第四十二条  归档范围内的公文应当确定保管期限，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向档案部门移交。  

        第四十三条  拟制、修改和签批公文，书写及所用纸张和字迹材料必须符合存档要求。  

第八章  公 文 管 理 

        第四十四条  公文由文秘部门或专职人员统一收发、审核、用印、归档和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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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条  文秘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机关公文处理的有关制度。  

        第四十六条  上级机关的公文，除绝密级和注明不准翻印的以外，下一级机关经负责人或者办公厅（室）

主任批准，可以翻印。翻印时，应当注明翻印的机关、日期、份数和印发范围。  

        第四十七条  公开发布的行政机关的公文，必须经发文机关批准。经批准公开发布的公文，同发文机关正

式印发的公文具有同等效力。  

        第四十八条  公文复印件作为正式公文使用时，应该加盖复印机关的证明章。  

        第四十九条  公文被撤销，视作自始不产生效力；公文被废止，视作自废止之日起不产生效力。  

        第五十条  不具备归档和存查价值的公文，经过鉴别并经办公厅（室）负责人批准，可以销毁。  

        第五十一条  销毁秘密公文应当到指定场所由二人以上监销，保证不丢失、不漏销。其中，销毁绝密公文

（含密码电报）应当进行登记。  

        第五十二条  机关合并时，全部公文应当随之合并管理。机关撤销时，需要归档的公文整理（立卷）后按

有关规定档案部门。  

        工作人员调离工作时，应当将本人暂存、借用的公文按照有关规定移交、清退。  

        第五十三条  密码电报的使用和管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行政法规、规章方面的公文，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外事方面的公文，按照外交部的有关规定

处理。  

        第五十五条  公文处理中涉及电子文件的有关规定另行制定。统一规定发布之前，各级行政机关可以制定

本机关或者本地区、本系统的试行规定。  

        第五十六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办公厅（室）对上级机关和本机关下发公文的贯彻落实情况应当进行督促检

查并建立督查制度。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1993 年 11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1994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同时废止。  

（国务院国发[2000]23 号 2000 年 8 月 24 日）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 2012 

（2012 年 4 月 16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中国共产党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以下简称党政机关）工作需要，推进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

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各级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 

  第三条 党政机关公文是党政机关实施领导、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传达

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公布法规和规章，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请示和答复问题，报告、通报和交流情况等

的重要工具。 

  第四条 公文处理工作是指公文拟制、办理、管理等一系列相互关联、衔接有序的工作。 

  第五条 公文处理工作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准确规范、精简高效、安全保密的原则。 

  第六条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高度重视公文处理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队伍建设，设立文秘部门或者由专人

负责公文处理工作。 

  第七条 各级党政机关办公厅（室）主管本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并对下级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和督促检查。 

第二章 公文种类 

  第八条 公文种类主要有： 

  （一）决议。适用于会议讨论通过的重大决策事项。 

  （二）决定。适用于对重要事项作出决策和部署、奖惩有关单位和人员、变更或者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

事项。 

  （三）命令（令）。适用于公布行政法规和规章、宣布施行重大强制性措施、批准授予和晋升衔级、嘉奖有关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566 页 共 3277 页 

单位和人员。 

  （四）公报。适用于公布重要决定或者重大事项。 

  （五）公告。适用于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者法定事项。 

  （六）通告。适用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 

  （七）意见。适用于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 

  （八）通知。适用于发布、传达要求下级机关执行和有关单位周知或者执行的事项，批转、转发公文。 

  （九）通报。适用于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和告知重要情况。 

  （十）报告。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回复上级机关的询问。 

  （十一）请示。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 

  （十二）批复。适用于答复下级机关请示事项。 

  （十三）议案。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按照法律程序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审议

事项。 

  （十四）函。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批准和答复审批事项。 

  （十五）纪要。适用于记载会议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 

第三章 公文格式 

  第九条 公文一般由份号、密级和保密期限、紧急程度、发文机关标志、发文字号、签发人、标题、主送机关、

正文、附件说明、发文机关署名、成文日期、印章、附注、附件、抄送机关、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页码等组成。 

  （一）份号。公文印制份数的顺序号。涉密公文应当标注份号。 

  （二）密级和保密期限。公文的秘密等级和保密的期限。涉密公文应当根据涉密程度分别标注“绝密”“机密”

“秘密”和保密期限。 

  （三）紧急程度。公文送达和办理的时限要求。根据紧急程度，紧急公文应当分别标注“特急”“加急”，电报

应当分别标注“特提”“特急”“加急”“平急”。 

  （四）发文机关标志。由发文机关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加“文件”二字组成，也可以使用发文机关全称或者规

范化简称。联合行文时，发文机关标志可以并用联合发文机关名称，也可以单独用主办机关名称。 

  （五）发文字号。由发文机关代字、年份、发文顺序号组成。联合行文时，使用主办机关的发文字号。 

  （六）签发人。上行文应当标注签发人姓名。 

  （七）标题。由发文机关名称、事由和文种组成。 

  （八）主送机关。公文的主要受理机关，应当使用机关全称、规范化简称或者同类型机关统称。 

  （九）正文。公文的主体，用来表述公文的内容。 

  （十）附件说明。公文附件的顺序号和名称。 

  （十一）发文机关署名。署发文机关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 

  （十二）成文日期。署会议通过或者发文机关负责人签发的日期。联合行文时，署最后签发机关负责人签发的

日期。 

  （十三）印章。公文中有发文机关署名的，应当加盖发文机关印章，并与署名机关相符。有特定发文机关标志

的普发性公文和电报可以不加盖印章。 

  （十四）附注。公文印发传达范围等需要说明的事项。 

  （十五）附件。公文正文的说明、补充或者参考资料。 

  （十六）抄送机关。除主送机关外需要执行或者知晓公文内容的其他机关，应当使用机关全称、规范化简称或

者同类型机关统称。 

  （十七）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公文的送印机关和送印日期。 

  （十八）页码。公文页数顺序号。 

  第十条 公文的版式按照《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 公文使用的汉字、数字、外文字符、计量单位和标点符号等，按照有关国家标准和规定执行。民族

自治地方的公文，可以并用汉字和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文字。 

  第十二条 公文用纸幅面采用国际标准 A4 型。特殊形式的公文用纸幅面，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第四章 行文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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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行文应当确有必要，讲求实效，注重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第十四条 行文关系根据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一般不得越级行文，特殊情况需要越级行文的，应当同时

抄送被越过的机关。 

  第十五条 向上级机关行文，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一）原则上主送一个上级机关，根据需要同时抄送相关上级机关和同级机关，不抄送下级机关。 

  （二）党委、政府的部门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报告重大事项，应当经本级党委、政府同意或者授权；属于部

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直接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三）下级机关的请示事项，如需以本机关名义向上级机关请示，应当提出倾向性意见后上报，不得原文转报

上级机关。 

  （四）请示应当一文一事。不得在报告等非请示性公文中夹带请示事项。 

  （五）除上级机关负责人直接交办事项外，不得以本机关名义向上级机关负责人报送公文，不得以本机关负责

人名义向上级机关报送公文。 

  （六）受双重领导的机关向一个上级机关行文，必要时抄送另一个上级机关。 

  第十六条 向下级机关行文，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一）主送受理机关，根据需要抄送相关机关。重要行文应当同时抄送发文机关的直接上级机关。 

  （二）党委、政府的办公厅（室）根据本级党委、政府授权，可以向下级党委、政府行文，其他部门和单位不

得向下级党委、政府发布指令性公文或者在公文中向下级党委、政府提出指令性要求。需经政府审批的具体事项，

经政府同意后可以由政府职能部门行文，文中须注明已经政府同意。 

  （三）党委、政府的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可以向下级党委、政府的相关部门行文。 

  （四）涉及多个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部门之间未协商一致的，不得向下行文；擅自行文的，上级机关应当

责令其纠正或者撤销。 

  （五）上级机关向受双重领导的下级机关行文，必要时抄送该下级机关的另一个上级机关。 

  第十七条 同级党政机关、党政机关与其他同级机关必要时可以联合行文。属于党委、政府各自职权范围内的

工作，不得联合行文。 

  党委、政府的部门依据职权可以相互行文。 

  部门内设机构除办公厅（室）外不得对外正式行文。 

第五章 公文拟制 

  第十八条 公文拟制包括公文的起草、审核、签发等程序。 

  第十九条 公文起草应当做到： 

  （一）符合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完整准确体现发文机关意图，并同现行有关公文相衔接。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实事求是，所提政策措施和办法切实可行。 

  （三）内容简洁，主题突出，观点鲜明，结构严谨，表述准确，文字精练。 

  （四）文种正确，格式规范。 

  （五）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进行论证，广泛听取意见。 

  （六）公文涉及其他地区或者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起草单位必须征求相关地区或者部门意见，力求达成一

致。 

  （七）机关负责人应当主持、指导重要公文起草工作。 

  第二十条 公文文稿签发前，应当由发文机关办公厅（室）进行审核。审核的重点是： 

  （一）行文理由是否充分，行文依据是否准确。 

  （二）内容是否符合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是否完整准确体现发文机关意图；是否同现行有

关公文相衔接；所提政策措施和办法是否切实可行。 

  （三）涉及有关地区或者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是否经过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 

  （四）文种是否正确，格式是否规范；人名、地名、时间、数字、段落顺序、引文等是否准确；文字、数字、

计量单位和标点符号等用法是否规范。 

  （五）其他内容是否符合公文起草的有关要求。 

  需要发文机关审议的重要公文文稿，审议前由发文机关办公厅（室）进行初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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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条 经审核不宜发文的公文文稿，应当退回起草单位并说明理由；符合发文条件但内容需作进一步研

究和修改的，由起草单位修改后重新报送。 

  第二十二条 公文应当经本机关负责人审批签发。重要公文和上行文由机关主要负责人签发。党委、政府的办

公厅（室）根据党委、政府授权制发的公文，由受权机关主要负责人签发或者按照有关规定签发。签发人签发公文，

应当签署意见、姓名和完整日期；圈阅或者签名的，视为同意。联合发文由所有联署机关的负责人会签。 

第六章 公文办理 

  第二十三条 公文办理包括收文办理、发文办理和整理归档。 

  第二十四条 收文办理主要程序是： 

  （一）签收。对收到的公文应当逐件清点，核对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并注明签收时间。 

  （二）登记。对公文的主要信息和办理情况应当详细记载。 

  （三）初审。对收到的公文应当进行初审。初审的重点是：是否应当由本机关办理，是否符合行文规则，文种、

格式是否符合要求，涉及其他地区或者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是否已经协商、会签，是否符合公文起草的其他要求。

经初审不符合规定的公文，应当及时退回来文单位并说明理由。 

  （四）承办。阅知性公文应当根据公文内容、要求和工作需要确定范围后分送。 

  批办性公文应当提出拟办意见报本机关负责人批示或者转有关部门办理；需要两个以上部门办理的，应当明确

主办部门。紧急公文应当明确办理时限。承办部门对交办的公文应当及时办理，有明确办理时限要求的应当在规定

时限内办理完毕。 

  （五）传阅。根据领导批示和工作需要将公文及时送传阅对象阅知或者批示。办理公文传阅应当随时掌握公文

去向，不得漏传、误传、延误。 

  （六）催办。及时了解掌握公文的办理进展情况，督促承办部门按期办结。紧急公文或者重要公文应当由专人

负责催办。 

  （七）答复。公文的办理结果应当及时答复来文单位，并根据需要告知相关单位。 

  第二十五条 发文办理主要程序是： 

  （一）复核。已经发文机关负责人签批的公文，印发前应当对公文的审批手续、内容、文种、格式等进行复核；

需作实质性修改的，应当报原签批人复审。 

  （二）登记。对复核后的公文，应当确定发文字号、分送范围和印制份数并详细记载。 

  （三）印制。公文印制必须确保质量和时效。涉密公文应当在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印制。 

  （四）核发。公文印制完毕，应当对公文的文字、格式和印刷质量进行检查后分发。 

  第二十六条 涉密公文应当通过机要交通、邮政机要通信、城市机要文件交换站或者收发件机关机要收发人员

进行传递，通过密码电报或者符合国家保密规定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传输。 

  第二十七条 需要归档的公文及有关材料，应当根据有关档案法律法规以及机关档案管理规定，及时收集齐全、

整理归档。两个以上机关联合办理的公文，原件由主办机关归档，相关机关保存复制件。机关负责人兼任其他机关

职务的，在履行所兼职务过程中形成的公文，由其兼职机关归档。 

第七章 公文管理 

  第二十八条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本机关公文管理制度，确保管理严格规范，充分发挥公文效用。 

  第二十九条 党政机关公文由文秘部门或者专人统一管理。设立党委（党组）的县级以上单位应当建立机要保

密室和机要阅文室，并按照有关保密规定配备工作人员和必要的安全保密设施设备。 

  第三十条 公文确定密级前，应当按照拟定的密级先行采取保密措施。确定密级后，应当按照所定密级严格管

理。绝密级公文应当由专人管理。 

  公文的密级需要变更或者解除的，由原确定密级的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决定。 

  第三十一条 公文的印发传达范围应当按照发文机关的要求执行；需要变更的，应当经发文机关批准。 

  涉密公文公开发布前应当履行解密程序。公开发布的时间、形式和渠道，由发文机关确定。 

  经批准公开发布的公文，同发文机关正式印发的公文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二条 复制、汇编机密级、秘密级公文，应当符合有关规定并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绝密级公文一般不

得复制、汇编，确有工作需要的，应当经发文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批准。复制、汇编的公文视同原件管理。 

  复制件应当加盖复制机关戳记。翻印件应当注明翻印的机关名称、日期。汇编本的密级按照编入公文的最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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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标注。 

  第三十三条 公文的撤销和废止，由发文机关、上级机关或者权力机关根据职权范围和有关法律法规决定。公

文被撤销的，视为自始无效；公文被废止的，视为自废止之日起失效。 

  第三十四条 涉密公文应当按照发文机关的要求和有关规定进行清退或者销毁。 

  第三十五条 不具备归档和保存价值的公文，经批准后可以销毁。销毁涉密公文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审

批登记手续，确保不丢失、不漏销。个人不得私自销毁、留存涉密公文。 

  第三十六条 机关合并时，全部公文应当随之合并管理；机关撤销时，需要归档的公文经整理后按照有关规定

移交档案管理部门。 

  工作人员离岗离职时，所在机关应当督促其将暂存、借用的公文按照有关规定移交、清退。 

  第三十七条 新设立的机关应当向本级党委、政府的办公厅（室）提出发文立户申请。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列

为发文单位，机关合并或者撤销时，相应进行调整。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党政机关公文含电子公文。电子公文处理工作的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九条 法规、规章方面的公文，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外事方面的公文，依照外事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处

理。 

  第四十条 其他机关和单位的公文处理工作，可以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1996 年 5 月 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公

文处理条例》和 2000 年 8 月 24 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停止执行。 

 

8.3.294）《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2012 年 6 月 4 日， 2019 年 8月 30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528/c49150-21637129.html   2012 

http://www.gov.cn/xinwen/2019-09/15/content_5430030.htm   2019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9-09/16/c_138395035.htm  2019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 2012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保证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

政策相一致，同宪法和法律相一致，维护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

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备案工作。 

本规定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

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的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文件，包括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指导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文件。 

下列文件不属于备案范围： 

（一）人事调整、内部机构设置、表彰决定方面的文件； 

（二）请示、报告、会议活动通知、会议纪要、领导讲话、情况通报、工作要点、工作总结； 

（三）机关内部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案； 

（四）其他不具有普遍约束力、不可反复适用的文件。 

第三条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应当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 

第四条 依照本规定应当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自发布之日起３０日内由制定机关报送中央备案，联合发

布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由主办机关报送中央备案。具体工作由制定机关或者主办机关所属负责法规工作的机构

承担。 

第五条 中央办公厅承办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具体事务由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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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本规定应当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直接送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 

第六条 报送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应当提交备案报告、正式文本和制定说明，并装订成册，一式３份，同

时通过党内法规专网报送电子文本。 

对于不报送或者不按时报送应当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由中央办公厅责令其限期补报。 

第七条 中央办公厅对报送中央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主要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 

（二）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 

（三）是否同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 

（四）是否与其他同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 

（五）规定的内容是否明显不当； 

（六）是否符合制定权限和程序。 

第八条 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在办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事宜时，需要报送机构说明有关情况的，

报送机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予以说明。 

第九条 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应当在收到报送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后３０日内完成备案审查。 

第十条 审查中发现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存在第七条所列问题的，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经批准可以建议制定

机关自行纠正，制定机关应当在３０日内作出处理并反馈处理情况，逾期不作出处理的，中央办公厅提出予以纠正

或者撤销的建议，报请中央决定。 

第十一条 经审查符合备案条件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由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存档备查，并及时将备案情

况通报报送机构，同时公布已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目录。 

第十二条 建立备案工作考核评价制度，对备案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表彰。 

对备案审查中发现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存在的突出问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第十三条 每年１月３１日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应当将上一年度发布

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目录，送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备查。 

第十四条 建立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与国家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应当依照本规定精神建立相应的备案制度，按照下备一级原则开展备案工作。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依照本规定精神建立本系统备案制度。 

第十六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其总政治部依照本规定精神开展军队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中央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2019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 

（2012 年 6 月 4 日中共中央批准 2012 年 6 月 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 2019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修

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维护党内法规和党的政策的统一性、权威性，根据《中国

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党组织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 

本规定所称规范性文件，指党组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反复适用的文件。 

下列文件不列入备案审查范围： 

（一）印发领导讲话、年度工作要点、工作总结等内容的文件； 

（二）关于人事调整、表彰奖励、处分处理以及机关内部日常管理等事项的文件； 

（三）请示、报告、会议活动通知、会议纪要、情况通报等文件； 

（四）其他按照规定不需要备案审查的文件。 

第三条 备案审查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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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件必备，凡属备案审查范围的都应当及时报备，不得瞒报、漏报、迟报； 

（二）有备必审，对报备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应当及时、严格审查，不得备而不审； 

（三）有错必纠，对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按照规定作出处理，不得打折扣、搞变通。 

第四条 各级党委，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委（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以及党的工作机关、党委直属事业单位，党

组（党委）承担备案审查工作主体责任。 

各级党委办公厅（室）负责牵头办理本级党委备案审查工作，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本地区备案审查工作。有关部门

和单位应当在职责范围内积极协助开展备案审查工作，共同发挥审查把关作用。 

各级党委应当与同级人大常委会、政府等有关方面建立健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 

第二章 主体 

第五条 党组织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应当向上级党组织报备。 

多个党组织联合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由牵头党组织向共同的上级党组织报备。 

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报备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具体工作由其所属法规工作机构或者承担相关职能的

工作机构办理。 

第六条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党中央

批准设立的党组（党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应当向党中央报备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向地方党委报备规范性文件的党组织范围，参照前款规定。 

第七条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有关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依照

本规定精神建立系统内备案制度。 

党中央明确规定党组织将其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报送特定主体备查、审核的，从其规定，同时有关党组织

还应当按照本规定要求进行报备。 

逐步实行党的基层组织向批准其设立的党组织报备规范性文件。 

第三章 报备 

第八条 应当报备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由制定机关报备。 

未按照规定时限报备的，审查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补报，必要时可以通报。 

第九条 报备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应当提交 1 份备案报告、正式文本和备案说明，装订成册，并报送电子文本。 

备案说明应当写明制定背景、政策创新及其依据、重要数据指标来源、征求意见、审议签批等情况。 

第十条 报备机关应当在每年 2 月 1 日前，将上一年度文件目录报送审查机关备查。 

第四章 审查 

第十一条 审查机关对符合审查要求的报备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应当予以登记，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查： 

（一）政治性审查。包括是否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否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相一致，是否与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相符合，是否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 

（二）合法合规性审查。包括是否同宪法和法律相一致，是否同党章、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是否与

同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是否符合制定权限和程序，是否落实精简文件、改进文风要

求等。 

（三）合理性审查。包括是否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是否可能在社会上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是否违反公平公正原则等。 

（四）规范性审查。包括名称使用是否适当，体例格式是否正确，表述是否规范等。 

审查机关在审查中，应当注重保护有关地区和部门结合实际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第十二条 对内容复杂敏感、专业性强、涉及面广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审查机关可以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建议

或者进行会商调研。 

人大常委会、政府、军队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发现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可能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可以向同级党委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提出审查建议。同级党委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研究处理，并以适当方式反馈结果。 

第十三条 针对审查中发现的问题或者有关方面的意见建议，审查机关可以要求报备机关作出说明。 

报备机关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就有关事项说明理由和依据，同时可以提出处理措施。 

第五章 处理 

第十四条 审查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形，对报备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作出相应处理决定，并督促报备机关及时

办理。报备机关应当认真落实审查机关的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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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对审查中没有发现问题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审查机关应当直接予以备案通过，并及时反馈报备机

关。 

审查机关发现已经备案通过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存在问题的，可以重新启动审查程序。 

第十六条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没有原则性问题，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审查机关可以予以备案通过，并向报备

机关提出建议： 

（一）有关规定基本合法合规，但需要在执行中把握好尺度的； 

（二）有关规定实施后上级精神发生变化或者新的改革措施即将出台，需要报备机关了解掌握的； 

（三）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 

（四）其他需要提出建议的情形。 

第十七条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没有原则性问题，但存在名称使用、体例格式、文字表述等不规范情形的，审查

机关可以予以备案通过，并将相关情况告知报备机关。 

报备机关多次出现不规范情形的，审查机关可以视情予以通报。 

第十八条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没有原则性问题，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审查机关可以予以备案通过，并对报备

机关进行书面提醒： 

（一）有关政治表述不够规范的； 

（二）有关规定在执行中可能产生偏差或者引起误解的； 

（三）有关规定不够合理的； 

（四）制定程序不规范的； 

（五）不符合精简文件、改进文风要求的； 

（六）其他需要提醒的情形。 

报备机关在收到书面提醒后应当主动整改，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知有关方面，防范有关问题产生不利影响。审查机

关要求报告处理情况的，报备机关应当在收到书面提醒后 30 日内报告。 

第十九条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审查机关应当不予备案通过，并要求报备机关进行纠正： 

（一）违背党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 

（二）违反宪法和法律的； 

（三）同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的； 

（四）明显不合理的； 

（五）不符合制定权限的； 

（六）其他需要纠正的情形。 

对审查发现的问题，审查机关可以发函要求报备机关纠正，也可以由报备机关主动纠正。纠正可以采用修改原文件、

印发补充文件等方式。 

报备机关应当在收到纠正要求后 30 日内报告相关处理情况，对复杂敏感、容易产生不利影响的事项，应当及时会

同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 

纠正后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符合要求的，审查机关按程序予以备案通过。报备机关未在规定时限内纠正问题或

者报告有关纠正措施，且无正当理由的，审查机关可以作出撤销相关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第二十条 审查机关对报备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作出审查处理决定，应当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审批。 

第二十一条 对未发现问题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审查机关一般在 30 日内完成审查处理工作。发现可能存在

问题的，可以适当延长审查处理时间，但一般不超过 3 个月。 

备案审查工作有关资料应当及时存档备查。 

第二十二条 审查机关应当及时梳理总结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加强综合分析利用，推动完善制度、改进工作。 

第六章 保障与监督 

第二十三条 加强备案审查工作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覆盖全面、互联互通、功能完备、操作便捷的备案专网，提

高备案审查工作信息化水平。 

第二十四条 党组织应当加强对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考核评价、表彰奖励，相关结果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第二十五条 实行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责任追究制度。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依规依纪追究有关党组织、

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工作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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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履行政治责任不到位，对备案审查工作不重视不部署，组织领导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违反报备工作程序和时限要求，报备不规范、不及时甚至不报备，或者对审查机关指出的问题拒不整改或者

整改不及时、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违反审查工作程序和时限要求，审查不规范、不及时或者出现明显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军队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中央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8.3.295）《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2019 年 9月 3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9-09/15/content_5430030.htm   2019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9-09/16/c_138395035.htm  2019 

http://www.12371.cn/special/dnfg/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 

  (2019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 2019 年 9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布) 

 

  第一条 为了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推动党内法规全面深入实施,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负有遵守党内法规、维护党内法规权威的义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必

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执规是本职、执规不力是失职的理念,切实担

负起执行党内法规的政治责任。 

  第三条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办公厅(室)统筹协调、主管部门牵头负责、相

关单位协助配合、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严格监督的执规责任制,统分结合、各司其职,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第四条 地方各级党委对本地区党内法规执行工作负主体责任,应当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上级党组织

决定,带头严格执行党内法规,并领导、组织、推进本地区党内法规执行工作,支持和监督本地区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

部履行执规责任。 

  第五条 党委办公厅(室)负责统筹协调本地区党内法规执行工作,推动党委关于党内法规执行部署安排的贯彻

落实。 

  第六条 党委职能部门、办事机构、派出机关、直属事业单位等,对主要规定其职权职责的党内法规,负有牵头

执行的责任,并组织、协调、督促、指导有关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执行有关党内法规。 

  其他相关单位应当按照党内法规规定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协助配合牵头部门共同执行党内法规。 

  第七条 党组(党委)对本单位(本系统)执行有关党内法规负主体责任,领导、组织、推进本单位(本系统)党内法规

执行工作。 

  第八条 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国有企业党委,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

事业单位党组织,对本地区本单位执行有关党内法规负主体责任,领导、组织、推进本地区本单位党内法规执行工作。 

  其他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按照规定推动有关党内法规在本单位的执行。 

  第九条 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宣传党内法规,带头严格执行党

内法规。 

  党委(党组)书记应当认真履行本地区本单位党内法规执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分管党内法规工作的班子成员承担

党内法规执行直接责任,其他班子成员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领域党内法规执行工作。 

  第十条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应当带头严格执行党内法规,并对其他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执规责任进行监

督检查,切实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 

  第十一条 执行党内法规应当遵循下列基本要求: 

  (一)担当作为,恪尽职守,不得不作为、乱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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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严格执规,令行禁止,不得打折扣、搞变通； 

  (三)公正执规,坚持党内法规面前人人平等,不得搞特殊、开后门； 

  (四)规范执规,按照规定的主体、权限、程序等执行党内法规。 

  第十二条 党委(党组)每年至少召开 1 次会议专题研究党内法规执行工作,将党内法规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和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 

  牵头执行部门应当将党内法规宣传教育作为履行执规责任的重要方面,加大党内法规宣传教育力度。 

  第十三条 各级党组织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党员干部的执规意识,提高执规能力,严格执规标准,规范执规程

序,提升执规效果。 

  第十四条 上级党组织应当加强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执规责任情况的监督,对重要党内法规的执

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各级党组织应当重视发挥党员、群众和新闻媒体等

在监督执规责任履行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形成执规工作合力。 

  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执规责任情况,应当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内容,可以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党建工作、法治建设等考核相结合。 

  第十五条 党内法规制定机关可以视情对党内法规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开展评估,督促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

履行执规责任,推动党内法规实施。 

  开展党内法规实施评估工作应当制定年度计划。应当列入实施评估范围的党内法规主要包括:上位党内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作出新规定、提出新要求的；相关法律法规作出新规定的；规范和调整事项发生较大变化的；执行过程

中遇到较大困难、意见反映较多的；试行期满或者没有规定试行期但试行超过 5 年的。 

  根据工作需要,实施评估可以对 1 部党内法规或者其中的若干条款开展专项评估,也可以对相关联的若干部党内

法规开展一揽子评估。实施评估结束后应当形成评估报告。 

  第十六条 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规依纪追究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按照有关法律

规定处理: 

  (一)不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党内法规执行的决策部署以及上级党组织有关决定； 

  (二)履行领导、统筹、牵头、配合、监督等执规责任不力； 

  (三)执行党内法规打折扣、搞变通或者选择性执行； 

  (四)本地区本单位在执规中出现重大问题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五)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十七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军队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中央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8.3.296）《中国共产党章程》(2007年 10 月 21日,2012 年 11 月 14 日,2017年 10 月 24 日) 

http://news.12371.cn/2015/03/11/ARTI1426056999129192_1000.shtml   2007 

http://news.12371.cn/2012/11/18/ARTI1353240237279676.shtml  2012 

http://www.12371.cn/special/zggcdzc/zggcdzcqw/   2017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l/201711/20171102664289.shtml  2017 

http://www.12371.cn/special/dnfg/  

《中国共产党章程》 2007 

中国共产党章程（2007 年修改）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 2007 年 10 月 2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总纲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

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news.12371.cn/2015/03/11/ARTI1426056999129192_1000.shtml
http://news.12371.cn/2012/11/18/ARTI1353240237279676.shtml
http://www.12371.cn/special/zggcdzc/zggcdzcqw/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l/201711/20171102664289.shtml
http://www.12371.cn/special/dnfg/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575 页 共 3277 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追求

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

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

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

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

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

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

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

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

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

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

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

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

任务而奋斗。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现阶段，我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

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

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

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

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是我们党执

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项工作都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

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发展为

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跨入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一百年时，建

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

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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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要抓紧

时机，加快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与此相适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

的一切文明成果。改革开放应当大胆探索，勇于开拓，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在实践中

开创新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

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

广开言路，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加强国家立法和法律实施工作，实

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全民

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努力使我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对党员还要进行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教育。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

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坚决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

发展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保持社会长期稳定。 

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切实保证人民解放军履行新世

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在巩固国防、保卫祖国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积极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和民

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中国共产党同全国各民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民族的爱国力量团结

在一起，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

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加强全国人民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

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团结。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国际事务中，维护我国的独立和

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我国同世界

各国的关系。不断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

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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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

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以下四项基本要求： 

第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党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且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全面落实党的基

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

"左"。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选拔使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政绩突出、群众信任的干部，培养和

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从组织上保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贯彻落实。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

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全党必须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开拓创新，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 

第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

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

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

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 

第四，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

极性创造性。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加

强组织性纪律性，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努力造成

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

执政、依法执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

作用。党必须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促进经济社

会全面发展。党必须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

工作，发挥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

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党必须加强对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

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的领导，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党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完善领导体制，改进

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共产党员必须同党外群众亲密合作，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第一章 党员 

第一条 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

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

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第三条 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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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四）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

积极完成党的任务。 

（五）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

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 

（六）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七）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

利益。 

（八）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

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 

 第四条 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党的有关会议，阅读党的有关文件，接受党的教育和培训。 

（二）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 

（三）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 

（四）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

乱纪的事实，要求处分违法乱纪的党员，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 

（五）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 

（六）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和辩

护。 

（七）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

组织直至中央提出。 

（八）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 

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 

第五条 发展党员，必须经过党的支部，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 

申请入党的人，要填写入党志愿书，要有两名正式党员作介绍人，要经过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并且经

过预备期的考察，才能成为正式党员。 

介绍人要认真了解申请人的思想、品质、经历和工作表现，向他解释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说明党员的条件、义务

和权利，并向党组织作出负责的报告。 

党的支部委员会对申请入党的人，要注意征求党内外有关群众的意见，进行严格的审查，认为合格后再提交支部大

会讨论。 

上级党组织在批准申请人入党以前，要派人同他谈话，作进一步的了解，并帮助他提高对党的认识。 

在特殊情况下，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可以直接接收党员。 

第六条 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誓词如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第七条 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一年。党组织对预备党员应当认真教育和考察。 

预备党员的义务同正式党员一样。预备党员的权利，除了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外，也同正式党员一样。 

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党的支部应当及时讨论他能否转为正式党员。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当按期

转为正式党员；需要继续考察和教育的，可以延长预备期，但不能超过一年；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件的，

应当取消预备党员资格。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或延长预备期，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都应当经支部大会讨论通

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 

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从支部大会通过他为预备党员之日算起。党员的党龄，从预备期满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 

第八条 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

内外群众的监督。党员领导干部还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

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 

第九条 党员有退党的自由。党员要求退党，应当经支部大会讨论后宣布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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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党的支部应当对他进行教育，要求他限期改正；经教育仍

无转变的，应当劝他退党。劝党员退党，应当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如被劝告退党的党员坚

持不退，应当提交支部大会讨论，决定把他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

行脱党。支部大会应当决定把这样的党员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第二章 党的组织制度 

第十条 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 

（一）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

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 

（三）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

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四）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既要向上级

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上下级组织之间要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和互相

监督。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 

（五）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

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

自己的职责。 

（六）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

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 

第十一条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候选人

名单要由党组织和选举人充分酝酿讨论。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

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选举人有了解候选人情况、要求改变候选

人、不选任何一个候选人和另选他人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的选举，如果发生违反党章的情况，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在调查核实后，应作

出选举无效和采取相应措施的决定，并报再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查批准，正式宣布执行。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期制。 

第十二条 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在必要时召集代表会议，讨论和决定需要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代表会议代

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召集代表会议的委员会决定。 

第十三条 凡是成立党的新组织，或是撤销党的原有组织，必须由上级党组织决定。 

在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的

负责人。 

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可以派出代表机关。 

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 

第十四条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对同下级组织有关的重要问题作出决定时，在通常情况下，要征求下级组织的意见。

要保证下级组织能够正常行使他们的职权。凡属应由下级组织处理的问题，如无特殊情况，上级领导机关不要干预。 

第十五条 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议，

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 

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定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

可以请求改变；如果上级组织坚持原决定，下级组织必须执行，并不得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但有权向再上一级组织

报告。 

党的各级组织的报刊和其他宣传工具，必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 

第十六条 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重要问题，要进行表决。对于少数人的不同

意见，应当认真考虑。如对重要问题发生争论，双方人数接近，除了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按多数意见执行外，应当暂

缓作出决定，进一步调查研究，交换意见，下次再表决；在特殊情况下，也可将争论情况向上级组织报告，请求裁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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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个人代表党组织发表重要主张，如果超出党组织已有决定的范围，必须提交所在的党组织讨论决定，或向上级

党组织请示。任何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不能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如遇紧急情况，必须由个人作出决定时，事后要

迅速向党组织报告。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第十七条 党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都必须重视党的建设，经常讨论和检查党的宣传工作、教育工作、组织工

作、纪律检查工作、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注意研究党内外的思想政治状况。 

第三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十八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三分之一以上

的省一级组织提出要求，全国代表大会可以提前举行；如无非常情况，不得延期举行。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选举办法，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第十九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二）听取和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三）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 

（四）修改党的章程； 

（五）选举中央委员会； 

（六）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十条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职权是：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部

分成员。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数额，不得超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

各自总数的五分之一。 

第二十一条 党的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会如提前或延期举行，它的任期相应地改变。中央委员会

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五年以上的党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委

员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

督。 

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二条 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通过。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每届中央委员会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领导人，在下届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继续主持党的经常工作，直到

下届中央委员会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领导人为止。 

第二十三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党组织，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进行工作。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工作机关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政治部负责管理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军队中党的组织体制和机构，由中央军事委

员会作出规定。 

第四章 党的地方组织 

第二十四条 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大会，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代表大会，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

市和市辖区的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召集。在特殊情况下，经上一级委员会批准，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选举办法，由同级党的委员会决定，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五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听取和审查同级委员会的报告； 

（二）听取和审查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三）讨论本地区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并作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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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选举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十六条 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这些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

员必须有五年以上的党龄。 

党的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这些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三年

以上的党龄。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如提前或延期举行，由它选举的委员会的任期相应地改变。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分别由上一级委员会决定。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出缺，由候补

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同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本地方的工作，

定期向上级党的委员会报告工作。 

第二十七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报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党的地

方各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在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委员会职权；在下届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继续主持

经常工作，直到新的常务委员会产生为止。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定期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 

第二十八条 党的地区委员会和相当于地区委员会的组织，是党的省、自治区委员会在几个县、自治县、市范围内

派出的代表机关。它根据省、自治区委员会的授权，领导本地区的工作。 

第五章 党的基层组织 

第二十九条 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

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党的基层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分别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

员会。基层委员会由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提出委员候

选人要广泛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 

第三十条 党的基层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至五年，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两年或三年。基层委员会、

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选举产生后，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第三十一条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它的基本任务是： 

（一）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团结、组织党内外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完成本单位所担负的任务。 

（二）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科学发展观，学

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 

（三）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性，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做好群众的思

想政治工作。 

（五）充分发挥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现、培养和推荐他们中间的优秀人才，鼓励和支持他们在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六）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重视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青年中发

展党员。 

（七）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法政纪，严格遵守国家的财政经济法规和人事制度，不得侵占

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 

（八）教育党员和群众自觉抵制不良倾向，坚决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第三十二条 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

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

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

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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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共青团

等群众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

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同时保证行政领导人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 

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中党的基层组织，协助行政负责人完成任务，改进工作，对包括行政负责人在内的每个党员进行

监督，不领导本单位的业务工作。 

第六章 党的干部 

第三十三条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

任人唯亲，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党重视教育、培训、选拔和考核干部，特别是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积极推进干部制度改革。 

党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 

第三十四条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模范地履行本章程第三条所规定的党员的各项义务，并且必须具备以下的基本

条件： 

（一）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水平，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带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

正气，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 

（二）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立志改革

开放，献身现代化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创业，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认真调查研究，能够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

的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 

（四）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有实践经验，有胜任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 

（五）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

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加强道德修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反对官僚主义，

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 

（六）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有民主作风，有全局观念，善于团结同志，包括团结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

一道工作。 

第三十五条 党员干部要善于同党外干部合作共事，尊重他们，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 

党的各级组织要善于发现和推荐有真才实学的党外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保证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第三十六条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

都可以变动或解除。 

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退、离休。 

第七章 党的纪律 

第三十七条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

证。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 

第三十八条 党组织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应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

以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必须开除党籍。 

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严格禁止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违反这些规定的组织或个人

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追究。 

第三十九条 党的纪律处分有五种：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两年。党员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经过留党察看，确已改正错

误的，应当恢复其党员的权利；坚持错误不改的，应当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是党内的最高处分。各级党组织在决定或批准开除党员党籍的时候，应当全面研究有关的材料和意见，采

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第四十条 对党员的纪律处分，必须经过支部大会讨论决定，报党的基层委员会批准；如果涉及的问题比较重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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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或给党员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应分别不同情况，报县级或县级以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批准。在特殊情

况下，县级和县级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直接决定给党员以纪律处分。 

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

本人所在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待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对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上述处分，必须经

过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严重触犯刑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其党籍；严重触犯刑律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由同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 

第四十一条 党组织对党员作出处分决定，应当实事求是地查清事实。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

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说明情况和申辩。如果本人对处分决定不服，可以提出申诉，有关党组织必须负责处理或者

迅速转递，不得扣压。对于确属坚持错误意见和无理要求的人，要给以批评教育。 

第四十二条 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受到追究。 

对于严重违犯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党组织，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在查明核实后，应根据情节严重的程度，作

出进行改组或予以解散的决定，并报再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查批准，正式宣布执行。 

第八章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第四十三条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

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每届任期和同级党的委员会相同。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报党的中央委员会批准。党的地方各级纪

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通过，报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党

的基层委员会是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是设立纪律检查委员，由它的上一级党组织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党的总支

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设纪律检查委员。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员。纪律检

查组组长或纪律检查员可以列席该机关党的领导组织的有关会议。他们的工作必须受到该机关党的领导组织的支持。 

第四十四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

监督；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

中的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把处理特别重要或复杂的案件中的问题和处理的结果，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报告。党的地方各

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同时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

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 

第四十五条 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检查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有权批准和改变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对于案件所作的决定。如果所要改变的该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已经得到它的同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这种

改变必须经过它的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如果对同级党的委员会处理案件的决定有不同意见，可以请求

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复查；如果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或它的成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情况，在同级党的委员会

不给予解决或不给予正确解决的时候，有权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协助处理。 

第九章 党组 

第四十六条 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立党

组。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组的任务，主要是负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重大

问题；做好干部管理工作；团结党外干部和群众，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指导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 

第四十七条 党组的成员，由批准成立党组的党组织决定。党组设书记，必要时还可以设副书记。 

党组必须服从批准它成立的党组织领导。 

第四十八条 对下属单位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工作部门可以建立党委，党委的产生办法、职权和工作任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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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另行规定。 

第十章 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 

第四十九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受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共青团的地方各级组织

受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同时受共青团上级组织领导。 

第五十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要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注意团的干部的选拔和培训。党要坚决支持共青团根据广大青

年的特点和需要，生动活泼地、富于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充分发挥团的突击队作用和联系广大青年的桥梁作用。 

团的县级和县级以下各级委员会书记，企业事业单位的团委员会书记，是党员的，可以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

委员会的会议 

第十一章 党徽党旗 

第五十一条 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 

第五十二条 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 

第五十三条 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

尊严。要按照规定制作和使用党徽党旗。  

 

 

《中国共产党章程》 2012 

中国共产党章程（2012 年修改）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2 年 11 月 14 日通过）  

 总 纲 

  第一章 党 员 

  第二章 党的组织制度 

  第三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四章 党的地方组织 

  第五章 党的基层组织 

  第六章 党的干部 

  第七章 党的纪律 

  第八章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第九章 党 组 

  第十章 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 

  第十一章 党徽党旗 

  总 纲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

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

动指南。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

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

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

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

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

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

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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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

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

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

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

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

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

开创的这条道路、这个理论体系、这个制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

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而奋斗。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

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现阶段，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

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

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

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

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

同富裕，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是

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项工作都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

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

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跨入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

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要

抓紧时机，加快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

作用，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

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从根

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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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领域的改革。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改革开放应当大胆探索，

勇于开拓，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在实践中开创新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

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切实保障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

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广开言路，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

监督的制度和程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法律实施工作，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

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民族

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努力使我国人民成为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对党员还要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

业，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

局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强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依法坚决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保持社会长

期稳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切实保证人民解放军履行

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在巩固国防、保卫祖国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积极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

针，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中国共产党同全国各民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民族的爱国力量

团结在一起，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

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加强全国人民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团结。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完成祖国统一

大业。 

  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国际事务中，维护我国的

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

世界。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我国

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不断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按照独立自主、

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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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整体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

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使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

强核心。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以下四项基本要求： 

  第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党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

想，统一行动，并且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

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选拔使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政绩突出、群众信任的干部，培养和造就千

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从组织上保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贯彻落实。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

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全党必须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开拓创新，创造性地

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

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

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 

  第四，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

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

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

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

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

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坚持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

核心作用。党必须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促进经

济社会全面发展。党必须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

教育工作，发挥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

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党必须加强对工会、共产主义青

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的领导，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党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完善领导体制，

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共产党员必须同党外群众亲密合作，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第一章 党 员 

  第一条 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

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

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第三条 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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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三）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

贡献。 

  （四）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

配，积极完成党的任务。 

  （五）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

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 

  （六）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七）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

正当利益。 

  （八）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

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 

  第四条 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党的有关会议，阅读党的有关文件，接受党的教育和培训。 

  （二）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 

  （三）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 

  （四）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

违法乱纪的事实，要求处分违法乱纪的党员，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 

  （五）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 

  （六）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

和辩护。 

  （七）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

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 

  （八）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 

  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 

  第五条 发展党员，必须经过党的支部，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 

  申请入党的人，要填写入党志愿书，要有两名正式党员作介绍人，要经过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并

且经过预备期的考察，才能成为正式党员。 

  介绍人要认真了解申请人的思想、品质、经历和工作表现，向他解释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说明党员的条件、

义务和权利，并向党组织作出负责的报告。 

  党的支部委员会对申请入党的人，要注意征求党内外有关群众的意见，进行严格的审查，认为合格后再提交支

部大会讨论。 

  上级党组织在批准申请人入党以前，要派人同他谈话，作进一步的了解，并帮助他提高对党的认识。 

  在特殊情况下，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可以直接接收党员。 

  第六条 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誓词如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第七条 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一年。党组织对预备党员应当认真教育和考察。 

  预备党员的义务同正式党员一样。预备党员的权利，除了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外，也同正式党员

一样。 

  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党的支部应当及时讨论他能否转为正式党员。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当

按期转为正式党员；需要继续考察和教育的，可以延长预备期，但不能超过一年；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

件的，应当取消预备党员资格。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或延长预备期，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都应当经支部大会

讨论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 

  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从支部大会通过他为预备党员之日算起。党员的党龄，从预备期满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 

  第八条 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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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党员领导干部还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

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 

  第九条 党员有退党的自由。党员要求退党，应当经支部大会讨论后宣布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备案。 

  党员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党的支部应当对他进行教育，要求他限期改正；经教

育仍无转变的，应当劝他退党。劝党员退党，应当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如被劝告退党的党

员坚持不退，应当提交支部大会讨论，决定把他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

是自行脱党。支部大会应当决定把这样的党员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第二章 党的组织制度 

  第十条 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 

  （一）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

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 

  （三）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

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四）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既要向

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上下级组织之间要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和

互相监督。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 

  （五）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

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

履行自己的职责。 

  （六）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

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 

  第十一条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候

选人名单要由党组织和选举人充分酝酿讨论。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

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选举人有了解候选人情况、要求改变

候选人、不选任何一个候选人和另选他人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的选举，如果发生违反党章的情况，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在调查核实后，

应作出选举无效和采取相应措施的决定，并报再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查批准，正式宣布执行。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期制。 

  第十二条 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在必要时召集代表会议，讨论和决定需要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代表会

议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召集代表会议的委员会决定。 

  第十三条 凡是成立党的新组织，或是撤销党的原有组织，必须由上级党组织决定。 

  在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

织的负责人。 

  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可以派出代表机关。 

  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 

  第十四条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对同下级组织有关的重要问题作出决定时，在通常情况下，要征求下级组织的

意见。要保证下级组织能够正常行使他们的职权。凡属应由下级组织处理的问题，如无特殊情况，上级领导机关不

要干预。 

  第十五条 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可以向中央提出

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 

  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定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

情况，可以请求改变；如果上级组织坚持原决定，下级组织必须执行，并不得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但有权向再上一

级组织报告。 

  党的各级组织的报刊和其他宣传工具，必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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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重要问题，要进行表决。对于少数人的

不同意见，应当认真考虑。如对重要问题发生争论，双方人数接近，除了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按多数意见执行外，应

当暂缓作出决定，进一步调查研究，交换意见，下次再表决；在特殊情况下，也可将争论情况向上级组织报告，请

求裁决。 

  党员个人代表党组织发表重要主张，如果超出党组织已有决定的范围，必须提交所在的党组织讨论决定，或向

上级党组织请示。任何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不能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如遇紧急情况，必须由个人作出决定时，事

后要迅速向党组织报告。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第十七条 党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都必须重视党的建设，经常讨论和检查党的宣传工作、教育工作、组

织工作、纪律检查工作、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注意研究党内外的思想政治状况。 

  第三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十八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三分之一

以上的省一级组织提出要求，全国代表大会可以提前举行；如无非常情况，不得延期举行。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选举办法，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第十九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二）听取和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三）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 

  （四）修改党的章程； 

  （五）选举中央委员会； 

  （六）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十条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职权是：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的部分成员。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数额，不得超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

委员各自总数的五分之一。 

  第二十一条 党的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会如提前或延期举行，它的任期相应地改变。中央委

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五年以上的党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

会委员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

受监督。 

  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二条 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

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

会议通过。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每届中央委员会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领导人，在下届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继续主持党的经常工作，

直到下届中央委员会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领导人为止。 

  第二十三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党组织，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进行工作。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工作机关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政治部负责管理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军队中党的组织体制和机构，由中央军

事委员会作出规定。 

  第四章 党的地方组织 

  第二十四条 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大会，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代表大会，县（旗）、自治县、不设

区的市和市辖区的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召集。在特殊情况下，经上一级委员会批准，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选举办法，由同级党的委员会决定，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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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听取和审查同级委员会的报告； 

  （二）听取和审查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三）讨论本地区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并作出决议； 

  （四）选举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十六条 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这些委员会的委员和候

补委员必须有五年以上的党龄。 

  党的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这些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

三年以上的党龄。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如提前或延期举行，由它选举的委员会的任期相应地改变。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分别由上一级委员会决定。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出缺，由

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同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本地方的工

作，定期向上级党的委员会报告工作。 

  第二十七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报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党

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在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委员会职权；在下届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继续

主持经常工作，直到新的常务委员会产生为止。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定期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 

  第二十八条 党的地区委员会和相当于地区委员会的组织，是党的省、自治区委员会在几个县、自治县、市范

围内派出的代表机关。它根据省、自治区委员会的授权，领导本地区的工作。 

  第五章 党的基层组织 

  第二十九条 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

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党的基层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分别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

部委员会。基层委员会由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提出委

员候选人要广泛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 

  第三十条 党的基层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至五年，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两年或三年。基层委员

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选举产生后，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第三十一条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它的基本任

务是： 

  （一）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充分发挥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积极创先争优，团结、组织党内外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完成本单位所担负的任务。 

  （二）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 

  （三）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性，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做好群众

的思想政治工作。 

  （五）充分发挥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现、培养和推荐他们中间的优秀人才，鼓励和支持他们在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六）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重视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青年

中发展党员。 

  （七）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法政纪，严格遵守国家的财政经济法规和人事制度，不得

侵占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 

  （八）教育党员和群众自觉抵制不良倾向，坚决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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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条 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

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

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

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

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共

青团等群众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制

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同时保证行政领导人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 

  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中党的基层组织，协助行政负责人完成任务，改进工作，对包括行政负责人在内的每个党员

进行监督，不领导本单位的业务工作。 

  第六章 党的干部 

  第三十三条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党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

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党重视教育、培训、选拔、考核和监督干部，特别是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积极推进干部制度改革。 

  党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 

  第三十四条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模范地履行本章程第三条所规定的党员的各项义务，并且必须具备以下的

基本条件： 

  （一）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水平，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带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坚持讲学习、讲政

治、讲正气，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 

  （二）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立志

改革开放，献身现代化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创业，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

实绩。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认真调查研究，能够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

部门的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 

  （四）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有实践经验，有胜任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 

  （五）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原则，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密切联

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加强道德修养，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 

  （六）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有民主作风，有全局观念，善于团结同志，包括团结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

同志一道工作。 

  第三十五条 党员干部要善于同党外干部合作共事，尊重他们，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 

  党的各级组织要善于发现和推荐有真才实学的党外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保证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他们的作

用。 

  第三十六条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

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 

  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退、离休。 

  第七章 党的纪律 

  第三十七条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

的保证。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 

  第三十八条 党组织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应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

给以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必须开除党籍。 

  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严格禁止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违反这些规定的组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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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追究。 

  第三十九条 党的纪律处分有五种：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两年。党员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经过留党察看，确已改

正错误的，应当恢复其党员的权利；坚持错误不改的，应当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是党内的最高处分。各级党组织在决定或批准开除党员党籍的时候，应当全面研究有关的材料和意见，

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第四十条 对党员的纪律处分，必须经过支部大会讨论决定，报党的基层委员会批准；如果涉及的问题比较重

要或复杂，或给党员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应分别不同情况，报县级或县级以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批准。在特

殊情况下，县级和县级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直接决定给党员以纪律处分。 

  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

须由本人所在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待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对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上述处分，必

须经过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严重触犯刑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其党籍；严重触犯刑律的地方各级委员会

委员、候补委员，由同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 

  第四十一条 党组织对党员作出处分决定，应当实事求是地查清事实。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

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说明情况和申辩。如果本人对处分决定不服，可以提出申诉，有关党组织必须负责处理

或者迅速转递，不得扣压。对于确属坚持错误意见和无理要求的人，要给以批评教育。 

  第四十二条 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受到追究。 

  对于严重违犯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党组织，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在查明核实后，应根据情节严重的程度，

作出进行改组或予以解散的决定，并报再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查批准，正式宣布执行。 

  第八章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第四十三条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

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每届任期和同级党的委员会相同。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报党的中央委员会批准。党的地方各

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通过，报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党的基层委员会是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是设立纪律检查委员，由它的上一级党组织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党的总

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设纪律检查委员。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员。纪

律检查组组长或纪律检查员可以列席该机关党的领导组织的有关会议。他们的工作必须受到该机关党的领导组织的

支持。 

  第四十四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

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

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把处理特别重要或复杂的案件中的问题和处理的结果，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报告。党的地

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同时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

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 

  第四十五条 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检查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有权批准和改变下级纪律检查委

员会对于案件所作的决定。如果所要改变的该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已经得到它的同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

这种改变必须经过它的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如果对同级党的委员会处理案件的决定有不同意见，可以

请求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复查；如果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或它的成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情况，在同级党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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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不给予解决或不给予正确解决的时候，有权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协助处理。 

  第九章 党 组 

  第四十六条 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

立党组。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组的任务，主要是负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

重大问题；做好干部管理工作；团结党外干部和群众，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指导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

作。 

  第四十七条 党组的成员，由批准成立党组的党组织决定。党组设书记，必要时还可以设副书记。 

  党组必须服从批准它成立的党组织领导。 

  第四十八条 对下属单位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工作部门可以建立党委，党委的产生办法、职权和工作任务，

由中央另行规定。 

  第十章 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 

  第四十九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受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共青团的地方各级

组织受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同时受共青团上级组织领导。 

  第五十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要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注意团的干部的选拔和培训。党要坚决支持共青团根据广

大青年的特点和需要，生动活泼地、富于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充分发挥团的突击队作用和联系广大青年的桥梁作用。 

  团的县级和县级以下各级委员会书记，企业事业单位的团委员会书记，是党员的，可以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和

常务委员会的会议。 

  第十一章 党徽党旗 

  第五十一条 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 

  第五十二条 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 

  第五十三条 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

旗的尊严。要按照规定制作和使用党徽党旗。 

 

 

《中国共产党章程》 2017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7 年 10 月 24 日通过） 

总 纲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

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

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

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

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

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

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

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

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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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

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

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

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

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

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

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

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

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这个理论体系、这个制度、这个文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实现推进

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

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现阶

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

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

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

达到共同富裕，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各项工作都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

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跨入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

展阶段。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

从严治党。在新世纪新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

一百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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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要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

民融合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充分发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依靠科

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国民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

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全面

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

发展的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要坚

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改革开放应当大胆探索，勇于开拓，提高改革

决策的科学性，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实践中开创新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统筹

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人民

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

多层、制度化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广开

言路，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

法律实施工作，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

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

丑恶现象，努力使我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对党员要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

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

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

质的矛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坚决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犯罪活动

和犯罪分子，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增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行最严格的生态

环境保护制度，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

环境，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

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切实保证

人民解放军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在巩固国防、保卫祖国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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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积极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全

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中国共产党同全国各民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民族的爱国力量

团结在一起，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

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加强全国人民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团结。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促进香港、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正确义

利观，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不断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同发展

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

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密围

绕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以改革创新

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

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

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使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

领导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以下五项基本要求： 

  第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党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并且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

原则统一起来，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加强

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从组织上保证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

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全党必须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开拓创新，创造性地

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

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

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

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第四，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

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

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发展积

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

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

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第五，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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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

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要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于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依规治党、标本兼治，

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加强对

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系。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

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

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必须

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党必须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发挥全

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机关，经

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党必须加强对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

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领导，使它们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充分发挥作用。党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

情况的变化，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共产党员必须同党外群众亲密合作，共同为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第一章 党 员 

  第一条 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

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

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第三条 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

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三）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

贡献。 

  （四）自觉遵守党的纪律，首先是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

秘密，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的任务。 

  （五）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

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 

  （六）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行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

败现象作斗争。 

  （七）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

正当利益。 

  （八）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 

  第四条 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党的有关会议，阅读党的有关文件，接受党的教育和培训。 

  （二）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 

  （三）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 

  （四）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

违法乱纪的事实，要求处分违法乱纪的党员，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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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 

  （六）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

和辩护。 

  （七）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

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 

  （八）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 

  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 

  第五条 发展党员，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经过党的支部，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 

  申请入党的人，要填写入党志愿书，要有两名正式党员作介绍人，要经过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并

且经过预备期的考察，才能成为正式党员。 

  介绍人要认真了解申请人的思想、品质、经历和工作表现，向他解释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说明党员的条件、

义务和权利，并向党组织作出负责的报告。 

  党的支部委员会对申请入党的人，要注意征求党内外有关群众的意见，进行严格的审查，认为合格后再提交支

部大会讨论。 

  上级党组织在批准申请人入党以前，要派人同他谈话，作进一步的了解，并帮助他提高对党的认识。 

  在特殊情况下，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可以直接接收党员。 

  第六条 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誓词如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第七条 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一年。党组织对预备党员应当认真教育和考察。 

  预备党员的义务同正式党员一样。预备党员的权利，除了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外，也同正式党员

一样。 

  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党的支部应当及时讨论他能否转为正式党员。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当

按期转为正式党员；需要继续考察和教育的，可以延长预备期，但不能超过一年；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

件的，应当取消预备党员资格。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或延长预备期，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都应当经支部大会

讨论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 

  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从支部大会通过他为预备党员之日算起。党员的党龄，从预备期满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 

  第八条 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

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党员领导干部还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

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 

  第九条 党员有退党的自由。党员要求退党，应当经支部大会讨论后宣布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备案。 

  党员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党的支部应当对他进行教育，要求他限期改正；经教

育仍无转变的，应当劝他退党。劝党员退党，应当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如被劝告退党的党

员坚持不退，应当提交支部大会讨论，决定把他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

是自行脱党。支部大会应当决定把这样的党员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第二章 党的组织制度 

  第十条 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 

  （一）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

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 

  （三）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

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四）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既要向

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上下级组织之间要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和

互相监督。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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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

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

履行自己的职责。 

  （六）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

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 

  第十一条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候

选人名单要由党组织和选举人充分酝酿讨论。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

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选举人有了解候选人情况、要求改变

候选人、不选任何一个候选人和另选他人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的选举，如果发生违反党章的情况，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在调查核实后，

应作出选举无效和采取相应措施的决定，并报再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查批准，正式宣布执行。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期制。 

  第十二条 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在必要时召集代表会议，讨论和决定需要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代表会

议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召集代表会议的委员会决定。 

  第十三条 凡是成立党的新组织，或是撤销党的原有组织，必须由上级党组织决定。 

  在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

织的负责人。 

  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可以派出代表机关。 

  第十四条 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在一届任期内，对所管理的地方、部门、企

事业单位党组织实现巡视全覆盖。 

  中央有关部委和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根据工作需要，开展巡视工作。 

  党的市（地、州、盟）和县（市、区、旗）委员会建立巡察制度。 

  第十五条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对同下级组织有关的重要问题作出决定时，在通常情况下，要征求下级组织的

意见。要保证下级组织能够正常行使他们的职权。凡属应由下级组织处理的问题，如无特殊情况，上级领导机关不

要干预。 

  第十六条 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可以向中央提出

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 

  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定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

情况，可以请求改变；如果上级组织坚持原决定，下级组织必须执行，并不得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但有权向再上一

级组织报告。 

  党的各级组织的报刊和其他宣传工具，必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 

  第十七条 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重要问题，要进行表决。对于少数人的

不同意见，应当认真考虑。如对重要问题发生争论，双方人数接近，除了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按多数意见执行外，应

当暂缓作出决定，进一步调查研究，交换意见，下次再表决；在特殊情况下，也可将争论情况向上级组织报告，请

求裁决。 

  党员个人代表党组织发表重要主张，如果超出党组织已有决定的范围，必须提交所在的党组织讨论决定，或向

上级党组织请示。任何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不能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如遇紧急情况，必须由个人作出决定时，事

后要迅速向党组织报告。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第十八条 党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都必须重视党的建设，经常讨论和检查党的宣传工作、教育工作、组

织工作、纪律检查工作、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注意研究党内外的思想政治状况。 

第三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十九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三分之一

以上的省一级组织提出要求，全国代表大会可以提前举行；如无非常情况，不得延期举行。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选举办法，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第二十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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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三）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 

  （四）修改党的章程； 

  （五）选举中央委员会； 

  （六）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职权是：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的部分成员。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数额，不得超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

央委员各自总数的五分之一。 

  第二十二条 党的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会如提前或延期举行，它的任期相应地改变。中央委

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五年以上的党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

会委员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

受监督。 

  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三条 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

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

会议通过。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每届中央委员会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领导人，在下届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继续主持党的经常工作，

直到下届中央委员会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领导人为止。 

  第二十四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党组织，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进行工作。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军队中党的工

作和政治工作，对军队中党的组织体制和机构作出规定。 

第四章 党的地方组织 

  第二十五条 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大会，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代表大会，县（旗）、自治县、不设

区的市和市辖区的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召集。在特殊情况下，经上一级委员会批准，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选举办法，由同级党的委员会决定，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六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听取和审查同级委员会的报告； 

  （二）审查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三）讨论本地区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并作出决议； 

  （四）选举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十七条 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这些委员会的委员和候

补委员必须有五年以上的党龄。 

  党的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这些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

三年以上的党龄。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如提前或延期举行，由它选举的委员会的任期相应地改变。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分别由上一级委员会决定。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出缺，由

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同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本地方的工

作，定期向上级党的委员会报告工作。 

  第二十八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报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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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在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委员会职权；在下届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继续

主持经常工作，直到新的常务委员会产生为止。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定期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 

  第二十九条 党的地区委员会和相当于地区委员会的组织，是党的省、自治区委员会在几个县、自治县、市范

围内派出的代表机关。它根据省、自治区委员会的授权，领导本地区的工作。 

第五章 党的基层组织 

  第三十条 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

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党的基层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分别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

部委员会。基层委员会由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提出委

员候选人要广泛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 

  第三十一条 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至五年。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

支部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选举产生后，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第三十二条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它的基本任

务是： 

  （一）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充分发挥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积极创先争优，团结、组织党内外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完成本单位所担负的任务。 

  （二）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

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 

  （三）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提高党员素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严格党的组织生活，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加强和改进流动

党员管理。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做好群众

的思想政治工作。 

  （五）充分发挥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现、培养和推荐他们中间的优秀人才，鼓励和支持他们在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六）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重视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青年

中发展党员。 

  （七）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国家的财政经济法规和人事制度，

不得侵占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 

  （八）教育党员和群众自觉抵制不良倾向，坚决同各种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 

  第三十三条 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支持和保

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 

  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国有企

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

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

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共

青团等群团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社会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教育管理党员，

引领服务群众，推动事业发展。 

  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制

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同时保证行政领导人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 

  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中党的基层组织，协助行政负责人完成任务，改进工作，对包括行政负责人在内的每个党员

进行教育、管理、监督，不领导本单位的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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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条 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担负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

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 

第六章 党的干部 

  第三十五条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党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反对任人唯亲，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

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党重视教育、培训、选拔、考核和监督干部，特别是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积极推进干部制度改革。 

  党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 

  第三十六条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模范地履行本章

程第三条所规定的党员的各项义务，并且必须具备以下的基本条件： 

  （一）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的水平，带头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 

  （二）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立志

改革开放，献身现代化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创业，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

实绩。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认真调查研究，能够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

部门的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 

  （四）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有实践经验，有胜任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 

  （五）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原则，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密切联

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加强道德修养，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 

  （六）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有民主作风，有全局观念，善于团结同志，包括团结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

同志一道工作。 

  第三十七条 党员干部要善于同党外干部合作共事，尊重他们，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 

  党的各级组织要善于发现和推荐有真才实学的党外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保证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他们的作

用。 

  第三十八条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

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 

  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退、离休。 

第七章 党的纪律 

  第三十九条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

的保证。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 

  第四十条 党的纪律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 

  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以批评

教育直至纪律处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处分、组织调整成为管党治

党的重要手段，严重违纪、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必须开除党籍。 

  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严格禁止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违反这些规定的组织或

个人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追究。 

  第四十一条 对党员的纪律处分有五种：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两年。党员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经过留党察看，确已改

正错误的，应当恢复其党员的权利；坚持错误不改的，应当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是党内的最高处分。各级党组织在决定或批准开除党员党籍的时候，应当全面研究有关的材料和意见，

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第四十二条 对党员的纪律处分，必须经过支部大会讨论决定，报党的基层委员会批准；如果涉及的问题比较

重要或复杂，或给党员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应分别不同情况，报县级或县级以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批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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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下，县级和县级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直接决定给党员以纪律处分。 

  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给以警告、严重警告处分，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后，报

党中央批准。对地方各级党的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给以警告、严重警告处分，应由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

并报它的同级党的委员会备案。 

  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

须由本人所在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在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待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对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上述处

分，必须经过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由这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严重触犯刑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其党籍；严重触犯刑律的地方各级委员会

委员、候补委员，由同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 

  第四十三条 党组织对党员作出处分决定，应当实事求是地查清事实。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

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说明情况和申辩。如果本人对处分决定不服，可以提出申诉，有关党组织必须负责处理

或者迅速转递，不得扣压。对于确属坚持错误意见和无理要求的人，要给以批评教育。 

  第四十四条 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问责。 

  对于严重违犯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党组织，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在查明核实后，应根据情节严重的程度，

作出进行改组或予以解散的决定，并报再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查批准，正式宣布执行。 

第八章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第四十五条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

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上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对

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每届任期和同级党的委员会相同。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报党的中央委员会批准。党的地方各

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通过，报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党的基层委员会是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是设立纪律检查委员，由它的上一级党组织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党的总

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设纪律检查委员。 

  党的中央和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同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纪律检查组组长参加驻在部门

党的领导组织的有关会议。他们的工作必须受到该机关党的领导组织的支持。 

  第四十六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

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

工作。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执纪、问责，要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

的决定；对党的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受理处置党员群众检举举报，开展谈话提醒、

约谈函询；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

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进行问责或提出责任追究的建议；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把处理特别重要或复杂的案件中的问题和处理的结果，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报告。党的地

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同时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

查的，应当在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报告的同时向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涉及常务委员的，报告上一级纪律检查

委员会，由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初步核实，需要审查的，由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它的同级党的委员会批

准。 

  第四十七条 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检查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有权批准和改变下级纪律检查委

员会对于案件所作的决定。如果所要改变的该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已经得到它的同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

这种改变必须经过它的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如果对同级党的委员会处理案件的决定有不同意见，可以

请求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复查；如果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或它的成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情况，在同级党的委

员会不给予解决或不给予正确解决的时候，有权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协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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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党 组 

  第四十八条 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

立党组。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组的任务，主要是负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对本单位党的建

设的领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做好干部管理工作；讨论和决定基层党组织设

置调整和发展党员、处分党员等重要事项；团结党外干部和群众，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领导机关和直属单位

党组织的工作。 

  第四十九条 党组的成员，由批准成立党组的党组织决定。党组设书记，必要时还可以设副书记。 

  党组必须服从批准它成立的党组织领导。 

  第五十条 对下属单位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工作部门可以建立党委，党委的产生办法、职权和工作任务，

由中央另行规定。 

第十章 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 

  第五十一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受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共青团的地方各级

组织受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同时受共青团上级组织领导。 

  第五十二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要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注意团的干部的选拔和培训。党要坚决支持共青团根据

广大青年的特点和需要，生动活泼地、富于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充分发挥团的突击队作用和联系广大青年的桥梁作

用。 

  团的县级和县级以下各级委员会书记，企业事业单位的团委员会书记，是党员的，可以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和

常务委员会的会议。 

第十一章 党徽党旗 

  第五十三条 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 

  第五十四条 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 

  第五十五条 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

旗的尊严。要按照规定制作和使用党徽党旗。 

 

8.3.297）《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16年 10 月 27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02/c_1119838382.htm  

http://news.12371.cn/2016/11/02/ARTI1478091665764299.shtml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2016 年 10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

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坚持把开展严肃认真

的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党的建设重要任务来抓，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为巩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增强党的生机活力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保证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心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八〇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为拨乱反正、恢复和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原则和规定今天

依然适用，要继续坚持。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总体是好的。同时，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主

要是：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

作假、庸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

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

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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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

须继续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

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赢得了党心

民心，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 

  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为更好进行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经受“四大考

验”、克服“四种危险”，有必要制定一部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 

  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

路线，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

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

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

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

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

范。 

  一、坚定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

统一的思想基础。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个“总开关”问题，不断增强政治定力，自觉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和忠实实践者；必须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

干部要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 

  全体党员必须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把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的过程中，

自觉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苦干实干，在胜利时和顺境中不骄傲不自满，在困难时和逆境中不消沉不动摇，

经受住各种赞誉和诱惑考验，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加强学习。思想理论上的坚定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

义指导思想，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自觉抓好学习、增强

党性修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必修课，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党章党规，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

悟和理论水平。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特别是要聚焦现实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适应时

代进步和事业发展要求，广泛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哲学、历史、法律、科技、国防、国际

等各方面知识，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提高领导能力专业化水平。 

  坚持和创新党内学习制度。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等制度为主要抓手，各级党组织要定期开展集体学习。党

员、干部每年要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领导干部要定期参加党校学习。坚持开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要

加强督促检查，把学习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坚持中央领导同志作专题报告制度。健全党

内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分析研究和情况通报制度，强化互联网思想理论引导，把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讲清楚，帮助党

员、干部站稳政治立场，分清是非界限，坚决抵制错误思想侵蚀。 

  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也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根本保

证。必须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偏离和动摇。 

  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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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物质基础。 

  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矢志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勇于自我革命，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

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决不能安于现状、墨守成规。新形势下，党

领导人民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全党必须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贯穿于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全过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

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反对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

又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坚持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不断研

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全党必须坚决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歪曲、

丑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

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

对和抵制。 

  考察识别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首先看是否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

大非面前不能态度暧昧，不能动摇基本政治立场，不能被错误言论所左右。当人民利益受到损害、党和国家形象受

到破坏、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威胁时，要挺身而出、亮明态度，主动坚决开展斗争。对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立场、

没有态度、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在错误言行面前不抵制、不斗争，明哲保身、当老好人等政治不合格的坚决不用，

已在领导岗位的要坚决调整，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 

  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

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必须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

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核心是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

会和中央委员会。 

  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牢固

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各级组

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

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和解释。各部门各地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

可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对党中央作出的决议和制定的政策如有不同意见，

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向党组织提出保留意见，也可以按组织程序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党中央提

出。 

  全党必须自觉服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人民军队，各人民团体，各地方，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其党组织都要不

折不扣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 

  全党必须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其党组织要定期向党

中央报告工作。研究涉及全局的重大事项或作出重大决定要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执行党中央重要决定的情况要

专题报告。遇有突发性重大问题和工作中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情况紧急必须临机处置的，要尽职尽

力做好工作，并迅速报告。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同级各个组织中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同级党委

领导、向同级党委负责，重大事项和重要情况及时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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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任何党组织和任何

党员都不准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不准先斩后奏，更不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属于部门和地方职权范围

内的工作部署，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决不允许自行其是、各自为政，

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四、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重要保障，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必须严明党的

纪律，把纪律挺在前面，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 

  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

和特殊党员。每一个党员对党的纪律都要心存敬畏、严格遵守，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反党的纪律。党的各

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坚决同一切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 

  政治纪律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必

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员不准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准公开发表违背党中

央决定的言论，不准泄露党和国家秘密，不准参与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不准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

形象的言论。党员不准搞封建迷信，不准信仰宗教，不准参与邪教，不准纵容和支持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

暴力恐怖势力及其活动。 

  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准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严禁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个人势力、

结成利益集团。对那些投机取巧、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的人，要严格防范，依纪依规处理。坚决防止野心家、阴

谋家窃取党和国家权力。 

  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如实向党反映和报

告情况，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反对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

部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名义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说假话。凡因弄虚作假、隐瞒实情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

损失的，凡因弄虚作假、隐瞒实情骗取荣誉、地位、奖励或其他利益的，凡因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弄虚作

假、隐瞒实情的，都要依纪依规严肃问责追责。对坚持原则、敢于说真话的同志，要给予支持、保护、鼓励。 

  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吹捧，禁止给领导人祝寿、送

礼、发致敬函电，禁止在领导干部国内考察工作时组织迎送、张贴标语、敲锣打鼓、铺红地毯、举行宴会等。 

  党的各级组织必须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责任，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批评制止，不

能听之任之。党的各级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要加强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坚决防止和纠正执行纪律宽松软的

问题。 

  五、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

去根基。必须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的根本要求。 

  全党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党的各级组织、

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决不允许在群众面前

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决不允许当官做老爷、漠视群众疾苦，更不允许欺压群众、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改进和创

新联系群众方法，建立和完善民意调查等制度，利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等各种渠道了解社情民意，倾听群众呼声，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一致起来，着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全党必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反对形

式主义，重在解决作风飘浮、工作不实，文山会海、表面文章，贪图虚名、弄虚作假等问题。反对官僚主义，重在

解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作风霸道、迷恋特权等问题。反对享乐主义，重在解决追名逐利、

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物丧志等问题。反对奢靡之风，重在解决铺张浪费、挥霍无度，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等问

题。坚持抓常、抓细、抓长，特别是要防范和查处各种隐性、变异的“四风”问题，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常态

化、长效化。 

  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提高做群众工作能力，既服务群众又带领群众坚定不移贯彻落实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引领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坚决反对命令主义，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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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尾巴主义”，不允许为了个人政绩、选票和形象脱离实际随意决策、随便许愿。 

  坚持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同干部群众谈心、群众满意度测评等制度。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

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到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矛盾突出的地方解决问题，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

领导干部下基层要接地气，轻车简从，了解实情，督查落实，解决问题，坚决反对作秀、哗众取宠。对一切搞劳民

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行为，要严肃问责追责，依纪依法处理。在应对重大安全事件、重大突发事

件、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等事件中，领导干部必须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及时协调解决突出问题，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党员、干部必须顾全大局，自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遇到涉及自身利益和局部利益的问题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

上级反映，积极主动做好化解社会矛盾、防控社会风险工作，不准组织、参与、纵容扰乱社会秩序的非法活动。 

  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实行集体领

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坚持，任何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

以任何理由违反这项制度。 

 

  各级党委(党组)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凡属重大问题，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

原则，由集体讨论、按少数服从多数作出决定，不允许用其他形式取代党委及其常委会(或党组)的领导。落实党委

常委会(或党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坚决反对和防止独断专

行或各自为政，坚决反对和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坚决反对和防止以党委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

各级党委(党组)要善于观大势、抓大事、管全局，及时发现和解决矛盾和难题，不上推下卸，不留后遗症。建立上

级组织在作出同下级组织有关重要决策前征求下级组织意见的制度。 

  领导班子成员必须增强全局观念和责任意识，在研究工作时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一抓到底，不得违背集

体决定自作主张、自行其是。坚决反对和纠正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等

错误言行。坚持讲原则、讲规矩，共同维护坚持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发扬民主、善于集中、敢于担责。在研究讨论问题时要把自己当成班子中平等的

一员，充分发扬民主，严格按程序决策、按规矩办事，注意听取不同意见，正确对待少数人意见，不能搞一言堂甚

至家长制。支持班子成员在职责范围内独立负责开展工作，坚决防止和克服名为集体领导、实际上个人或少数人说

了算，坚决防止和克服名为集体负责、实际上无人负责。 

  领导班子成员必须坚决执行党组织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或向上一级党组织提出，但在上级或本级党

组织改变决定以前，除执行决定会立即引起严重后果等紧急情况外，必须无条件执行已作出的决定。 

  领导班子成员分工按规定向上级党委报备，无正当理由、未向上级党委报备不得调整。领导干部要自觉服从组

织分工安排，任何人都不能向组织讨价还价、不服从组织安排。领导干部不准把分管工作、分管领域和地方当作“私

人领地”，不准搞独断专行。 

  在党的工作和活动中，该以组织名义出面不能以个人名义出面，该由集体研究不能个人擅自表态，不允许用个

人主张代替党组织的主张、用个人决定代替党组织的决定。 

  七、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要坚持和完善党内民主各项制度，提高党内民主

质量，党内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必须执行党章党规确定的民主原则和程序，任何党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压制党内

民主、破坏党内民主。 

  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党的各级委员会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凝聚智慧和力量，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必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保障全体党员平等

享有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任何党组

织和党员不得侵害党员民主权利。 

  畅通党员参与讨论党内事务的途径，拓宽党员表达意见渠道，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健全党内重大决

策论证评估和征求意见等制度。党的各级组织对重大决策和重大问题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征求党员意见，党员有权在

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

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党中央提出。推进党务公开，发展和用好党务公开新形式，使党员更好了解和参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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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事务。 

  党内选举必须体现选举人意志，规范和完善选举制度规则。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选举人依

照规定自主行使选举权，坚决反对和防止侵犯党员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现象，坚决防止和查处拉票贿选等行为。 

  坚持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未经批准不得提前或延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落实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实行代表

提案制，健全代表参与重大决策、参加重要干部推荐和民主评议、列席党委有关会议、联系党员群众等制度。更好

发挥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及委员作用。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畅通党员表达意见、要求撤换不称

职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渠道。按期进行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和支部委员会换届。 

  党员有权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纪违法的事实，提倡实名举报。党员有权在党的会

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党组织既要严肃处理对举报者的歧视、刁难、压制行为特别是打击报

复行为，又要严肃追查处理诬告陷害行为。对受到诽谤、诬告、严重失实举报的党员，党组织要及时为其澄清和正

名。要保障党员申辩、申诉等权利。对执纪中的过错或违纪行为，要依规及时纠正、消除影响并追究有关组织和人

员的责任。 

  八、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 

  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保证。必须严格标准、健全制度、完善政策、规范程序，

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 

  选拔任用干部必须坚持党章规定的干部条件，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信念

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把公道正派作为干部工作核心理念贯穿选人用人

全过程，做到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 

  选人用人必须强化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落实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实制度，确保每个环节都规范操作。组

织部门要严格按政策、原则、制度办事，实事求是考察评价干部，敢于为干部说公道话，敢于抵制选人用人中的违

规行为，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选人用人导向。加强选人用人监督问责，对用人失察失误的严肃追究责任。 

  党的各级组织必须自觉防范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种种偏向。坚决禁止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

行为，坚决禁止向党伸手要职务、要名誉、要待遇行为，坚决禁止向党组织讨价还价、不服从组织决定的行为。坚

决纠正唯票、唯分、唯生产总值、唯年龄等取人偏向，坚决克服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倾向。领导干部要带头

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不准任人唯亲、搞亲亲疏疏，不准封官许愿、跑风漏气、收买人心，不准个人为干部提拔任用

打招呼、递条子。领导干部不得干预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和不属于自己分管领域的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有关地方和单位党组织要抵制这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行为。 

  任何人都不准把党的干部当作私有财产，党内不准搞人身依附关系。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能搞家长制，

要求别人唯命是从，特别是不能要求下级办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下级应该抵制上级领导干部的这种要求并向更上

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报告，不应该对上级领导干部无原则服从。规范和纯洁党内同志交往，领导干部对党员不能颐

指气使，党员对领导干部不能阿谀奉承。 

  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必须既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又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真诚关

爱，鼓励干部干事创业、大胆作为。 

  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确对待犯错误

的干部，帮助其认识和改正错误。不得混淆干部所犯错误性质或夸大错误程度对干部作出不适当的处理，不得利用

干部所犯错误泄私愤、打击报复。 

  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扬钉钉子精神，力戒空谈，察实

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做到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无私无畏，做到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险

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党的各级组织要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

对不担当、不作为、敷衍塞责的干部要严肃批评，必要时给予组织处理或党纪处分；对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造

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责，依纪依法处理。 

  九、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 

  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必须坚持党

的组织生活各项制度，创新方式方法，增强党的组织生活活力。 

  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增强党的意识，时刻牢记自己第一身份是党员。任何党员都不能游离于党

的组织之外，更不能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每个党员无论职务高低，都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党组织要严格执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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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生活制度，确保党的组织生活经常、认真、严肃。 

  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党员必须参加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和上党课，党支部要定期召开支部委员会会议。“三

会一课”要突出政治学习和教育，突出党性锻炼，坚决防止表面化、形式化、娱乐化、庸俗化。领导干部要以普通

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或党小组的组织生活，坚持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每个党员都要按规定自觉交纳党费，

党费使用和管理要公开透明。 

  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会前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谈心交心，会上要认真查摆问题、深刻剖析根

源、明确整改方向，会后要逐一整改落实。上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定期、随机参加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民主生活

会和组织生活会，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好民主生活会。 

  坚持谈心谈话制度。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员之间要开展经常性的谈心谈

话，坦诚相见，交流思想，交换意见。领导干部要带头谈，也要接受党员、干部约谈。 

  坚持对党员进行民主评议。督促党员对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对照入党誓词、联系个人实际进行党性分析，

强化党员意识、增强党的观念、提高党性修养。对党性不强的党员，及时进行批评教育，限期改正；经教育仍无转

变的，应劝其退党或除名。 

  领导干部必须强化组织观念，工作中重大问题和个人有关事项必须按规定按程序向组织请示报告，离开岗位或

工作所在地要事先向组织请示报告。对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报告或隐瞒不报的，要严肃处理。 

  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必

须坚持不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用好。 

  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坚持“团结——批评——团结”，按

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严肃认真提意见，满腔热情帮同志，决不能把自我批评变成自我

表扬、把相互批评变成相互吹捧。 

  党员、干部必须严于自我解剖，对发现的问题要深入剖析原因，认真整改。对待批评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不能搞无原则的纷争。 

  批评必须出于公心，不主观武断，不发泄私愤。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

学和好人主义，坚决克服文过饰非、知错不改等错误倾向。 

  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各种不同意见都必须听取，鼓励下级反映真实情况。党内工作会议的报告、讲话以

及各类工作总结，上级机关和领导干部检查指导工作，既要讲成绩和经验，又要讲问题和不足；既要注重解决问题，

又要从问题中反思自身工作和领导责任。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示范行动引导党员、干部打消自

我批评怕丢面子、批评上级怕穿小鞋、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等思想顾虑。把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

的能力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的重要依据。 

  十一、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

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 

  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实行权力清单制度，

公开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健全不当用权问责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自觉按法定权限、规则、

程序办事，决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决不能违规干预司法。 

  营造党内民主监督环境，畅通党内民主监督渠道。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增强监督意识，既履行监督责任，

又接受各方面监督。 

  党内监督必须突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监督，主动接受监督，

习惯在监督下开展工作，决不能拒绝监督、逃避监督。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自觉检查和及时纠正在行使权力、廉政勤政方面存在的问

题，做到可以行使的权力按规则正确行使，该由上级组织行使的权力下级组织不能行使，该由领导班子集体行使的

权力班子成员个人不能擅自行使，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决不能行使。 

  对涉及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对党员反映的问题，任何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不准隐瞒不报、拖延不办。涉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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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问题的领导干部应该回避，不准干预或插手组织调查。 

  党员、干部反映他人的问题，应该出于党性，通过党内正常渠道实名进行，不准散布小道消息，不准散发匿名

信，不准诬告陷害等。对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的党员，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擅自进行追查，不

准采取调离工作岗位、降格使用等惩罚措施。 

  坚持授权者要负责监督，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置。强化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

防止权力失控和滥用。 

  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必须依纪依法进行。纪检监察、司法机关严格依纪依法按程序对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自行决定或受指使对党员、干部采取非法调查手段。对违反规

定的，要严肃追究纪律和法律责任。 

  十二、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务。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

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和队伍纯洁。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经得起权力、金钱、美

色考验，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讲修养、讲道德、讲诚信、讲廉耻，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自觉远离低级趣味。 

  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中央政治局要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

高级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带头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

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带头执行廉洁自律准则，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不准利用权力为自己和

他人谋取私利，禁止违反财经制度批钱批物批项目，禁止用各种借口或巧立名目侵占、挥霍国家和集体财物，禁止

违反规定提高干部待遇标准。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

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行为。禁止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家属亲友谋求特殊照顾，

禁止领导干部家属亲友插手领导干部职权范围内的工作、插手人事安排。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来自领导干部

家属亲友的违规干预行为要坚决抵制，并将有关情况报告党组织。 

  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拒腐蚀、永不沾，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坚决抵制潜规则，自觉净

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决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活和工作中来。党的各级组织要担负起反腐

倡廉政治责任，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党内决

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党的共同任务，必须全党一起动手。各级党委(党组)要全面履行加强和规范党内

政治生活的领导责任，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建立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体系，把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各项任务

落到实处。深入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宣传教育，把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列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内容。 

  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党的

各级组织要强化对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建立健全问责机制，上级党组织要加强对下级党组织的

指导监督检查，各级组织部门和机关党组织要加强日常管理，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严肃查处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的各种行为。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从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做起。高级干部要清醒认识

自己岗位对党和国家的特殊重要性，职位越高越要自觉按照党提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越要做到党性坚强、党纪

严明，做到对党始终忠诚、永不叛党。制定高级干部贯彻落实本准则的实施意见，指导和督促高级干部在遵守和执

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上作全党表率。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全党要坚持不懈努力，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8.3.298）《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2016 年 1月 1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844/613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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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qinfeng.gov.cn/zxxx1/djfgk/dnfgzd/zz.htm  

http://news.12371.cn/2015/10/22/ARTI1445481444215144.shtml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单位党委，各人民团

体党组： 

  2010 年 1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对于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不断深化，该准则已不能完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实

践需要，党中央决定予以修订。现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遵照执行。 

  《准则》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紧扣廉洁自律主题，

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重在立德，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

廉洁自律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法规，是对党章规定的具体化，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成果，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

树立了一个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对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加强党内监督，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当和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抓好《准则》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把各项要求

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心上。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以更高更严的要求，带头践行廉洁

自律规范。广大党员要加强党性修养，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使廉洁自律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

理想信念宗旨“高线”，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准则》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同时废止。 

  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准则》过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根本宗旨，必须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廉洁自律，接受监督，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党员廉洁自律规范 

  第一条 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 

  第二条 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第三条 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第四条 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 

  第五条 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第六条 廉洁用权，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第七条 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 

  第八条 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8.3.299）《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 年 2月 29日) 

http://news.12371.cn/2015/03/11/ARTI1426059362559711.shtml  

http://qinfeng.gov.cn/info/1844/61306.htm  

(1980 年 2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认真维

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

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又有统一意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

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任务。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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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党员和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

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全党同志遵循这些准则，空前团结，步调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的胜利。 

  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广大党员基本上坚持了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但是，由于革命斗争胜

利和党在全国处于执政党地位而在一部分同志中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由于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由于

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特权思想等不良倾

向有所发展，同时在党内斗争的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特别

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当时党所犯的严重错误，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

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分裂活动，肆意践踏党规党法，取消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党员的党性观念，党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大力整顿党风党纪，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已经有所

恢复。但是，治愈林彪、“四人帮”给党造成的创伤，还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和艰巨复杂的斗争。为了全面恢

复和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全党的民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组织和纪

律，提高党的战斗力，中央根据目前党的状况，向全党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下列准则。 

  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最根本的一条。党中央所提出的政治路线，其基本内容

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

强国（党的政治路线的正式表述，以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党章总纲为准）。这是一条反映全国人

民最高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全党同志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思想路线是党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党的思想路线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党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根本点就是一切

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林彪、“四人帮”长期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它的精神实

质，离开实践标准，把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每句话都当作真理，都当作法律和教条，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所以

必须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

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捍卫和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 

  一是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那种本本上有的不许改，本本上没有的不许说、不许做的思想，

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巨大障碍。我们看形势、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从客观实际

出发，一定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发展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

来，一定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以解决当前革

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 

  二是要反对和批判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

观点和修正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

的保障；党是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核心力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基础。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必须始终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 

  党的各级组织、各部门、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地、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对党的路

线和党的领导采取对抗、消极抵制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是党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

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的重要任免、调动

和处理，群众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及上级领导机关规定应由党委集体决定的问题，应该根据情况分别提交党的

委员会、常委会或书记处、党组集体讨论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党委成立的研究处理任何专题的组织，

必须在党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不得代替党委，更不得凌驾于党委之上。 

  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

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 

  各个领导成员之间，要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善于合作。大家都要自觉地维护党委集体领导的威信。在开展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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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既要坚持原则，又要与人为善。 

  党委会讨论重大问题，要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中发生了分歧，既要认真考虑少数人的意见，又不

可议而不决，耽误工作。 

  坚持集体领导，并不是降低和否定个人的作用，集体领导必须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要明确地规定每个领导

成员所负的具体责任，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不要事无巨细统统拿到党委会上讨论。 

  在分工负责中，书记或第一书记担负着组织党委的活动和处理日常工作的主要责任。不应借口集体领导而降低

和抹煞书记或第一书记在党委会中的重要作用。 

  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

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不许用剥削阶级的阿谀之辞称颂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不许歪曲历史和捏造事实来宣扬领导人

的功绩。禁止给领导人祝寿、送礼、发致敬函电。对活着的人不许设纪念馆，对已故的领袖们不应多设纪念馆。禁

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街名、地名、企业和学校的名字。除外事活动外，禁止在领导人外出时组织迎送，张贴标

语，敲锣打鼓，举行宴会。 

  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林彪、“四人帮”搞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既破坏了民主，又破坏了

集中；既破坏了自由，又破坏了纪律。这种无政府主义流毒，至今没有肃清。因此，必须严肃地重申“个人服从组

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每个党员要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准则。 

  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委的成员，都必须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或者向上一

级党委提出声明，但在上级或本级党委改变决定以前，除了执行决定会立即引起严重后果的非常紧急的情况之外，

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原来的决定。 

  必须反对和防止分散主义。全党服从中央，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首要条件，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的根本保证。任何部门、任何下级组织和党员，对党的决定采取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态度，合意的就执行，不

合意的就不执行，公开地或者变相地进行抵制，以至擅自推翻，都是严重违反党纪的行为。 

  对于关系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全局的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有不同看法，可以在党内适当的场合进

行讨论。但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在报刊上进行讨论，应由中央决定。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这种有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党员如有意见，可以经过

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是绝对不允许在报刊、广播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也不得在群众中

散布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意见。这是党的纪律。 

  每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都必须按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个人问题，自觉地服从党组织对自己工

作的分配、调动和安排。如果认为对自己的工作分配不适当，可以提出意见，但经过党组织考虑作出最后决定时，

必须服从。 

  每个党员都必须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并同泄漏党和国家机密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一切党员看文件、听传达、

参加党的会议，都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严禁把党的秘密泄漏给家属、亲友和其他不应该知道这种秘密的人。必须

注意内外有别，凡属党内不许对外公开的事情，不准向党外传布。 

  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成为遵守国家法律，遵守劳动纪律、工作纪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的模范。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事，必须顾全党的、国家的和人民的大局，并且用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教育群众。这是共

产党员革命觉悟的重要表现，也是巩固全国安定团结的重要保证。少数人闹事，党员必须按照党的政策向他们进行

宣传解释，慎重处理，使事态平息；对他们提出的某些合理要求，要说服和帮助他们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共产党

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怂恿、支持和参加闹事。 

  四、坚持党性，根绝派性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统一的战斗的集体，必须坚持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任何形式的派性和派别活动。 

  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是分裂党和颠覆党的犯罪行为。共产党员绝对不允许参加反对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

各级党的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从林彪、“四人帮”煽动派性，组织秘密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事件中

吸取教训，提高警惕，坚决防止这类事件的重演。 

  派性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是根本不相容的。搞小派别，结帮营私，是剥削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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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封建阶级和小生产者的行帮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一部分党员如果背着党有组织地进行与党的路线、决议相背离的活动，就是派性活动。进行派性活动，必然会

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不加以坚决制止而任其发展，就会导致党

的分裂。 

  目前党内虽然已经不存在公开的派别集团，但有些受林彪、“四人帮”影响较深的干部和党员仍然有派性，甚

至仍在进行派性活动；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明无山头暗有礁”，派性的“幽灵”不散，派性分子经常抵制党

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决议的执行。 

  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党性，为根绝派性进行不懈的斗争。对于坚持派性屡教不改的人，一定

要给予严肃的纪律处分。不应该让这样的人进领导班子，已在领导岗位上的一定要撤下来。 

  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要实行“五湖四海”的原则，这就是说，要团结一切忠实于党

的利益的同志，团结大多数。共产党员一定要有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胸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处理同志的关系

上，只问他是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遵守党的纪律，不应因为私怨而耿耿于怀，排挤打击，不应由于亲疏而有不同

的对待。绝对禁止搞宗派活动，搞小圈子；不允许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抬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不要

纠缠历史旧账。 

  在党和群众的关系上，同样要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共产党员在人民群众中是少数，必须把亿万群众团结

在党的周围，同心同德地为实现四化而奋斗。共产党员必须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满腔热情

地团结非党同志一道工作。 

  在干部工作中要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严禁以派性划线，严禁利用职权在党

内拉私人关系，培植私人势力。共产党员应该忠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原则，不应该效忠于某个人。任何人不得把党的

干部当作私有财产，不得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 

  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 

  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光明磊落，表里如一，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全党

同志一定要努力肃清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造成的假话盛行的歪风邪气，恢复和发扬党一贯倡导的讲真话，不

讲假话，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 

  共产党员要忠诚坦白，对党组织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和自己的思想、观点。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要口是心非，阳奉阴违。 

  要坚决反对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看领导眼色说话办事，拿原则做交易，投机钻营，向党伸手要名誉地位的官

僚政客作风和市侩行为。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对人对己都要尊重事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如实地向党反映情况。不可看领导需要

什么就提供什么，报喜不报忧，更不许可弄虚作假，骗取信任、荣誉和奖励。不准以任何理由和任何名义纵容、暗

示、诱使、命令或强迫下级说假话。 

  凡是弄虚作假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凡是说假话骗取了荣誉地位的；凡是用说假话来掩饰严重过

失或达到其他个人目的的；凡是纵容或诱迫下级说假话的，都必须绳以党纪。对于那些不怕打击报复，敢于为保卫

党和人民的利益说真话的人，应该给予表扬。 

  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在工作中，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听，成绩、缺点都要了解。

要鼓励下级同志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况。要努力造成和保持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而进行从容讨论的气氛。 

  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

要不反对党的基本政治立场，不搞阴谋诡计，不在群众中进行派性分裂活动，不在群众中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的言论，不泄漏党和国家的秘密，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

给予处分。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就是

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为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 

  要纠正一部分领导干部中缺乏民主精神，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的家长作风。对于任何党员提出的批

评和意见，只要是正确的，都应该采纳和接受。如果确有错误，只能实事求是地指出来，不允许追查所谓动机和背

景。 

  必须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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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 

  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对同志挟嫌报复、打击陷害，用“穿小鞋”、“装材料”的办法和任意加上“反党”、“反领导”、

“恶毒攻击”、“犯路线错误”等罪名整人，是违反党内民主制度和违反革命道德品质的行为。对敢于坚持真理的同

志妄加反革命的罪名，乱用专政手段，进行残酷迫害，这是严重违法的罪行，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

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

切现实性的问题以外，不要匆忙作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 

  把思想认识问题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政治帽子，任意说成是敌我性质的

政治问题，不仅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思想僵化，而且易于被反党野心家所利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

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 

  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 

  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党纪的。 

  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任

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也可以向各级党组织

直至中央作口头或书面的报告。党组织应当欢迎党员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并且鼓励党员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提出

创造性的见解和主张。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拒不改正或不称职的干部，党员有权建议罢免或调换。 

  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声明、申诉、控告

和辩护。党组织对党员的声明、申诉、控告和辩护必须及时处理或转递，不得扣压，承办单位不得推诿。申诉和控

告信不许转给被控告人处理。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控告人和被控告人都不允许诬陷他人，对诬陷

他人者，要按党纪国法严肃处理。 

  党组织对党员的鉴定、结论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在通过处分决定的时候，如无特殊情况，应通知本

人出席会议。党组织要认真听取和考虑本人的意见。如本人有不同的意见，应将组织决定和本人意见一并报上级党

组织审定。 

  八、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党内真正实行民主选举，才有可能建立起在党员和群众中有威信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各级党组织应按照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员大会和代表大会。党的各级委员会要按期改选。每届代表和委员，

应有一定数量的更新。选举要充分发扬民主，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候选人名单要由党员或代表通过充分酝酿讨

论提出。选举应实行候选人多于应选人的差额选举办法，或者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产生候选人作为预选，然后进行

正式选举。党员数量少的单位，可不实行差额选举或实行预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要向选举人介绍清楚。选举一律

用无记名投票。 

  选举人要注意把那些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有强烈的革

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干部选进领导班子。还要特别注意选举符合上述条件的中

青年干部。 

  不得规定必须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个别有特殊情况的人，需要由组织上推荐选入的，也必须确实取得多数选

举人的同意。要坚决反对和防止侵犯党员选举权利，使选举流于形式，妨碍选举人体现自己意志的现象。 

  在各级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委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任免、调动下级党委的负责人。 

  凡是需要整顿，暂不具备民主选举条件的单位，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可暂缓举行选举，其领导人由上级指派。 

  九、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 

  为了端正党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团结全体人民同心同德搞好四化，必须同错误倾向

和坏人坏事作斗争。 

  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率领党员和群众，坚决揭露和打击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刑事犯

罪分子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 

  对于派性、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特殊化等错误倾向，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 

  对社会上的歪风邪气、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潮，必须进行批判和斗争。 

  对于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采取明哲保身的自由主义态度，不制止，不争辩，不斗争，躲闪回避，就是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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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的战斗责任，就是缺乏党性的表现。 

  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中，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挺身而出，不

怕得罪人，不怕撕破脸皮，不怕受到打击迫害。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倾向得到克服和纠正，使犯错误的人得到挽

救，使坏人受到应有的制裁。 

  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在党内斗争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达到既弄清思

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对于一切犯错误的同志，要历史地全面地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不

要一犯错误就全盘否定；也不要纠缠历史上发生过而已经查清的问题和历史上犯过而已经纠正了的错误。要在弄清

事实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和程度，以热情的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认识犯错误的原因，指出

改正的办法，启发他们做必要的检查。要相信犯错误的同志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

作的条件。 

  在分析一个同志所犯错误的时候，首先必须严格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可把工作中的一般错误或思想认

识上的错误说成是政治错误，不可把一般的政治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也不可把犯了路线错误、但仍属于党内斗争

性质的问题，同属于企图颠覆党、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性质的问题混淆起来。企图颠覆党、颠覆社会主义国

家的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同党和人民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这种人是极少数。要把跟着上级或主要领

导人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同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人加以区别。 

  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可采取一哄而起的

围攻、不让本人辩解、也不让其他同志发表不同意见的“斗争会”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以势压人，而不是

以理服人。党内不准用超越党的纪律或违犯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要绝对禁止采用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

西斯手段解决党内问题。严禁所谓揪斗，严禁人身侮辱和人身迫害，严禁诱供逼供。 

  对人的处理应十分慎重。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时分不清的，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凡涉及到敌我矛盾、

开除党籍、提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更要慎重。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株连无辜的家属和亲友。 

  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

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 

  犯了错误的同志，应该诚恳地接受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教育和纪律处分。要吸取教训，认真改正，更好地为

党工作。对于确实犯有严重错误、拒不承认而又坚持无理取闹的人，要加重处分。 

  十一、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 

  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按

照工作需要，对领导人提供某些合理的便利条件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是必要的，但绝不允许违反制度搞特殊化。 

  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的贵族。

那种认为自己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思想，就是腐朽的封建特权思想，这种思想必须受到批判和纠正。共产党

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 

  必须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党内绝不容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或凌驾于

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绝不允许共产党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任何领导干部都不允许超越党组织所赋予自己的权限，侵犯集体的权限和别人的权限。所有的党员都是平等的

同志和战友，党的领导干部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不能以为自己讲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别人都得服从，更不能摆官

架子，动辄训人、骂人。由于上级领导人员的缺点和错误，使下级的工作出了问题，上级要主动给下级承担责任，

首先作自我批评。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保持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要坚决克服一部分领导干部中为自

己和家属谋求特殊待遇的恶劣倾向。禁止领导人违反财经纪律，任意批钱批物。禁止利用职权为家属亲友在升学、

转学、晋级、就业、出国等方面谋求特殊照顾。禁止违反规定动用公款请客送礼。禁止违反规定动用公款为领导人

修建个人住宅。禁止公私不分，假公济私，用各种借口或巧立名目侵占、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物。 

  党的各级领导人员必须自觉地严格遵守关于生活待遇的规定，同时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如果违反了有关规定，

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必须给予党的纪律处分。 

  任何领导干部，不得违反党的干部标准和组织原则，将自己的亲属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不得让他们超越职权

干预党和国家的工作；不应把他们安排在自己身边的要害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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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持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防止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由人民的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必

须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党内和党外相结合的方法，加强党组织和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监督。

要监督他们是不是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遵守党纪国法，是不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是不是搞特权，是不是在生产、工作、学习和对敌斗争中起模范作用，是不是密切联系群众和为人民谋利益。

要表扬那些觉悟高、党性强、表现好的同志，批评教育表现差的同志。 

  要在充分走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对干部的考试、考核、奖惩、轮换、退休、罢免等一整套制度。通

过实行这些制度，真正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鼓励先进，激励后进。 

  各级领导干部要定期听取所在单位的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评论。各级党组织要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中对领导干部、

党员的批评和意见。党组织要将党员和群众的评论、批评和意见经核实后报送上级党委，作为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

依据。 

  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组织生活。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

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十二、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 

  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同时

要把适合于这个要求的中年和青年干部（包括党员和非党员）大胆地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在工作中发挥长

处，弥补短处。这是摆在全党面前一项迫切、重大的政治任务。 

  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建设的专业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专不等于红，但红

必须专。一个共产党员不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在本职工作上长期当外行，不能对四化建设做出真正的贡献，他的所

谓政治觉悟和先进性就是空谈。 

  为了改善和加强党对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必须大大提高全体党员的文化、科学技术和业务水平。每个共产党员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以高度的革命进取精神，顽强刻苦地学习和掌握专业知识，必须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

干那一行就必须精通那一行。满足于一般化的领导，甚至长期安于当外行，不学无术，违反客观规律，搞瞎指挥，

必然会给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损害。这样的人，经过批评教育，仍然不能改正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 

  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和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

断提高觉悟程度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本领，以求对四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某些党员和领导干部，革命意志衰退，

不努力学习，不积极工作，不能在生产、工作、学习以及对敌斗争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他们的行为不符合共产党员

的光荣称号，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对于这样的同志，必须进行严肃的教育和批评。经过长期教育不能改正的，

不具备或者丧失了共产党员条件的人，应该劝其退党。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党的重要法规，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自觉遵守，要对照“准则”的规定，

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任何党员如果有违反本准则的行为，要进

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必须按照党的纪律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各级党委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定期检查本准则的执行情况，由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委员

会提出报告。 

  全党同志一定要振奋革命精神，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把维护党规党法，

切实搞好党风这件关系到四个现代化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做好，使我们党成为更加团结一致，

更加朝气蓬勃，更加具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 

8.3.300）《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发[1997]9 号 中共中央 1997 年 3 月 28 日，2010 年

1 月 18 日  中发〔2010〕3 号)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2/71384/4857737.html   1997 

http://www.gzcom.gov.cn/xxgk/xxgkml/zdgk/zcwj3/201702/t20170214_1902865.html  2010 

http://qinfeng.gov.cn/info/1844/61307.htm  2010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 1997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 

(中共中央 1997 年 3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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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是新时期从严治党、端正党风的重要前提，是贯彻落

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保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

政，要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筑起思想道德防线。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发挥表率作用，自重、

自省、自警、自励；必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必须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为进一步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结合近几年中央作出的领导干部廉洁自

律的若干规定，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 

  第一章 廉洁从政行为规范 

  第一条 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有下

列行为： 

  (一)索取管理、服务对象的钱物； 

  (二)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物馈赠和宴请； 

  (三)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 

  (四)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赠送的信用卡及其他支付凭证； 

  (五)以虚报、谎报等手段获取荣誉、职称及其他利益； 

  (六)用公款公物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和借机敛财。 

  第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要严防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禁止私自从事营利

活动。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个人经商、办企业； 

  (二)违反规定在经济实体中兼职或者兼职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 

  (三)违反规定买卖股票； 

  (四)个人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 

  第三条 党员领导干部要遵守公共财物管理和使用的规定。禁止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用公款报销或者用本单位的信用卡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二)借用公款逾期不还； 

  (三)公费出国(境)旅游或者变相出国(境)旅游； 

  (四)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活动和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 

  (五)以个人名义存储公款。 

  第四条 党员领导干部要遵守组织人事纪律，严格按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制度办事。禁止借选拔任用干

部之机谋取私利。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谋取职位； 

  (二)泄露酝酿讨论干部任免的情况； 

  (三)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干部，或者在调离后干预原地区、原单位的干部选拔任用； 

  (四)在干部考察工作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 

  (五)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许愿，打击报复，营私舞弊。 

  第五条 党员领导干部对涉及与配偶、子女、其他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有利害关系的事项，应当奉公守法。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要求或者指使提拔配偶、子女、其他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 

  (二)用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友学习、培训的费用； 

  (三)为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友出国(境)旅游、探亲、留学向国(境)外个人或者组织索取资助； 

  (四)妨碍涉及配偶、子女、其他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案件的调查处理； 

  (五)为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

配偶，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及管辖的业务范围个人经商办企业和在外商独资企业任职。 

  第六条 党员领导干部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不准有下列

行为： 

  (一)在国内公务活动中接受超过规定标准的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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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违反规定用公款装修、购买住房； 

  (三)擅自用公款包租或者占用客房供个人使用； 

  (四)违反规定配备、使用小汽车； 

  (五)擅自用公款配备、使用通信工具。 

  第二章 实施与监督 

  第七条 各级党委(党组)负责本准则的贯彻实施。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本准则，同时抓好

主管地区、部门和单位的贯彻实施。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协助同级党委(党组)抓好本准则的落实，并负责对实施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 贯彻实施本准则，要发挥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第九条 党员领导干部参加民主生活会，要对照本准则进行检查，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十条 党员领导干部组织实施和执行本准则的情况，应列入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结果作为对其任

免、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十一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本准则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县(处)级以

上党员领导干部；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中层以上党员

领导干部，国有中型企业党员领导干部，实行公司制的大中型企业中由国有股权代表出任或者由国有投资主体委派

(包括招聘)的党员领导干部、选举产生并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党员领导干部、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干部。 

  县(市)直属机关的科级党员领导干部，乡(镇)党员领导干部，基层站所的党员负责人参照执行本准则。 

  第十三条 本准则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010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通知 

（中发〔2010〕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单位党委，各人

民团体党组：  

    现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廉政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1997 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对于促进党员领导干

部廉洁从政，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新时期党的建设特别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不断深入，已

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实需要，中央决定予以修订。  

    《廉政准则》是规范党员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对于保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形

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

作和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水平和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级党组织要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贯彻实施《廉政准则》的重要性，结合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认真组织实施。要采取多种形式做好宣传

教育工作，为贯彻实施《廉政准则》创造良好氛围和条件；要依据《廉政准则》，认真分析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

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要严格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切实做

到预防为先、关口前移；要加强对贯彻执行《廉政准则》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并严肃处理违反《廉政准则》

的行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理解和认真贯彻执行《廉政准则》的各项要求，严于律已，洁身自好，自觉

接受监督，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坚决杜绝违反《廉政准则》行为的发生。  

    在执行《廉政准则》过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  

2010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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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全文)   

为进一步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结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实际，制定

本准则。  

总则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党员领导干

部廉洁从政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的重要保障；是新时期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 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正确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重要基础。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发挥表率作用，自重、自省、自警、

自励；必须模范遵守党纪国法，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正确行使权力，始终保持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必须弘扬党的

优良作风，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按照建立健全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加强教育，健全制度，强化监督，深化改革，严肃纪律，坚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  

第一章廉洁从政行为规范  

第一条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索取、接受或者以借为名占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二）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三）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四）以交易、委托理财等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  

（五）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内幕信息谋取利益；  

（六）违反规定多占住房，或者违反规定买卖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  

第二条 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个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  

（二）违反规定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  

（三）违反规定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  

（四）个人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  

（五）违反规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者兼职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  

（六）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

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第三条 禁止违反公共财物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用公款报销或者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二）违反规定借用公款、公物或者将公款、公物借给他人；  

（三）私存私放公款；  

（四）用公款旅游或者变相用公款旅游；  

（五）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和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  

（六）违反规定用公款购买商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  

（七）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八）挪用或者拆借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等公共资金或者其他财政资金。  

第四条 禁止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职位；  

（二）不按照规定程序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免干部；  

（三）私自泄露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干部等有关情况；  

（四）在干部考察工作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  

（五）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选举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  

（六）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地区、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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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八）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许愿，任人唯亲，营私舞弊。  

第五条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要求或者指使提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  

（二）用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学习、培训、旅游等费用，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

他亲属出国（境）定居、留学、探亲等向个人或者机构索取资助；  

（三）妨碍涉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案件的调查处理；  

（四）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  

（五）默许、纵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  

（六）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利用职权相互

为对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  

（七）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

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担任由外

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  

（八）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异地工商注册登记后，到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

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第六条 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在公务活动中提供或者接受超过规定标准的接待，或者超过规定标准报销招待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  

（二）违反规定决定或者批准兴建、装修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楼堂馆所，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和办公用

品；  

（三）擅自用公款包租、占用客房供个人使用；  

（四）违反规定配备、购买、更换、装饰或者使用小汽车；  

（五）违反规定决定或者批准用公款或者通过摊派方式举办各类庆典活动。  

第七条 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中介机构服务等市场经济活动；  

（二）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兼并、破产、产权交易、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转让、重大项目投

资以及其他重大经营活动等事项；  

（三）干预和插手批办各类行政许可和资金借贷等事项；  

（四）干预和插手经济纠纷；  

（五）干预和插手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的使用、分配、承包、租赁等事项。  

第八条 禁止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  

（二）虚报工作业绩；  

（三）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借机敛财；  

（四）在社会保障、政策扶持、救灾救济款物分配等事项中优亲厚友、显失公平；  

（五）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荣誉、职称、学历学位等利益；  

（六）从事有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活动。  

            第二章 实施与监督  

第九条 各级党委（党组）负责本准则的贯彻实施。主要负责同志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本准则，同时抓好本地

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贯彻实施。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协助同级党委（党组）抓好本准则的落实，并负责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条 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的教育，将本准则列为党员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

重要内容。  

第十一条 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通过贯彻实施民主生活会、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

巡视、谈话和诫勉、述职述廉、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以及考察考核等监督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执行本准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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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督检查。  

党员领导干部参加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要对照本准则进行检查，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自觉接受监督。  

第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组织实施和执行本准则的情况，应列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考

核结果作为对其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本准则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涉嫌违法犯罪

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贯彻实施本准则，要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发挥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群众和新闻舆

论的监督作用。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准则适用于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县（处）级以上党

员领导干部；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县（市、区、旗）直属

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科级党员负责人，乡镇（街道）党员负责人，基层站所的党员负责人参照执行本准则。  

第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党委，可以依据本准则，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规定，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备案。  

中央军委可以根据本准则，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规定。  

第十七条 本准则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９７年３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

同时废止。 

 

 

8.3.301）《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1994 年 3月 25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845/61284.htm  

http://dmzx.haqi.gov.cn/sitesources/aqyjfwzx/page_pc/ljjs/article931d3e8cf03d45d2ab587cb2bc3baf60.html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检查中国共产党内违纪案件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严肃党纪的中心环节。为

使案件检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有关规定，结合案件检查工作的实践，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案件检查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通过执纪办案，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保护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 

  第三条 纪检机关依照党章和本条例行使案件检查权，不受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 

  第四条 案件检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党纪为准绳，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

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 

  第五条 案件检查要坚持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任何党员和党组织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都必须

依据本条例进行检查。 

  第六条 案件检查要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走群众路线，加强纪检系统内部以及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第七条 案件检查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维护党纪的严肃性，又教育本人和广大党员的目

的。 

  第八条 案件检查中，要切实保障党员包括被检查的党员行使党章所赋予的各项权利。 

  第九条 案件检查实行分级办理、各负其责的工作制度。 

第二章 受理和初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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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 纪检机关对检举、控告以及发现的下列违纪问题，予以受理： 

  （一）同级党委委员、纪委委员的违纪问题； 

  （二）属上级党委管理在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的党员干部的违纪问题； 

  （三）同级党委管理的党员干部的违纪问题； 

  （四）下一级党组织的违纪问题； 

  （五）领导交办的反映其他党员和党组织的违纪问题。 

  属下级党委管理的党员和党组织重大、典型的违纪问题，必要时也可以受理。 

  第十一条 纪检机关受理反映党员或党组织的违纪问题后，应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初步核实。需初步核实的，

应及时派人进行，必要时也可委托下级纪检机关办理。 

  第十二条 初步核实的任务是，了解所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否存在，为立案与否提供依据。 

  第十三条 初步核实可以采用本条例第二十八条中（一）、（二）、（三）、（四）、（五）、（八）的方法收集证据。 

  第十四条 初步核实后，由参与核实的人员写出初步核实情况报告，纪检机关区别不同情况作出处理： 

  （一）反映问题失实的，应向被反映人所在单位党组织说明情况，必要时还应向被反映人说明情况或在一定范

围内予以澄清； 

  （二）有违纪事实，但情节轻微，不需追究党纪责任的，应建议有关党组织作出恰当处理； 

  （三）确有违纪事实，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应予立案。 

  第十五条 初步核实的时限为两个月，必要时可延长一个月。重大或复杂的问题，在延长期内仍不能初核完毕

的，经批准后可再适当延长。 

第三章 立 案 

  第十六条 对检举、控告以及发现的党员或党组织的违纪问题，经初步核实，确有违纪事实，并需追究党纪责

任的，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 

  第十七条 对党员的违纪问题，实行分级立案： 

  （一）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违犯党纪的问题，由中央纪委报请中央批准立案。 

  （二）党的中央以下各级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基层党委、纪委为书记、副书记）违犯党纪的问

题，与党委常务委员同职级的党委委员违犯党纪的问题，由上一级纪委决定立案，上一级纪委在决定立案前，应征

求同级党委的意见。其他委员违犯党纪的问题，由同级纪委报请同级党委批准立案。 

  （三）其他党员干部违犯党纪的问题，均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相应的纪委或纪工委、纪检组决定立案，在决

定立案前应征求同级党委或党工委、党组的意见。未设立纪委或纪工委、纪检组的，由相应的党委或党工委、党组

决定立案。 

  （四）不是干部的党员违犯党纪的问题，由基层纪委决定立案。未设立纪委的，由基层党委决定立案。 

  第十八条 党的关系在地方、干部任免权限在主管部门的党员干部违犯党纪的问题，除另有规定的外，一般由

地方纪检机关决定立案。 

  若地方纪检机关认为由部门纪检机关立案更为适宜的，经协商可由部门纪检机关立案；根据规定应由部门纪检

机关立案的违纪问题，经协商也可由地方纪检机关立案。 

  第十九条 对于党组织严重违犯党纪的问题，由上一级纪检机关报请同级党委批准立案，再上一级纪委在征求

同级党委意见后也可直接决定立案。 

  第二十条 属于下级纪检机关立案范围的重大违纪问题，必要时上级纪检机关可直接决定立案。 

  第二十一条 上级纪检机关发现应由下级纪检机关立案的违纪问题，可责成下级纪检机关予以立案。 

  第二十二条 凡需立案的，应写出立案呈批报告，并附检举材料和初步核实情况报告，按立案批准权限呈报审

批。 

  立案审批时限不得超过一个月。 

  经批准立案的案件，纪检机关应通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 

第四章 调 查 

  第二十三条 对已经立案的案件，立案机关应根据案情组织调查组。 

  第二十四条 调查组要熟悉案情，了解与案件有关的政策、规定，研究制订调查方案，并将立案决定通知被调

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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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应积极支持办案工作，加强对被调查人和案件知情人的教育。未经立案机关或调查组

同意，不得批准被调查人出境、出国、出差，或对其进行调动、提拔、奖励。 

  第二十五条 调查开始时，在一般情况下，调查组应会同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与被调查人谈话，宣布立案

决定和应遵守的纪律，要求其正确对待组织调查。调查中，应认真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意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第二十六条 调查组认为被调查的党员干部确犯有严重错误，已不适宜担任现任职务或妨碍案件调查时，可建

议对其采取停职检查措施。停止党内职务，属党委批准立案的，停职检查由党委决定；属纪检机关直接立案的，停

职检查由纪检机关征求同级党委意见后决定。停止党外职务的，由纪检机关向有关党外组织提出建议。 

  第二十七条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受侵害人的陈述、

被调查人的陈述、视听材料、现场笔录、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 

  证据应经过鉴别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二十八条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提供证据的义务。调查组有权按照规定程序，采取以下措施

调查取证，有关组织和个人必须如实提供证据，不得拒绝和阻挠。 

  （一）查阅、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文件、资料、账册、单据、会议记录、工作笔记等书面材料； 

  （二）要求有关组织提供与案件有关的文件、资料等书面材料以及其他必要的情况； 

  （三）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 

  （四）必要时可以对与案件有关的人员和事项，进行录音、拍照、摄像； 

  （五）对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提请有关的专门机构或人员作出鉴定结论； 

  （六）经县级以上（含县级）纪检机关负责人批准，暂予扣留、封存可以证明违纪行为的文件、资料、账册、

单据、物品和非法所得； 

  （七）经县级以上（含县级）纪检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对被调查对象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进行查核，

并可以通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 

  （八）收集其他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证据。 

  第二十九条 调查取证要做到： 

  （一）收集物证、书证，应尽量收取原物、原件；不能收取原物、原件的，也可拍照、复制，但须注明保存单

位和出处，书证还须由原件的保存单位或个人签字、盖章。 

  （二）收集证言，应对出证人提出要求，讲明责任。证言材料要一人一证，可由证人书写，也可由调查人员作

笔录，并经本人认可。所有证言材料应注明证人身份、出证时间，并由证人签字、盖章或押印。证人要求对原证作

出部分或全部更改时，应重新出证并注明更改原因，但不退原证。与证人谈话，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收集被侵

害人的陈述、被调查人的陈述，适用本项规定。 

  （三）对于有关机关移送的调查材料，必须认真审核，经调查人员认定后才可作证据使用。 

  第三十条 调查中，如需公安、司法机关和其他执法部门等提供与违纪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有关机关应予积

极配合。 

  第三十一条 应认真鉴别证据，严防伪证、错证。发现证据存在疑点或含糊不清的，应重新取证或补证。 

  第三十二条 认定错误事实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只有被调查人的交待，而无其他证据或无法查证的，不能

认定；被调查人拒不承认而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 

  第三十三条 调查组应将所认定的错误事实写成错误事实材料与被调查人进行核对。对被调查人的合理意见应

予采纳，必要时还应作补充调查；对不合理的意见，应写出有事实根据的说明。 

  被调查人应在错误事实材料上签署意见。对拒不签署意见的，由调查组在错误事实材料上注明。 

  第三十四条 调查取证基本结束后，调查组应经过集体讨论，写出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是：立案依

据；主要错误事实及性质；有关人员的责任；被调查人对错误的态度；处理建议。对调查否定的问题应交待清楚。

对难以认定的重要问题用写实的方法予以反映。调查报告须由调查组全体成员签名。 

  如调查组内部对错误性质、有关人员的责任及处理建议等有较大分歧，经过讨论仍不能一致时，应按调查组长

的意见写出调查报告。但对不同意见应在报告中作适当反映，或另以书面形式反映。 

  调查组应将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向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通报，并征求意见。 

  第三十五条 调查中，发现检举人确属诬告或证人出具伪证等妨碍案件检查的行为，应予追究。 

  第三十六条 要保护办案人、检举人、证人。对上述人员进行诬告陷害、打击报复的，应予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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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条 调查中，若发现违纪党员同时又触犯刑律，应适时将案件材料移送有关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八条 调查结束后，调查组要总结工作，并应协助发案单位党组织总结经验教训。 

  第三十九条 案件调查的时限为三个月，必要时可延长一个月。案情重大或复杂的案件，在延长期内仍不能查

结的，可报经立案机关批准后延长调查时间。 

第五章 移送审理 

  第四十条 凡属立案调查需追究党纪责任的案件，调查终结后，都要移送审理。 

  个别重大复杂的案件，调查过程中，可提前介入审理。 

  第四十一条 移送审理时，应移送下列材料，并办交接手续： 

  （一）分管领导同意移送审理的批示； 

  （二）立案依据； 

  （三）调查报告和承办纪检室的意见； 

  （四）全部证据材料； 

  （五）与被调查人见面的错误事实材料； 

  （六）被调查人对错误事实材料的书面意见和检讨材料； 

  （七）调查组对被调查人意见的说明。 

  第四十二条 案件经审理并报本级纪委常委会讨论后，应将调查报告、被调查人对错误事实材料的书面意见和

检讨材料以及调查组对被调查人意见的说明材料的复制件，送交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作出处理决定。 

  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应在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并按照处分党员的批准权限呈报审批。 

  特殊情况下，由县以上纪检机关直接作出处分决定的，事前应征求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的意见。 

  第四十三条 审理过程中，发现证据不足的，应予补证；认为案件主要事实不清的，应补充调查。 

  第四十四条 对公安、司法机关已处理的案件中所涉及的党员，需要给予党纪处分的，由纪检机关直接审理。

如需进一步调查的，应由纪检机关办理立案手续。 

第六章 对办案人员的要求 

  第四十五条 办案人员应遵守以下纪律： 

  （一）不准对被调查人或有关人员采取违犯党章或国家法律的手段； 

  （二）不准泄露案情，扩散证据材料； 

  （三）不准伪造、篡改、隐匿、销毁证据，故意夸大或缩小案情； 

  （四）不准接受与案件有关人员的财物和其他利益。 

  第四十六条 办案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被调查人、检举人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人员也有权

要求回避： 

  （一）是本案被调查人的近亲属； 

  （二）是本案的检举人、主要证人； 

  （三）本人或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四）与本案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查处案件的。 

  办案人员的回避，由纪检机关有关负责人决定。 

  对办案人员的回避作出决定前，办案人员不停止对案件的调查。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的规则，各级党组织和纪检机关都必须严格执行。 

  第四十八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案件检查工作，军委纪委可参照本条例的精神作出规定，报

中央军委批准施行，并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实施细则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制定。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四年五月一日起施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试行）》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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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02）《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2013 年 10月 29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845/61281.htm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3/content_2541872.htm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2013 年 10 月 29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推进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建设节约型机关，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

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浪费，是指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进行不必要的公务活动，或者在履行公务中超

出规定范围、标准和要求，不当使用公共资金、资产和资源，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损失的行为。 

  第四条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应当遵循下列原则：坚持从严从简，勤俭办一切事业，降低公务活动成

本；坚持依法依规，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的相关规定，严格按程序办事；坚持总量控制，科学设定相

关标准，严格控制经费支出总额，加强厉行节约绩效考评；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安排公务活动，取消不必要

的公务活动，保证正常公务活动；坚持公开透明，除涉及国家秘密事项外，公务活动中的资金、资产、资源使用等

情况应予公开，接受各方面监督；坚持深化改革，通过改革创新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

作长效机制。 

  第五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检查全国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建立

协调联络机制承办具体事务。地方各级党委办公厅（室）、政府办公厅（室）负责指导检查本地区党政机关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工作。 

  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宣传、外事、发展改革、财政、审计、机关事务管理等部门根据职责分工，依法依

规履行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相关工作的管理、监督等职责。 

  第六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加强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组织领导。党政机关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对本地

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负总责，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二章 经费管理 

  第七条 党政机关应当加强预算编制管理，按照综合预算的要求，将各项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部门预算。 

  党政机关依法取得的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产收益和处置等非税收入，必须按规定

及时足额上缴国库，严禁以任何形式隐瞒、截留、挤占、挪用、坐支或者私分，严禁转移到机关所属工会、培训中

心、服务中心等单位账户使用。 

  第八条 党政机关应当遵循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严格执行预算，严禁超预算或者无预算安排支出，严

禁虚列支出、转移或者套取预算资金。 

  严格控制国内差旅费、因公临时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会议费、培训费等支出。

年度预算执行中不予追加，因特殊需要确需追加的，由财政部门审核后按程序报批。 

  建立预算执行全过程动态监控机制，完善预算执行管理办法，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增强预算执行的严

肃性，提高预算执行的准确率，防止年底突击花钱等现象发生。 

  第九条 推进政府会计改革，进一步健全会计制度，准确核算机关运行经费，全面反映行政成本。 

  第十条 财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工作特

点，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格水平，制定分地区的公务活动经费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 

  加强相关开支标准之间的衔接，建立开支标准调整机制，定期根据有关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格变动情况调整相

关开支标准，增强开支标准的协调性、规范性、科学性。 

  严格开支范围和标准，严格支出报销审核，不得报销任何超范围、超标准以及与相关公务活动无关的费用。 

  第十一条 全面实行公务卡制度。健全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党政机关国内发生的公务差旅费、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会议费、培训费等经费支出，除按规定实行财政直接支付或者银行转账外，应当使用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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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结算。 

  第十二条 党政机关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诚实信用原则。 

  政府采购应当依法完整编制采购预算，严格执行经费预算和资产配置标准，合理确定采购需求，不得超标准采

购，不得超出办公需要采购服务。 

  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不得违反规定以任何方式和理由指定或者变相指定品牌、型号、产地。采购公开招标

数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应当进行公开招标，确需改变采购方式的，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公示和审批程序。

列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范围的，应当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并逐步实行批量集中采购。严格控制协议供货采

购的数量和规模，不得以协议供货拆分项目的方式规避公开招标。 

  党政机关应当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采购需求组织验收。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逐步建立政府采购结果

评价制度，对政府采购的资金节约、政策效能、透明程度以及专业化水平进行综合、客观评价。 

  加快政府采购管理交易平台建设，推进电子化政府采购。 

第三章 国内差旅和因公临时出国（境） 

  第十三条 党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国内差旅内部审批制度，从严控制国内差旅人数和天数，严禁无

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严禁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严禁异地部门间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交流和考察调研。 

  第十四条 国内差旅人员应当严格按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住宿、就餐，费用由所在单位承担。 

  差旅人员住宿、就餐由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的，必须按标准交纳住宿费、餐费。差旅人员不得向接待单位提出正

常公务活动以外的要求，不得接受礼金、礼品和土特产品等。 

  第十五条 统筹安排年度因公临时出国计划，严格控制团组数量和规模，不得安排照顾性、无实质内容的一般

性出访，不得安排考察性出访，严禁集中安排赴热门国家和地区出访，严禁以各种名义变相公款出国旅游。严格执

行因公临时出国限量管理规定，不得把出国作为个人待遇、安排轮流出国。严格控制跨地区、跨部门团组。 

  组织、外专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出国培训总体规划和监督管理，严格控制出国培训规模，科学设置培训项目，

择优选派培训对象，提高出国培训的质量和实效。 

  第十六条 外事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因公临时出国审核审批管理，对违反规定、不适合成行的团组予以调整或者

取消。 

  加强因公临时出国经费预算总额控制，严格执行经费先行审核制度。无出国经费预算安排的不予批准，确有特

殊需要的，按规定程序报批。严禁违反规定使用出国经费预算以外资金作为出国经费，严禁向所属单位、企业、我

国驻外机构等摊派或者转嫁出国费用。 

  第十七条 出国团组应当按规定标准安排交通工具和食宿，不得违反规定乘坐民航包机，不得乘坐私人、企业

和外国航空公司包机，不得安排超标准住房和用车，不得擅自增加出访国家或者地区，不得擅自绕道旅行，不得擅

自延长在国外停留时间。 

  出国期间，不得与我国驻外机构和其他中资机构、企业之间用公款互赠礼品或者纪念品，不得用公款相互宴请。 

  第十八条 严格根据工作需要编制出境计划，加强因公出境审批和管理，不得安排出境考察，不得组织无实质

内容的调研、会议、培训等活动。 

  严格遵守因公出境经费预算、支出、使用、核算等财务制度，不得接受超标准接待和高消费娱乐，不得接受礼

金、贵重礼品、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 

第四章 公务接待 

  第十九条 建立健全国内公务接待集中管理制度。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国内公务接待工作的

管理和指导。 

  第二十条 党政机关应当建立公务接待审批控制制度，对无公函的公务活动不予接待，严禁将非公务活动纳入

接待范围。 

  第二十一条 党政机关应当严格执行国内公务接待标准，实行接待费支出总额控制制度。 

  接待单位应当严格按标准安排接待对象的住宿用房，协助安排用餐的按标准收取餐费，不得在接待费中列支应

当由接待对象承担的费用，不得以举办会议、培训等名义列支、转移、隐匿接待费开支。 

  建立国内公务接待清单制度，如实反映接待对象、公务活动、接待费用等情况。接待清单作为财务报销的凭证

之一并接受审计。 

  第二十二条 外宾接待工作应当遵循服务外交、友好对等、务实节俭的原则。外宾邀请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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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安排接待活动，从严从紧控制外宾团组和接待费用。 

  第二十三条 有关部门和地方应当参照国内公务接待标准，制定招商引资等活动的接待办法，严格审批，强化

管理，严禁超规格、超标准接待，严禁扩大接待范围、增加接待项目，严禁以招商引资等名义变相安排公务接待。 

  第二十四条 党政机关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所属宾馆、招待所等具有接待功能的设施或者场所。 

  建立接待资源共享机制，推进机关所属接待、培训场所的集中统一管理和利用。健全服务经营机制，推行机关

所属接待、培训场所企业化管理，降低服务经营成本。 

  积极推进国内公务接待服务社会化改革，有效利用社会资源为国内公务接待提供住宿、餐饮、用车等服务。 

第五章 公务用车 

  第二十五条 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合理有效配置公务用车资源，创新公务交通分类

提供方式，保障公务出行，降低行政成本，建立符合国情的新型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普通公务出行由公务人员自主选择，实行社会化提供。取消的一般公务用车，采取公开

招标、拍卖等方式公开处置。 

  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 

  第二十六条 党政机关应当从严配备实行定向化保障的公务用车，不得以特殊用途等理由变相超编制、超标准

配备公务用车，不得以任何方式换用、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不得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

人赠送的车辆。 

  严格按规定配备专车，不得擅自扩大专车配备范围或者变相配备专车。 

  从严控制执法执勤用车的配备范围、编制和标准。执法执勤用车配备应当严格限制在一线执法执勤岗位，机关

内部管理和后勤岗位以及机关所属事业单位一律不得配备。 

  第二十七条 公务用车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应当选用国产汽车，优先选用新能源汽车。 

  公务用车严格按照规定年限更新，已到更新年限尚能继续使用的应当继续使用，不得因领导干部职务晋升、调

任等原因提前更新。 

  公务用车保险、维修、加油等实行政府采购，降低运行成本。 

  第二十八条 除涉及国家安全、侦查办案等有保密要求的特殊工作用车外，执法执勤用车应当喷涂明显的统一

标识。 

  第二十九条 根据公务活动需要，严格按规定使用公务用车，严禁以任何理由挪用或者固定给个人使用执法执

勤、机要通信等公务用车，领导干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因私使用配备给领导干部的公务用车。 

第六章 会议活动 

  第三十条 党政机关应当精简会议，严格执行会议费开支范围和标准。 

  党政机关会议实行分类管理、分级审批。财政部门应当会同机关事务管理等部门制定本级党政机关会议费管理

办法，从严控制会议数量、会期和参会人员规模。完善并严格执行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制度规定。 

  第三十一条 会议召开场所实行政府采购定点管理。会议住宿用房以标准间为主，用餐安排自助餐或者工作餐。 

  会议期间，不得安排宴请，不得组织旅游以及与会议无关的参观活动，不得以任何名义发放纪念品。 

  完善会议费报销制度。未经批准以及超范围、超标准开支的会议费用，一律不予报销。严禁违规使用会议费购

置办公设备，严禁列支公务接待费等与会议无关的任何费用，严禁套取会议资金。 

  第三十二条 建立健全培训审批制度，严格控制培训数量、时间、规模，严禁以培训名义召开会议。 

  严格执行分类培训经费开支标准，严格控制培训经费支出范围，严禁在培训经费中列支公务接待费、会议费等

与培训无关的任何费用。严禁以培训名义进行公款宴请、公款旅游活动。 

  第三十三条 未经批准，党政机关不得以公祭、历史文化、特色物产、单位成立、行政区划变更、工程奠基或

者竣工等名义举办或者委托、指派其他单位举办各类节会、庆典活动，不得举办论坛、博览会、展会活动。严禁使

用财政性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从严控制举办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和各类赛会。 

  经批准的节会、庆典、论坛、博览会、展会、运动会、赛会等活动，应当严格控制规模和经费支出，不得向下

属单位摊派费用，不得借举办活动发放各类纪念品，不得超出规定标准支付费用邀请名人、明星参与活动。为举办

活动专门配备的设备在活动结束后应当及时收回。 

  第三十四条 严格控制和规范各类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审批制度。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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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表彰项目费用由举办单位承担，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相关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 

第七章 办公用房 

  第三十五条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应当从严控制。凡是违反规定的拟建办公用房项目，必须坚决终止；凡是

未按照规定程序履行审批手续、擅自开工建设的办公用房项目，必须停建并予以没收；凡是超规模、超标准、超投

资概算建设的办公用房项目，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限期腾退超标准面积或者全部没收、拍卖。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应当严格管理，推进办公用房资源的公平配置和集约使用。凡是超过规定面积标准占有、使

用办公用房以及未经批准租用办公用房的，必须腾退；凡是未经批准改变办公用房使用功能的，原则上应当恢复原

使用功能。严禁出租出借办公用房，已经出租出借的，到期必须收回；租赁合同未到期的，租金收入应当按照收支

两条线管理。 

  第三十六条 党政机关新建、改建、扩建、购置、置换、维修改造、租赁办公用房，必须严格按规定履行审批

程序。采取置换方式配给办公用房的，应当执行新建办公用房各项标准，不得以未使用政府预算建设资金、资产整

合等名义规避审批。 

  第三十七条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项目应当按照朴素、实用、安全、节能原则，严格执行办公用房建设标准、

单位综合造价标准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符合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要求。党政机关办公楼不得追求成为城市地

标建筑，严禁配套建设大型广场、公园等设施。 

  第三十八条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项目投资，统一由政府预算建设资金安排。土地收益和资产转让收益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不得直接用于办公用房建设。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所需投资，统一列入预算由财政资金安排解决，未经审批的项目不得安排预算。 

  第三十九条 办公用房建设应当严格执行工程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加强对工程项目的全过程监理和审

计监督。加快推行办公用房建设项目代建制。 

  办公用房因使用时间较长、设施设备老化、功能不全，不能满足办公需求的，可以进行维修改造。维修改造项

目应当以消除安全隐患、恢复和完善使用功能、降低能源资源消耗为重点，严格履行审批程序，严格执行维修改造

标准。 

  第四十条 建立健全办公用房集中统一管理制度，对办公用房实行统一调配、统一权属登记。 

  党政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本单位“三定”方案，从严核定、使用办公用房。超标部分应当移交同级机

关事务管理部门用于统一调剂。 

  新建、调整办公用房的单位，应当按照“建新交旧”、“调新交旧”的原则，在搬入新建或者新调整办公用房的

同时，将原办公用房腾退移交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统一调剂使用。 

  因机构增设、职能调整确需增加办公用房的，应当在本单位现有办公用房中解决；本单位现有办公用房不能满

足需要的，由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整合办公用房资源调剂解决；无法调剂、确需租用解决的，应当严格履行报批手续，

不得以变相补偿方式租用由企业等单位提供的办公用房。 

  第四十一条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应当按照标准配置使用一处办公用房，确因工作需要另行配置办公用房的，应

当严格履行审批程序。领导干部不得长期租用宾馆、酒店房间作为办公用房。配置使用的办公用房，在退休或者调

离时应当及时腾退并由原单位收回。 

第八章 资源节约 

  第四十二条 党政机关应当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提高能源、水、粮食、办公家具、办公

设备、办公用品等的利用效率和效益，统筹利用土地，杜绝浪费行为。 

  第四十三条 对能源、水的使用实行分类定额和目标责任管理。推广应用节能技术产品，淘汰高耗能设施设备，

重点推广应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使用节水型器具，建设节水型单位。 

  健全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政策，严格执行节能产品政府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制度。 

  第四十四条 优化办公家具、办公设备等资产的配置和使用，通过调剂方式盘活存量资产，节约购置资金。已

到更新年限尚能继续使用的，不得报废处置。 

  对产生的非涉密废纸、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废旧物品进行集中回收处理，促进循环利用；涉及国家秘密的，按

照有关保密规定进行销毁。 

  第四十五条 党政机关政务信息系统建设应当统筹规划，统一组织实施，防止重复建设和频繁升级。 

  建立共享共用机制，加强资源整合，推动重要政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降低软件开发、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632 页 共 3277 页 

系统维护和升级等方面费用，防止资源浪费。 

  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推行无纸化办公，减少一次性办公用品消耗。 

第九章 宣传教育 

  第四十六条 宣传部门应当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重要宣传内容，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媒体作用，重视运用互

联网等新兴媒体，通过新闻报道、文化作品、公益广告等形式，广泛宣传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品德，宣传阐释

相关制度规定，宣传推广厉行节约的经验做法和先进典型，倡导绿色低碳消费理念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第四十七条 党政机关应当把加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教育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融入干部队伍建设和机关

日常管理之中，建立健全常态化工作机制。对各种铺张浪费现象和行为，应当严肃批评、督促改正。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不定期曝光铺张浪费的典型案例，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组织人事部门和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应当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创新教育

方法，切实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四十八条 党政机关应当围绕建设节约型机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便于参与的活动，引导干部职工增强节

约意识、珍惜物力财力，积极培育和形成崇尚节约、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机关文化，为在全社会形成节俭之风发

挥示范表率作用。 

第十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九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建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监督检查机制，明确监督检查的主体、职责、内容、

方法、程序等，加强经常性督促检查，针对突出问题开展重点检查、暗访等专项活动。 

  下级党委和政府应当每年向上级党委和政府报告本地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情况，党委和政府所属部门、单

位应当每年向本级党委和政府报告本部门、本单位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情况。报告可结合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和工

作报告一并进行。 

  第五十条 领导干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情况，应当列为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重要内

容并接受评议。 

  第五十一条 党委办公厅（室）、政府办公厅（室）负责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开展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督

促检查。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专项督查，并将督查情况在适当范围内通报。专项督查可以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检查考核、年终党建工作考核等相结合，督查考核结果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送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作

为干部管理监督、选拔任用的依据。 

  第五十二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监督检查，受理群众举报和有关部门移送的案

件线索，及时查处违纪违法问题。 

  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巡视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有关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工作情况的巡视监督。 

  第五十三条 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党政机关预算编制、执行等财政、财务、政府采购和会计事项的监督检查，

依法处理发现的违规问题，并及时向本级党委和政府汇报监督检查结果。 

  审计部门应当加大对党政机关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的审计力度，依法处理、督促整改违规问题，并将涉嫌违纪

违法问题移送有关部门查处。 

  第五十四条 党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信息公开制度。除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要求须保密的内

容和事项外，下列内容应当按照及时、方便、多样的原则，以适当方式进行公开： 

  （一）预算和决算信息； 

  （二）政府采购文件、采购预算、中标成交结果、采购合同等情况； 

  （三）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经费总额等情况； 

  （四）会议的名称、主要内容、支出金额等情况； 

  （五）培训的项目、内容、人数、经费等情况； 

  （六）节会、庆典、论坛、博览会、展会、运动会、赛会等活动举办信息； 

  （七）办公用房建设、维修改造、使用、运行费用支出等情况； 

  （八）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的审计结果； 

  （九）其他需要公开的内容。 

  第五十五条 推动和支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严格审查批准党政机关公务支出预算，加强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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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情况的监督。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通过提出意见、建议、批评以及询问、质询等方式加强对党政机关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监督。 

  支持人民政协对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监督，自觉接受并积极支持政协委员通过调研、视察、提案

等方式加强对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监督。 

  第五十六条 重视各级各类媒体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方面的舆论监督作用。建立舆情反馈机制，及时调查处理

媒体曝光的违规违纪违法问题。 

  发挥群众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铺张浪费行为的监督作用，认真调查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第十一章 责任追究 

  第五十七条 建立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责任追究制度。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浪费的，应当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主要负责人或者有关领

导干部实行问责。 

  第五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一）未经审批列支财政性资金的； 

  （二）采取弄虚作假等手段违规取得审批的； 

  （三）违反审批要求擅自变通执行的； 

  （四）违反管理规定超标准或者以虚假事项开支的； 

  （五）利用职务便利假公济私的； 

  （六）有其他违反审批、管理、监督规定行为的。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主要负责人或者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 

  （一）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铺张浪费、奢侈奢华问题严重，对发现的问题查处不力，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 

  （二）指使、纵容下属单位或者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浪费的； 

  （三）不履行内部审批、管理、监督职责造成浪费的； 

  （四）不按规定及时公开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有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信息的； 

  （五）其他对铺张浪费问题负有领导责任的。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浪费的，根据情节轻重，由有关部门依照职责权限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作出检

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者调离岗位、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处理。 

  应当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给予相

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予以收缴或者纠正。 

  违反本条例规定，用公款支付、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应当责令退赔。 

  第六十二条 受到责任追究的人员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受理申诉机关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认真受理并作出结论。 

  申诉期间，不停止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实际制定实

施细则。有关职能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制定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参照本条例执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按照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六十五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7 年 5 月 25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

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其他有关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

照本条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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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03）《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2008 年 9 月 3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845/61276.htm  

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 

（2008 年 9 月 3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党校教育体系，推进党校工作的科

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党校工作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党校是在党委直接领导下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是党委的重要部门，是培

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是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各级党委要把党校办成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培养党的理论队伍，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重要阵地，使之成为干部加强党性

锻炼的熔炉。 

  第三条 党校工作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从严治校、从严施教、从严管理，切

实加强校风和学风建设。 

  第四条 党校教育的总体要求是，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按照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

要求，尊重和研究干部成长规律和党校教育规律，针对干部成长的特点和需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课，培养忠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德才兼备的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 

  第五条 党校的基本任务是： 

  （一）培训轮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及后备干部，培养理论干部； 

  （二）承办党委和政府举办的专题研讨班； 

  （三）围绕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科学研究，承担党委和政府下达的调研任务，推进理论创新； 

  （四）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理论

宣传，开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 

  （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开展学位研究生以及其他形式的干部继续教育和培训； 

  （六）开展同国内国（境）外教育、研究等机构和组织的合作与交流。 

  第六条 围绕党校教育的目标要求，提高学员以下 5 个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一）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履行职责所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二）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树立大局意识，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分析解决改革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 

  （四）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增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严于律己，言行一致，艰苦奋

斗，清正廉洁； 

  （五）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备胜任本职工作所需的基本知识和领导能力。 

第二章 党校的设置和领导体制 

  第七条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分别设立中央党校，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市（地）委党校。 

  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中央金融机构党委、中央企业党组（党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

可设立党校。 

  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可设立分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县（市）委党校。不设立县（市）委党校的，可设立市（地）

委党校分校。 

  第八条 党委对党校的领导主要包括： 

  （一）传达中央和上级党委的重要决定，把党校工作纳入党委整体工作部署和党的建设总体安排，定期研究解

决党校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并进行督促检查； 

  （二）制定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党校培训轮训的政策，把干部的培训和使用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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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配备、考核党校领导班子； 

  （四）建立健全党政负责同志到党校讲课、作报告和同学员座谈的制度； 

  （五）发挥党校在党委和政府决策中的思想库作用； 

  （六）协调有关部门支持党校工作，为党校提供必备的办学条件； 

  （七）定期召开党校工作会议，交流经验，部署工作。 

  第九条 党校实行校务委员会（以下简称“校委会”）领导体制。校委会全面领导学校工作，委员由同级党委

任命。校委会工作由校长或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主持。 

  第十条 党校校长一般由同级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可按同级党委部门正职领导干部

选配并作为同级党委成员提名人选。 

  第十一条 上级党委党校负责对下级党委党校进行业务指导，包括： 

  （一）对下级党委党校执行中央有关党校工作的方针、政策的情况进行调研，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对下级党委党校的教学、科研、师资培训、信息化建设等进行调研，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三）制定科学的办学质量评估体系和办法，与有关部门共同对下级党委党校工作进行评估； 

  （四）中央党校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对下级党委党校的教材编写、科研课题立项、学科建设、学位评

定等工作进行协调和指导； 

  （五）定期召开下级党委党校校长会议，沟通信息，总结经验，研究工作。 

第三章 班次和学历 

  第十二条 党校的班次主要包括进修班、培训班、专题研讨班和师资培训班等。各种班次的学制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 

  第十三条 各级党校根据干部轮训规划举办进修班，完成各级在职党员领导干部的轮训任务。 

  中央党校主要轮训省部级党员领导干部、正厅局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县（市）委书记。 

  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主要轮训副厅局级党员领导干部、正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乡（镇）党委书记。 

  市（地）委党校主要轮训副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正乡科级党员领导干部。 

  县（市）委党校主要轮训副乡科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基层党员干部。 

  第十四条 市（地）委以上党校开设中青年党员领导干部培训班，对后备干部进行任职培训。 

  中央党校主要培训厅局级中青年党员领导干部中的省部级后备干部。 

  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主要培训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中的厅局级后备干部。 

  市（地）委党校主要培训乡科级党员领导干部中的县处级后备干部。 

  第十五条 市（地）以上党委根据中心工作的需要，在党校举办各类专题研讨班，研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

党的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第十六条 中央党校和少数民族较多地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可开设相应的民族干部班次。 

  第十七条 中央党校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可举办主要以党校教师为对象的师资培训班。 

  中央党校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可与有关部门合作举办以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为对象的研修班。 

  第十八条 党校要加强对学员培训轮训情况的考核，把学员的学习、党性修养、遵守校规校纪情况作为考核内

容。考核情况将作为干部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 

  学员在校期间违反有关规定和纪律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第十九条 党校学历是干部在校学绩的标志。党校学员按照教学计划要求完成学习任务、经考核合格的，取得

党校学历。 

  因故未按规定参加党校培训轮训或者未达到培训轮训要求的，应当及时补训。补训合格的，取得党校学历。 

  第二十条 中央党校和具备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依法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并经国务院

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后，招收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纳入国家学位管理体系。 

第四章 教学工作 

  第二十一条 教学是党校的中心工作，党校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教学工作进行，为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

服务。 

  第二十二条 党校教学布局要坚持以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为中心，着眼于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领导素质和执政能力，以掌握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为重点夯实学员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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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把握时代特征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为重点拓展学员的世界眼光，以强化大局意识和应对复杂局面为重点培养学员

的战略思维，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观念和改进作风为重点加强学员的党性修养。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要求，不

断充实和创新教学内容，优化党校教学布局。 

  第二十三条 党校教学要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认真做好培训需求调研。按照分类别、分层次的原则设置教学

班次、教学内容和课程。 

  依据培训和轮训两类班次的不同定位及层次区分，作出既有区别又相衔接的教学安排。 

  培训班的教学按照任职需要，系统安排理论学习、能力训练和内政外交国防等其他相关知识的学习。 

  轮训班的教学以运用所学理论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指导工作实践为主。 

  专题研讨班的教学主要围绕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和地方党委的中心工作确定相关专题，进行集中研讨。 

  坚持分类别、分层次的原则与各级党校的任务分工相结合，实现全国党校系统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第二十四条 党性教育是党校的必修课。党校要增强党性教育的针对性，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加强党

性锻炼结合起来，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致力于坚定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宗旨观念，提

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和精神境界。党性教育要贯穿于党校教学全过程。 

  第二十五条 党校要努力创新教学方式，大力推行研究式教学，综合运用讲授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等

教学方法。充分调动教员和学员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做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 

  第二十六条 党校要切实加强教学的组织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形成职责明确、分工协作的教学实施和运

行机制，建立和完善学习考核体系和教学效果评估体系。 

  第二十七条 学科建设是加强党校教学科研工作、提升师资水平、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建设。党校学科建设，

要立足于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需要，重点建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逐步形成既与国内外学科发展趋势相衔接又具有鲜明党校特色的学科体系。 

  第二十八条 中央党校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要制定学科建设规划。加强党校系统学科建设的协作工

作，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学科建设。 

  第二十九条 教材建设是党校教学的基础工程。根据教学需要组织编写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具有党校特点的系列教材，建立与教学布局相适应的党校教材体系。 

  第三十条 学位研究生教育要注重质量，坚持国家标准，办出党校特色。中央党校要加强对党校系统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管理和指导。建立健全研究生学位工作评估制度。依法接受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由其组织的评估。 

  第三十一条 党校信息化建设是实现教育现代化、提高教学科研质量的重要手段。各级党校应当大力加强和推

进信息化建设。 

第五章 科学研究工作 

  第三十二条 科学研究是党校教育的基础。党校科研工作，要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加强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为推进党

的理论创新服务，为提高党校教学质量服务，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服务。 

  第三十三条 党校科研工作要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正确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科学严谨的学术规范，鼓励刻苦钻研、大胆探索，努

力推进理论创新。 

  第三十四条 党校科研工作要面向社会，加强与实际工作部门和政策研究部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及国（境）

外学术界的合作和交流，建立开放的科研体制和以科研项目为枢纽的科研管理体制。 

  第三十五条 加强党校之间的科研协作，充分发挥党校系统的整体优势。中央党校负责定期对党校系统的科研

成果进行评估，并对优秀科研成果进行表彰奖励。各级党校要制定科学研究规划，并认真组织实施。 

  第三十六条 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设立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要在党校科研工作中

发挥重要作用。组织党校系统和社会各方面研究力量，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等重大

战略思想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宣传。 

  第三十七条 党校要重视图书馆（室）建设。中央党校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图书馆要办成多功能、现

代化的综合性文献资料中心。要创造条件，不断提高图书馆（室）的数字化水平。 

  第三十八条 党校报刊和出版单位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阵地，要坚持正确导向，活跃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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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努力为党校教学科研服务，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服务。 

第六章 学员管理 

  第三十九条 学员管理是实现党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加强领导、强化培训、严格管理、

注重实效的要求，健全管理制度，改进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效果。 

  第四十条 党校学员管理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管理、组织管理和生活管理。学习管理要充分调动学员学习

积极性，增强教学效果。组织管理要完善并严格学籍、学习、考勤等制度。生活管理要提倡艰苦奋斗，严格校规校

纪，积极开展文体活动，活跃学习生活，增强学员体质。思想政治教育要贯穿于学员管理全过程。 

  第四十一条 党校各班次设专职组织员或班主任，负责学员管理工作。组织员或班主任由相应级别的干部担任。 

  第四十二条 党校各班次要建立学员党支部，在校委会领导下、学员管理部门指导下开展工作。 

  第四十三条 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学员派出单位和党校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制度和机

制。 

第七章 队伍建设 

  第四十四条 队伍建设是党校事业发展的关键。要根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后勤服务工作的需要，建立一支

素质优良、规模适当、结构合理、适应新时期干部教育培训要求的党校工作人员队伍。 

  第四十五条 党校队伍建设的重点是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制定和实施人才强校战略，造就一批政治强、业务精、

作风正的高素质教学科研人才。党校教学科研人员要做到： 

  （一）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热爱党校教育事业，自觉遵

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扎实，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专业知识丰富，勇于理论创新，具有探索、研

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能力； 

  （三）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总结实践经验、理论联系实际，掌握现代干部教育方法，具有胜任党校教学工作的

能力； 

  （四）学风严谨，品德高尚，为人师表。 

  第四十六条 加强党校教学科研人才队伍建设，要着力完善学习进修、实践锻炼、激励竞争、考核评价等培养

机制；营造在理论研究和教学方式方法上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的宽松环境；引进学术界高层次专家学者和有志于从

事党校教育事业的优秀党政领导干部等人才；按照专职为主、专兼结合的原则，选聘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高、

善于课堂讲授的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管理人员、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师。 

  第四十七条 各级党校中，列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范围的部门，其工作人员的人事和工资

等管理按照公务员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未列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范围的部门，其工作

人员执行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人事工资等管理制度。党校教师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教师的各种待遇。 

  第四十八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岗位设置和聘用要求，不断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制度和程序，切实保

证评审质量。 

  第四十九条 各级党委要支持和帮助党校做好优秀人才选调工作，建立党校干部内外交流制度。各级组织人事

部门要为党校输送和引进人才提供条件。 

第八章 机关党的工作 

  第五十条 党校建立机关党的组织。机关党组织在上级机关工委和校委会领导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协助行政负责人开展工作，促进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等各项任务的

完成。 

  党校一般应设立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设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中应设立纪

律检查委员。 

  第五十一条 党校机关党组织的书记一般由本单位党员行政负责人兼任，也可由同级党员干部专任。党员人数

和所属单位较多的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设专职副书记。专职书记、副书记在任期内调动，须事先征得上级机关党

组织同意。 

  第五十二条 党校的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党章和有关规定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加强机关党的建设。 

第九章 行政管理、后勤服务和经费保障 

  第五十三条 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是党校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要保障。建立健全行政、后勤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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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管理科学化和服务规范化的要求进行各项必要的改革，提高管理水平、服务质量和后勤保障能力。 

  第五十四条 党校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各级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逐步增加，确保党校

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行政后勤等各方面工作的需要。 

  第五十五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党校教学设施建设，加大基本建设经费投入，以满足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

要。要努力改善党校学员和教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条件，提高教职工待遇。要提倡艰苦奋斗，厉行勤俭节约，

防止和杜绝铺张浪费。 

  第五十六条 学员在党校学习期间，工资福利和其他待遇不变。学员在党校学习期间的生活补助费，由所在单

位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章 执行与监督 

  第五十七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各级党校、各级党校学员所在单位和学员本人，必须严格执行本条

例，自觉接受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 

  第五十八条 各级党委应对本条例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在党委统一部署和协调下，上级党委党校应会同有

关部门对下级党委及党校的执行情况定期进行检查。对于未按规定执行本条例的部门和单位，应给予批评并提出改

进意见。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副省级城市的市委党校，按照本条例的精神执行。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5 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8.3.304）《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2008 年 5月 5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845/61275.htm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 

 （2008 年 5 月 5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挥党代表大会代表作用，坚持和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保持党的先进性，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代表，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代

表大会代表，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代表大会代表。 

  第三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按照党内选举的有关规定选举产生。严格代表资格审查，保证代表的先进性。 

  第四条 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党代表大会代表每届任期与同级党代表大会当届届期相同。如下一届党

代表大会提前或者延期举行，其代表任期相应地改变。代表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和闭会期间，享有代表资格，行使代

表权利，履行代表职责，发挥代表作用。 

第二章 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与职责 

  第五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代表大会精神，

模范遵守党的章程、党内各项规定和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密切联系党员和群众，在生产、工作、

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发挥表率作用，认真行使职权，自觉接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不得利用代表身份谋求任何私利和

特权。 

  第六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有下列权利与职责： 

  (一)在同级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参与听取和审查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二)在同级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参与讨论和决定有关重大问题； 

  (三)在同级党代表大会上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 

  (四)了解同级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所在选举单位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决定的情况； 

  (五)向同级党代表大会或者同级党的委员会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重大问

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对同级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进行监督； 

  (七)参加同级党代表大会或者同级党的委员会组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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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受同级党代表大会或者同级党的委员会的委托，完成有关工作。 

第三章 党代表大会代表开展工作的方式 

  第七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履行代表职责，主要是参加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同级党的委员会组织的活动。 

  第八条 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党代表大会代表联名可以向大会提出属于同级党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提案。

提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提出提案的代表可以要求撤回提案。 

  第九条 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代表大会代表可以由个人或者以联名的方式，采用书面形式向同级党的委员

会提出属于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提议；可以通过参加座谈、列席会议等方式，对本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党的建设等重大决策和党内重要文件的制定，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受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的委托，可以在本地区对涉及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

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有关重大决策、重要事项进行调查研究。 

  第十一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应当采取适当方式，与基层党员和群众加强联系，了解党的决议、决定在执行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反映基层单位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二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应邀可以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等会议，发表意见。 

  第十三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根据同级党的委员会安排，可以参加对本地区重要干部的民主推荐和对同级党的委

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民主评议，参加对同级党的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评议。 

第四章 党代表大会代表履行职责的保障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党的委员会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与同级党代表大会代表加强联系。 

  党的各级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到基层检查工作和调查研究，应当注意听取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意见。 

  第十五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同级党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学习培训，增强其代表意识，提高其履

行代表职责的能力。 

  第十六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安排的活动，代表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时间保障。 

  第十七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要为党代表大会代表按照其安排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 

  无固定工资收入的代表按照同级党的委员会安排开展工作，根据实际情况由同级党的委员会负责给予适当补贴。 

  第十八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对同级党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提案和提议，应当责成有关党组织或者有关部门、单

位研究办理并负责答复。 

  第十九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应当建立党代表大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负责代表联络服务工作。 

  第二十条 为便于党代表大会代表开展工作，党代表大会可以为同级代表制发代表证。 

  第二十一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要保障代表的知情权，按照党内有关规定，采取适当方式向同级党代表大会代表

通报党的决议、决定贯彻落实情况及党内其他重要情况。 

  第二十二条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召开前，党的委员会应当征求同级本届党代表大会代表和同级下一届党代表大

会代表对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稿的意见。 

  党的各级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前，可以就会议有关事项征求同级党代表大会有关代表的意见。 

  党的各级委员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邀请有关代表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 

  第二十三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所在党组织、所在选举单位的党员，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向代表反映情况并了解

代表开展工作的情况。 

  第二十四条 各级党组织必须尊重和保障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 

  对有义务协助代表开展工作而拒绝履行义务的党组织和党员，同级党的委员会应当予以批评教育。 

  对妨碍代表开展工作或者对代表开展工作进行打击报复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五章 党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和停止 

  第二十五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代表资格终止： 

  (一)受留党察看以上处分的； 

  (二)被停止党籍，或者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三)辞去代表职务被接受的。 

  第二十六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因组织关系迁出或者工作需要等原因调离同级党代表大会所属范围

的，停止执行代表职务。 

  第二十七条 因其他原因需要终止代表资格或者停止执行党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按照本章上述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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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由所在选举单位或者基层党组织提出，由同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党的委员会决定，报上级党的委员会备案。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党的基层代表大会代表参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的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具

体实施办法，并报中央备案。 

  第三十一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工作，由中央军委根据本条

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305）《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2006 年 1 月 21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845/61274.htm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 

（2006 年 1 月 21 日） 

  现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干部教育条例》）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干部教育条例》的颁布实施，是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干

部队伍，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

党委（党组）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贯彻实施《干部教育条例》的重要性，按照《干部教育条例》的要求，创新

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整合培训资源，优化培训队伍，提高培训质量，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科学化、制度

化、规范化，真正把中央提出的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任务落到实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实施《干部教育条例》中有什么问题和建议，请及时报告中央。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依据《中国共产党

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按照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要求，

以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第三条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以人为本，按需施教。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把握干部的成长规律和教育培训需求，分级分类地开展干

部教育培训，激发干部学习的内在动力和潜能，增强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全员培训，保证质量。干部教育培训面向全体干部，创造人人皆受教育、人人皆可成才的条件，大规模

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实现干部教育培训的规模和质量、效益的统一。 

  （三）全面发展，注重能力。坚持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全面提高

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健康素质，将能力培养贯穿于干部教育培训的全过程。 

  （四）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紧密联系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进展，

联系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引导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运用所学理论和知识指导实践，提高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五）与时俱进，改革创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创新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整合培训资源，优化培

训队伍，推进干部教育培训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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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本条例适用于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机关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教育培训工作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五条 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行在党中央领导下，由中央组织部主管，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工作部门分工

负责，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 

  第六条 中央组织部履行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整体规划、宏观指导、协调服务、督促检查、制度规范职能。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工作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相关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指导本系统的业务培训。 

  第七条 地方各级党委领导本地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方针政策，把干

部教育培训工作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研究部署本地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地方各级党委组织部主管本地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工作部门负责相关的干部教育培

训工作。 

  第八条 干部所在单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组织实施本单位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第九条 部门与地方双重管理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由主管方负责组织；经协商，也可由协管方负责组织。 

第三章 教育培训对象 

  第十条 干部有接受教育培训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干部教育培训的对象是全体干部，重点是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及其后备干部。 

  第十二条 干部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参加相应的教育培训： 

  （一）在职期间的各类岗位培训； 

  （二）晋升领导职务的任职培训； 

  （三）从事专项工作的专门业务培训； 

  （四）新录（聘）用的初任培训； 

  （五）其他培训。 

  第十三条 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党政领导干部每 5 年应当参加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或者经厅局级以

上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累计 3 个月以上的培训。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确因特殊情况在提任

前未达到教育培训要求的，应当在提任后 1 年内完成培训。 

  其他干部参加脱产教育培训的时间，根据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确定，一般每年累计不少于 12 天。 

  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实行干部教育培训学时学分制。 

  第十四条 干部必须遵守教育培训的规章制度，完成规定的教育培训任务。 

  第十五条 干部在参加组织选派的脱产教育培训期间，一般应享受在岗同等待遇。 

第四章 内容与方式 

  第十六条 干部教育培训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要求，结合

岗位职责要求和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干部的特点，以政治理论、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文化素养和技能训练等为基

本内容，并以政治理论培训为重点，综合运用组织调训与自主选学、脱产培训与在职自学、境内培训与境外培训相

结合等方式，促进干部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高。 

  第十七条 政治理论培训重点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的教育，党的历史、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党的纪律的教育，国情和形势的教育，

引导干部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

地位观、利益观，夯实理论基础、开阔世界眼光、培养战略思维、增强党性修养。 

  对党外干部，应当根据其特点，开展相应的政治理论培训。 

  第十八条 政策法规培训重点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教育，进行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外交、国防等方面的重大部署和要求的培训，提高各级干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 

  第十九条 业务知识培训重点加强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知识的培训，提高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 

  第二十条 文化素养培训和技能训练应当按照完善干部知识结构、提高干部综合素质的要求进行。 

  第二十一条 坚持和完善组织调训制度。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干部脱产培训计划，选调干部参加脱

产培训。干部所在单位按照计划完成调训任务。被抽调的干部必须服从组织调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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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干部调训计划申报制度。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部门抽调下级党委和政府领导成员参加培训，必须报同级干部

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审批，避免多头调训和重复培训。 

  第二十二条 建立健全干部在职自学制度。鼓励干部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学习培训。 

  干部所在单位应当对干部在职自学提出要求，并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二十三条 推行干部自主选学。在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干部可以自主选择参加教育培训的机构、

内容和时间。 

  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或者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定期公布供干部自主选学的教育培训项目，明确要求，加强

管理。 

  第二十四条 加强和改进境外培训工作。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工作需要，科学设置境外培训项目，

择优选派培训对象，合理确定培训机构，严格培训过程的管理，注重培训质量和效益。 

  第二十五条 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应当根据干部的特点，综合运用讲授式、研究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等

教学方法，提高培训质量。 

  第二十六条 推广网络培训、远程教育、电化教育，提高干部教育培训教学和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第五章 教育培训机构 

  第二十七条 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建设，构建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布局合理、竞争有序的干部教育培训机

构体系。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主渠道作用。 

  第二十八条 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应当突出办学特色，按照职能分工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部门和行业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本部门和本行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可以发挥自身优势，承担相关的干部教育培训任务。 

  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可以委托符合条件的社会培训机构和境外培训机构承担干部培训项目。 

  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加强国内外交流与合作，通过联合办学等方式，促进干部教育培训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十九条 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必须贯彻党和国家的干部教育培训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 

  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当根据培训需求，深化教学改革，创新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科学设置培训班次和学

制，完善学科结构和课程设计，提高教学水平。 

  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当深化人事制度、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充满活力、运转高效的管理机制，提高

管理水平。 

  第三十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领导班子建设，改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基础设施和

办学条件。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重点扶持条件较好、优势明显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调整、整顿不具备办学能力和条件的

干部教育培训机构。 

  第三十一条 建立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准入制度。培训机构承担干部教育培训任务，必须获得干部教育培训管理

部门的资质认可。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应制定和公布相应的准入标准。 

  培育和规范干部教育培训市场，引导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优化服务，提高质量，逐步形成由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

门指导、公开平等、竞争有序的干部教育培训市场机制。 

  第三十二条 实行干部教育培训项目管理制度。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可以采取直接委托、招标投标等方式，

确定承担培训项目的教育培训机构，加强项目实施的管理，提高培训绩效。 

  第三十三条 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管理者队伍建设，注重培训，促进交流，优化结构，提高素质。 

第六章 师资、教材、经费 

  第三十四条 按照素质优良、规模适当、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原则，建设高素质的干部教育培训师资队伍。 

  第三十五条 从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教师，应当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较高的理论政策

水平、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掌握现代教育培训理论和方法，具备胜任教学、科研工作的

能力。 

  第三十六条 实行专职教师职务聘任和竞争上岗制度，通过考核、奖惩和教育培训，加强专职教师队伍建设。 

  建立专职教师知识更新机制，保证专职教师每年参加教育培训的时间累计不少于 1 个月。逐步建立符合干部教

育培训特点的师资队伍考核评价体系。 

  选聘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高的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国内外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师，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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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兼职教师的作用。 

  建立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实现资源共享。 

  第三十七条 干部培训教材建设应当适应不同类别干部教育培训的需要，着眼于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逐步建立开放的、形式多样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教材体系。 

  第三十八条 坚持干部培训教材的开发与利用相结合，做到一纲多本、编审分开。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

委员会负责组织制定干部培训教材建设规划和教材大纲，审定全国干部培训教材；有关地方、部门和机构按照教材

大纲的要求，可以编写符合需要、各具特色的干部培训教材，并可选用国内外优秀出版物。 

  第三十九条 加强干部培训教材的编写、出版、发行、使用的管理和监督。 

  第四十条 干部教育培训经费列入各级政府年度财政预算，随着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保证干部教育培训工

作的需要。 

  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经费的管理。 

第七章 考核与评估 

  第四十一条 建立干部教育培训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干部的教育培训情况作为干部考核的内容和任职、晋升

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四十二条 干部教育培训考核的内容包括干部的学习态度和表现，掌握政治理论、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文

化知识和技能的程度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 

  第四十三条 干部教育培训考核应当区分不同的教育培训方式分别实施。组织调训和干部自主选学的考核，由

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实施；干部在职自学的考核，由干部所在单位实施；境外培训的考核，由主办单位或者干部所在

单位实施。 

  干部教育培训实行登记管理。各级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和干部所在单位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建立和完善

干部教育培训档案，如实记载干部参加教育培训情况和考核结果。 

  第四十四条 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年度考核、任用考察时，应将干部接受教育培训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第四十五条 建立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评估制度。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规范简便的评估办法，加强对

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评估。 

  第四十六条 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评估的内容包括办学方针、培训质量、师资队伍、组织管理、基础设施、经费

保障等。 

  第四十七条 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负责对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评估，也可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评估。 

  第四十八条 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应当充分运用评估结果，对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建设与发展提出指导性意

见。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当根据评估结果，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第八章 监督与纪律 

  第四十九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干部所在单位和干部本人必须严格执行

本条例，自觉接受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 

  第五十条 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会同有关部门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和贯彻执行本条例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制止和纠正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并对有关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第五十一条 干部因故未按规定参加教育培训或者未达到教育培训要求的，应当及时补训。对无正当理由不参

加教育培训的，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组织处理。 

  干部在参加教育培训期间违反有关规定和纪律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干部弄虚作假获取学历或者学位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五十二条 干部所在单位未按规定履行干部教育培训职责的，由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并

在一定范围内给予通报批评。 

  第五十三条 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和干部所在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

逾期不改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对负有主要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一）采取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的； 

  （二）以干部教育培训名义组织境内外公费旅游或者进行其他高消费活动的； 

  （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干部教育培训费用的； 

  （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印发学历或学位证书、资格证书或培训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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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五十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干部教育培训办法，由中央军委根据本条例的原则制

定。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306）《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2004 年 9月 22日，2020 年 12月 25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845/61273.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1/04/content_5576940.htm 2020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2004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2004 年 9 月 22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生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增强党的生机活力，保障党员权利的正常

行使和不受侵犯，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员享有的党章规定的各项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党的任何一级组织、任何党员都无权剥夺。 

  第三条 坚持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党员享有特权。 

  第四条 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党员应当正确行使党章规定的各项权利，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同

时必须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不得侵犯其他党员的权利。 

  第五条 对任何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都应当予以追究；情节严重的，必须给予党纪处分。对侵犯党员权利行

为的认定和处理，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为准绳。 

第二章 党员权利 

  第六条 党员有权参加党小组会、支部大会、党员大会以及与其担任的党内职务和代表资格相应的会议。党员

因故不能到会的，应当履行请假手续。 

  党员有权阅读按照规定可以阅读的党内文件。 

  党员有权提出接受教育和培训的要求。党员接受教育和培训应当服从组织安排。 

  第七条 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党员有权在党报党刊上参加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组织的关于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讨论。 

  党员在讨论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应当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得公开发表与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相违背的观点和意见。 

  第八条 党员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党组织、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的各方面工

作提出建议和倡议。 

  第九条 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党员以书面方式

提出的批评意见应当按照规定送被批评者或者有关党组织。 

  党员有权向党组织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的违法违纪事实；有权向所在党组织或者上级党

组织提出处分有违法违纪行为党员的要求。 

  党员有权向所在党组织或者上级党组织提出罢免或者撤换不称职党员领导干部职务的要求。 

  党员在进行批评、揭发、检举以及提出处分或者罢免、撤换要求时，要按照组织原则，符合有关程序，不得随

意扩散、传播，不得夸大和歪曲事实，更不得捏造事实、诬告陷害。 

  第十条 党员有权在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时按照规定参加表决。表决时可以表示赞成、不赞成或者弃权。 

  每个正式党员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除外）。参加选举的党员有权了解候选人情况、

要求改变候选人、不选任何一个候选人和另选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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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员有权经过规定程序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第十一条 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者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

其作证和辩护。 

  申辩、作证和辩护必须实事求是。 

  第十二条 党员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向党组织声明

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反映。党员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 

  第十三条 党员在政治、工作、学习等方面遇到重要问题需要党组织帮助解决的，有权向本人所在党组织、上

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 

  党员对于党组织给予本人的处分、鉴定、审查结论或者其他处理不服的，有权向本人所在党组织、上级党组织

直至中央提出申诉；党员认为党组织给予其他党员的处分、鉴定、审查结论或者其他处理不当的，有权逐级向党组

织直至中央提出意见。 

  党员的合法权益受到党组织或者其他党员侵害时，有权向本人所在党组织、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控告。 

  党员有权要求有关党组织对其提出的请求、申诉和控告给予负责的答复。 

第三章 保障措施 

  第十四条 党组织应当按照规定召开有关会议，并创造条件保障党员参加其有权参加的各种会议。会议的组织、

召集者要将会议的召开时间、议题等适时通知应到会党员。 

  第十五条 党组织应当为党员提供阅读党内有关文件的必要条件。党员因缺乏阅读能力或者其他原因无法直接

阅读文件的，党组织要按照规定向其传达文件精神。 

  第十六条 党组织应当采取多种形式有计划地对党员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党员素质。 

  第十七条 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其他重要会议召开后，党组织要按照规定将会

议内容和精神向党员传达、通报。 

  党组织作出的决议、决定，按照规定及时向党员通报。 

  第十八条 下级党组织应当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安排，积极组织和引导党员参加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讨论，讨

论的时间、方式和内容要以适当方式告知党员，以便党员参加。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应当认真组织党员对本地

区、本部门、本单位贯彻落实党的政策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党组织要支持和鼓励党员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对于党员的建议和倡议，党组织应当认真听取、研究，

合理的应当采纳；对改进工作有重大帮助的，应对提出建议和倡议的党员给予表扬或者奖励。 

  党组织要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只要本人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就不得对其

歧视或者进行追究；对于持有错误意见的党员，应当对其进行帮助、教育。 

  第十九条 党组织应当鼓励党员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支持和保护党员同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和不正之风

作斗争。对于党员的批评、揭发、检举、控告以及提出的有关处分和罢免、撤换要求，党组织要按照规定及时处理。 

  党组织要建立健全保护揭发、检举人权益的制度。对揭发、检举人以及揭发、检举的内容必须严格保密，严禁

将检举、控告材料转给被检举、被控告的组织和人员；严禁对揭发、检举人和控告人歧视、刁难、压制，严禁各种

形式的打击报复。 

  党组织对于署真实姓名的揭发、检举人，应以适当方式回访或者回函并告知其处理结果；对揭发、检举严重违

法违纪问题经查证属实的，给予表扬或者奖励。 

  党组织对于不负责地揭发、检举、控告以及提出处分和罢免、撤换要求的，给予批评教育；对于捏造事实、诬

告陷害他人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对于受到错告或者诬告的党员，应当澄清事实，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第二十条 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重要问题，要进行表决。根据不同情况，

表决可以采取口头、举手和投票等方式，表决结果和表决方式应记录在案。对不同意见要如实记录。 

  重要问题主要是指：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事项；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按干部管理规定应该由集体讨

论决定的干部推荐、任免、调动和奖惩；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发展新党员；上级党组织规

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的其他问题。 

  党组织作出重要决议、决定前，应当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征询党员意见。对于多数党员有不同意见或者存

在重大分歧的，暂缓作出决定，进一步调查研究，交换意见，提交下次会议表决。 

  党的委员会及其组织部门、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下级党组织的表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于没有按照规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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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表决的，应当予以纠正。 

  第二十一条 党组织进行选举时，应当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候选人名单要由

党组织和选举人充分酝酿讨论，对候选人的情况应向选举人作介绍。对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不赞成票，也

可以弃权。投不赞成票者可以另选他人。 

  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党员在党内自主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得阻挠有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的人到场，不得强迫选举人选举或者不选举某个人，不得搞非组织活动妨碍选举，不得以任何方式追查选举

人的投票意向。 

  第二十二条 党组织对党员作出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说明情况和

申辩。对于党员的申辩及其他党员为其所作的证明和辩护，有关党组织要认真听取、如实记录，并进一步核实，采

纳其合理意见；不予采纳的，要向本人说明理由。党员实事求是的申辩、作证和辩护，应当受到保护。 

  处分决定应当写明党员享有的申诉权以及受理申诉的组织等内容并由受处分党员签署意见。本人对处分决定有

不同意见的，可以提出申诉；拒不签署意见或者因其他原因不能签署意见的，党组织要在处分决定上注明。 

  第二十三条 对于受到党纪处分的党员，党组织要帮助其正确认识和改正错误。对于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

留党察看期间确已改正错误的，期满后应当恢复其党员权利；坚持错误不改或者又发现其他应受党纪处分的错误的，

应当开除其党籍。 

  第二十四条 党组织要认真处理党员的申诉。对于党员的申诉，有关党组织要按照规定进行复议、复查，不得

扣压。上级党组织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或者指定有关党组织进行复议、复查。 

  经复议、复查或者审查决定，对于全部或者部分纠正的案件，重新作出的决定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宣布。对于处

理正确而本人拒不接受的，给予批评教育；对于无正当理由反复申诉的，有关党组织应当正式通知本人不再受理并

在适当范围内宣布。 

  党员对于党组织给予其他党员的处分、鉴定、审查结论或者其他处理提出的意见，有关党组织应认真研究处理。 

  第二十五条 党组织对涉嫌违纪党员的检查和处理，必须既坚决又慎重，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依纪依法进行。 

  建立执纪过错或者错案责任追究制。对于在执纪过程中有违纪行为或者其他过错的，应当批评纠正；情节严重

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者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党组织对于党员提出的请求，要及时受理。根据具体问题，有的要及时解决，有的要说明情况，

有的要进行说服教育。 

  第二十七条 企业、农村和街道、社区等党的基层组织应注意维护流动党员的民主权利，保障其正常行使。 

  第二十八条 对于确有实际困难的党员，其所在基层党组织或者上级党组织可以给予适当帮助并鼓励党员之间

开展互助，为党员正常行使权利创造条件。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九条 党的各级组织应当严格执行党员权利保障方面的方针、政策和党内法规，贯彻落实上级党组织和

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关于党员权利保障方面的决议、决定；明确同级纪委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

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在党员权利保障方面的任务和要求；督促下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切实履行党员

权利保障方面的职责，宣传党员权利保障方面的方针、政策和党内法规，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正确行使权利。 

  第三十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领导下，做好党员权利保障工作，受理有关党员权利

保障方面的检举、控告和申诉，检查和处理侵犯党员权利方面的案件，对党的领导干部和下级党组织履行党员权利

保障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党的组织、宣传等工作部门要按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规定以及上级党组织的要求，结合自身

职能和实际工作，抓好党员权利保障工作的落实；研究解决职责范围内党员权利保障方面的重要问题，向同级党组

织提出贯彻落实党员权利保障方面的意见和措施，为保障党员权利的正常行使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第三十二条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模范遵守和严格执行党员权利保障方面的规定；充分尊重和关心党员权利，

重视处理和解决党员权利保障方面的实际问题；采取切实措施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员权利保障工作的落

实。 

  第三十三条 保障党员权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对于在保障党员权利方面失职、渎职

的，按照规定追究有关责任者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 对侵犯党员权利行为的处理是保障党员权利的重要环节。对于有侵犯党员权利行为的党员，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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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组织或者上级党组织可以采取责令停止侵权行为、责令赔礼道歉、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等方式

给予处理；情节较重的，按照规定给予党纪处分。 

  对于有侵犯党员权利行为的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应当对有关责任者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按照规定追究

有关责任者的责任。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处理方式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或者与党纪处分合并使用。 

  第三十五条 对于因侵犯党员权利受到党纪追究的党员或者在保障党员权利方面失职、渎职受到党纪追究的党

的领导干部，需要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其他纪律处分的，作出或者批准作出处理决定的党组织应当向监察机关或者其

他有关机关、组织提出建议；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

中央备案。 

  中央军委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或者补充

规定。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委商中央组织部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同时废止。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2020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2004 年 9 月 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 2004 年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发布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修订 2020 年 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增强党的生机活力，根据《中国共产

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员权利保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各级党组织落实和保障党员权利，激发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第三条 党员权利保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民主和集中相结合，既激发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热情，又要求党员按照党性原则行使权利； 

（二）坚持义务和权利相统一，切实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正确行使各项权利，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三）坚持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党员享有特权； 

（四）坚持充分全面保障党员权利，完善权利保障措施，畅通权利行使渠道，增强工作实效。 

第四条 党组织必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将党员权利保障融入新时代党的建设，严格按照

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保障党员各项权利、完善党员权利保障制度机制。 

党员应当增强党的观念和主体意识，将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作为对党应尽的责任，向党组织讲真话、讲实话、讲心

里话，敢于担当、敢于负责，遵守纪律规矩，正确行使权利。 

第五条 任何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必须受到追究。党组织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准绳，对侵犯党员

权利行为作出认定和处理。 

第二章 党员权利的行使 

第六条 党员享有的党章规定的各项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党的任何一级组织、任何党员都无权剥夺。预备党

员除了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外，享有同正式党员一样的权利。 

党员行使权利时不得侵犯其他党员的权利。 

第七条 党员有党内知情权，有权按照规定参加党的有关会议、阅读党的有关文件，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

本人所在党组织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上级党组织决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开展重点工作情况以及其

他党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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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党员有接受党的教育培训权，有权提出教育培训要求，参加党组织安排的集中学习教育、专题学习教育、

集中轮训、脱产培训、网络培训。 

第九条 党员有党内参加讨论权，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理论、政策的学习讨论，并充分发

表意见；有权按照规定在党内参加有关重要决策和重要问题的讨论，参加党组织开展的征求意见等活动，反映真实

情况，积极建言献策。 

党员在讨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过程中，应当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十条 党员有党内建议和倡议权，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对本人所在党组织、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的各方面工

作提出建议和倡议，有权按照规定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推荐优秀干部，在党组织巡视巡察、检查督查中对党的工作提

出建议。 

第十一条 党员有党内监督权，有权在党的会议上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揭

露、要求纠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在民主评议中指出领导干部和其他党员的缺点错误；有权向党组织反映对

本人所在党组织、领导干部、其他党员的意见。党员以书面方式提出的批评意见应当按照规定送被批评者或者有关

党组织。 

党员有权向党组织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的违纪违法事实，提出处理、处分有违纪违法行为党

组织和党员的要求。 

党员进行批评、揭发、检举以及提出处理、处分要求，应当通过组织渠道，不得随意扩散传播、网络散布，不得夸

大和歪曲事实，更不得捏造事实、诬告陷害。 

第十二条 党员有党内提出罢免撤换要求权，有权向所在党组织或者上级党组织反映领导干部不称职的情况，负责

地提出罢免或者撤换不称职领导干部的要求。 

党员提出罢免或者撤换要求应当严肃负责，按照组织原则，符合有关程序。 

第十三条 党员有党内表决权，有权按照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时参加表决，在表决前了解情况，在讨论中充

分发表意见。表决时可以表示赞成、不赞成或者弃权。 

第十四条 党员有党内选举权，有权参加党内选举，了解候选人情况、要求改变候选人、不选任何一个候选人和另

选他人。 

党员有党内被选举权，有权经过规定程序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第十五条 党员有党内申辩权，有权实事求是地对被反映的本人问题向党组织作出说明、解释；在基层党组织讨论

决定对自身处分或者作出鉴定时，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其作证和辩护。 

第十六条 党员有党内提出不同意见权，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有权向党组织声

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反映；有权按照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三重一大”事项

或者征求意见、干部选拔任用以及公示等过程中提出不同意见。 

党员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不一致的意见。 

第十七条 党员有党内请求权，遇到重要问题需要党组织帮助解决的，有权按照规定程序逐级向本人所在党组织、

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并要求有关党组织给予负责的答复。 

第十八条 党员有党内申诉权，对于党组织给予本人的处理、处分或者作出的鉴定、审查结论不服的，有权按照规

定程序逐级向本人所在党组织、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申诉。 

党员认为党组织给予其他党员的处理、处分或者作出的鉴定、审查结论不当的，有权按照规定程序逐级向党组织直

至中央提出意见。 

第十九条 党员有党内控告权，合法权益受到党组织或者其他党员侵害的，有权向本人所在党组织、上级党组织直

至中央提出控告，要求对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第三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条 党组织应当按照规定确定党务公开的内容、方式和范围，保障党员及时了解党内事务。 

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其他重要会议召开后，党组织应当按照规定将会议内容和精神

向党员传达。党组织作出的决议决定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党员通报。 

党组织应当按照规定为党员提供阅读党内有关文件的必要条件。党员因缺乏阅读能力或者其他原因无法直接阅读文

件的，党组织应当按照规定向其传达文件精神。 

第二十一条 党组织应当按照规定召开党员大会、党小组会、支部委员会会议和组织生活会，开展谈心谈话，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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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评议，保障党员参加学习讨论、议事决策，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二十二条 党组织应当按照规定、有计划地对党员进行教育和培训，深入开展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加强党性教育

和理想信念教育，注重了解和掌握党员的学习需求，创新教育培训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科技、管理、法规

等培训，保证党员接受教育培训的学时和质量。 

第二十三条 党组织作出重要决议决定前，应当通过调研、论证、咨询等方式，充分征求党员意见，在党内凝聚共

识、汇集智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重要党内法规研究制定过程中，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征求

党员意见。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研究作出重要决议决定，应当在本级组织管辖的一定范围内征求党员意见。一

般情况下，对于存在重大分歧的，应当在进一步调查研究、交换意见后再启动决策程序。 

第二十四条 党组织应当积极利用党的会议、报刊、网站，为党员参加党的理论和政策讨论、发表认识体会、提出

意见建议提供条件。注重汇总研究党员意见，用以加强和改进党的工作。下级党组织应当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安排，

组织党员参加讨论。 

第二十五条 党组织应当紧扣新时代党建工作特点和党员权利保障要求，创新保障党员权利的方法手段，为党员行

使权利提供便捷渠道。 

第二十六条 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执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重要问题应当按照规定进行

表决。表决前应当充分讨论酝酿，表决情况和不同意见及其理由应当如实记录。 

第二十七条 党组织应当支持和鼓励党员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对于党员的建议和倡议，党组织应当认真听

取、研究，合理的予以采纳；对于改进工作有重大帮助的，应当对提出建议和倡议的党员给予表扬。 

党组织应当支持和保护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的党员，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只要本

人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就不得对其歧视或者进行追究；对于持有错误意见的党员，应当进行批评、帮助、教

育。 

第二十八条 党组织应当健全党代表大会代表联系党员制度，支持和保障党代表大会代表加强与基层党员的联系，

了解和反映党员意见和建议，听取党员对其履职的意见。领导干部应当认真执行直接联系党员制度，深入实际、深

入基层，主动听取党员意见和诉求，及时回应党员关切。 

第二十九条 党组织进行选举时，应当严格执行选举制度规则，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党员在党内自主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得阻挠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的人到场，不得以任何方式追查选举人的投票意向。 

第三十条 党员被依法留置、逮捕的，党组织应当按照管理权限中止其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党员权利。根

据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处理结果，可以恢复其党员权利的，应当及时予以恢复。 

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留党察看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期满后应当恢复其党

员权利。 

党员被停止党籍的，党员权利相应停止。对于停止党籍的党员，符合条件的，可以按照规定程序恢复党籍和党员权

利。 

第三十一条 党组织在巡视巡察和检查督查中，可以通过个别谈话、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受理来信来访等方式，

广泛收集和听取党员意见建议。 

被巡视巡察、检查督查的党组织应当保障党员反映意见的权利，不得妨碍党员反映问题、提出建议。 

第三十二条 党组织应当严格落实党内民主监督各项制度，畅通监督渠道，支持和鼓励党员发扬斗争精神，同各种

违纪违法行为和不正之风作斗争。对于党员的批评、揭发、检举、控告以及提出的有关处理、处分和罢免、撤换要

求，党组织应当按照规定及时恰当处理，并给予负责的答复。 

党组织应当保障检举控告人的权益，对检举控告人的信息以及检举控告内容必须严格保密，严禁将检举控告材料转

给被检举控告的组织和人员。提倡和鼓励实名检举控告，对实名检举控告优先办理、优先处置，告知受理情况、反

馈处理结果；对于检举控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经查证属实的，应当给予表扬。 

对于党员检举控告和反映的问题，任何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不准隐瞒不报、拖延不办。对于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

的党员，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擅自进行追查，不准采取调离工作岗位、降格使用等惩罚措施。 

第三十三条 党组织应当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把党员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同明知

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同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

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正确把握党员在工作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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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误错误的性质和影响，给予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处理，保护党员担当作为的积极性。 

第三十四条 对于诬告陷害行为，党组织应当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对于经核查认定党员受到失实检举控告、确有必

要澄清的，应当按照规定对检举控告失实的具体问题进行澄清。 

第三十五条 在对党员进行监督执纪中应当充分保障党员权利，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不得使用违反党章党

规党纪和法律法规的手段、措施。对于本人的说明和申辩、其他党员所作的证明和辩护，应当认真听取、如实记录、

及时核实，合理的予以采纳；不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党员实事求是的申辩、作证和辩护，应当受到保护。 

处理、处分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应当同本人见面。处理、处分的决定应当向本人宣布，并写明党员的申诉权以及受理

申诉的组织等内容。事实材料和决定应当由本人签署意见，对签署不同意见或者拒不签署意见的，应当作出说明或

者注明情况。 

第三十六条 党组织对受到处理、处分的党员应当进行跟踪回访，教育引导他们正确认识、改正错误，放下包袱、

积极工作。对于影响期满、表现好的党员，符合条件的应当正常使用。 

第三十七条 党组织应当认真处理党员的申诉，并给予负责的答复。对于党员的申诉，有关党组织应当按照规定进

行复议、复查，不得扣压。上级党组织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或者指定有关党组织进行复议、复查。 

经复议、复查或者审查决定，对于全部或者部分纠正的案件，重新作出的决定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宣布。对于处理正

确而本人拒不接受的，给予批评教育；对于无正当理由反复申诉的，有关党组织应当正式通知本人不再受理并在适

当范围内宣布。 

党员对党组织给予其他党员的处理、处分或者鉴定、审查结论提出的意见，有关党组织应当认真研究处理。 

第三十八条 企业、农村和街道、社区等党的基层组织应当注重维护流动党员权利，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和服

务工作，健全流出地、流入地党组织沟通协调机制，保障流动党员正常参加组织生活、行使党员权利。 

第三十九条 党组织应当关心党员思想、工作、学习、生活，做好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对于党员提出的请求应当及

时受理，合理合规的应当及时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应当说明情况，不属于党组织职责范围的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 

第四章 职责任务和责任追究 

第四十条 党委（党组）必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对党员权利保障工作的领导，严格执行党员权利保

障方面的党内法规和制度措施；明确同级纪委和党的工作机关、直属单位以及相当于这一层级的党组（党委）的相

关任务和要求，督促下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履行相关职责，及时发现和纠正党员权利保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宣传

党员权利保障方面的党内法规和政策要求，经常开展党员义务和权利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增强责任意识、正确行使

权利。 

第四十一条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应当担负起保障党员权利的职责，加强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履行党员权利保障工作

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受理和处置有关党员权利保障方面的检举、控告和申诉，检查和处理侵犯党员权利方面的案

件，对侵犯党员权利的党组织和党员作出处理、处分决定或者提出处理、处分建议。 

第四十二条 党委办公厅（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员会和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等党的工作机关应

当结合自身职能和工作实际，抓好党员权利保障工作的落实；研究解决职责范围内党员权利保障工作的重要问题，

向本级党委、纪委提出意见建议，为保障党员权利正常行使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第四十三条 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严格落实党员权利保障方面的法规制度，保障党员充分行使各

项权利；经常了解党员意见和诉求，及时研究解决，发现党员权利受到侵犯的，及时处理或者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第四十四条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当以身作则，带头履行党员义务、正确行使党员权利，提高民主素养，平

等对待同志，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营造党员积极行使权利的良好氛围。 

领导干部应当模范遵守和严格执行党员权利保障方面的法规制度，支持和鼓励党员正常行使权利。各级党组织主要

负责同志应当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加强对党员权利保障工作的调查研究和相关机制建设，推动解决突出问题，

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员权利保障工作的落实。 

第四十五条 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有下列侵犯党员权利情形之一的，应当依规依纪追究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公开党内事务，侵犯党员知情权； 

（二）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压制、破坏党内民主，违规决定重大问题； 

（三）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考核考察和党内选举等工作中，违背组织原则，以强迫、威胁、欺骗、

拉拢等手段，妨碍党员自主行使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权利； 

（四）对党员批评、揭发、检举、控告、申辩、作证、辩护、申诉等正常行使权利的行为进行追究，或者采取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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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打击报复等措施妨碍党员正常行使权利； 

（五）泄露揭发、检举、控告等应当保密的信息； 

（六）违规违法使用审查调查措施，侵犯党员合法权益； 

（七）对党员正常行使权利的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依照政策或者有关规定能够解决而不及时解决； 

（八）其他侵犯党员权利的情形。 

第四十六条 党员不正确行使权利，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依规依纪追究责任： 

（一）公开发表违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观点和意见； 

（二）不按照组织原则和程序进行批评、揭发、检举、控告以及提出处理、处分、罢免、撤换要求，或者随意扩散、

传播； 

（三）制作、发布、传播违反党的纪律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网络信息或者其他信息； 

（四）捏造事实、伪造材料诬告陷害； 

（五）其他不正确行使党员权利的行为。 

第四十七条 对于有侵犯党员权利行为的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应当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按照规定追究纪律责任。 

对于有侵犯党员权利行为的党员，其所在党组织或者上级党组织可以采取责令停止侵权行为、责令赔礼道歉，以及

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等方式给予处理；情节较重的，按照规定给予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党纪处分。 

第四十八条 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规定，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保障党员权利的职责，造

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由相关党委（党组）、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或者党的工作机关予以问

责。 

第四十九条 对于因侵犯党员权利受到党纪追究或者在保障党员权利方面失职失责被问责的党员，需要给予政务处

分或者其他处理的，作出党纪处分决定、问责决定的党组织应当通报相关单位，由相关单位依法给予政务处分或者

其他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五十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关规定。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商中央组织部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307）《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1999 年 2月 13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845/61271.htm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1999 年 2 月 13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保证党在农村改革和发展目标的实现，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乡镇党的委员会（以下简称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含总支、党委，下同）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

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乡镇、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 

  第三条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努力成为团结带领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坚强战斗堡垒。 

第二章 组织设置 

  第四条 乡镇应当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乡镇党委由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五条 有正式党员 3 名以上的村，应当成立党支部；不足 3 名的，可与邻近村联合成立党支部。党员人数超

过 50 名的村，或党员人数虽不足 50 名，但村办企业具备成立党支部条件的村，因工作需要，可以成立党的总支部。

党员人数 100 名以上的村，根据工作需要，经县级地方党委批准，可以成立党的基层委员会；村党委受乡镇党委领

导。 

  村党支部、总支部和党的基层委员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 

  第六条 县以上有关部门驻乡镇的单位，应当根据党员人数和工作需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这些党组织，除中

央另有规定的以外，受乡镇党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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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乡镇工作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应当坚持精干高效，加强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严格执行上级

的有关规定。村干部误工补贴人数和标准的确定，应当从实际出发，从严掌握。 

第三章 职责任务 

  第八条 乡镇党委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及本乡镇党员代表大会（党员大会）的决议。 

  （二）讨论决定本乡镇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需由乡镇政权机关或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的问题，由

乡镇政权机关或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作出决定。 

  （三）领导乡镇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支持和保证这些机关和组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各自章程充分行使职权。 

  （四）加强乡镇党委自身建设和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对干部的教育、培养、选拔和监督工作。协助管理上级有关部门驻乡镇单位的

干部。 

  （六）领导本乡镇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计划生育工作。 

  第九条 村党支部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及本村党员大会的决议。 

  （二）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需由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或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的事

情，由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或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作出决定。 

  （三）领导和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支持和保障村民依法开展自治活动。领导

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共青团、妇代会、民兵等群众组织，支持和保证这些组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各自

章程充分行使职权。 

  （四）搞好支部委员会的自身建设，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负责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

养，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五）负责村、组干部和村办企业管理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 

  （六）搞好本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工作。 

  第十条 党员人数较多的村党支部，可以划分若干党小组。党小组在支部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组织党员学

习和参加组织生活，检查党员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和执行支部委员会、党员大会决议的情况，反映党员、群众的意

见和要求。 

第四章 经济建设 

  第十一条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

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

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二）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发展多种经营要同支持和促进粮食生产相结合。发

展乡镇企业要从实际出发，同促进农副产品流通和建设小城镇相结合。 

  （三）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四）领导制定本地经济发展规划，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保证规划实施。 

  村党支部领导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协调利益关系，组织生产服务和集体资源开发，逐步壮大集

体经济实力。 

  （五）组织党员、群众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应用科技发展经济。 

第五章 精神文明建设 

  第十二条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制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保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协调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十三条 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教育，思想道德和民主

法制教育，引导农民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

型农民。 

  第十四条 搞好村镇规划，改善村镇面貌，创造文明卫生的生活环境；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开展健康有益

的文体活动；改善办学条件，普及义务教育；开展创建文明村镇、文明户活动，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树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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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新风尚。 

  第十五条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好人好事，弘扬正气。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帮助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及时疏导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保持农村社会稳定。 

第六章 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 

  第十六条 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素质。农村基层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

邓小平理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增强带领群众

发展经济、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本领。 

  第十七条 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坚持实事求是，不准虚假浮夸；坚持依法办事，不准违法

乱纪；坚持艰苦奋斗，不准奢侈浪费；坚持说服教育，不准强迫命令；坚持廉洁奉公，不准以权谋私。 

  第十八条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班子，应当由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群

众拥护，能够带领群众完成各项任务的党员组成。乡镇党委书记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水平，较强的组织协调

能力，熟悉党务工作和农村工作。村党支部书记还应具备一定的政策水平，善于做群众工作。 

  应当重视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改善领导班子的结构。 

  第十九条 领导班子应当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反映情况，安排工作，决定问题，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 

  第二十条 领导班子应当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决定重大事情要同群众商量，布置工作任务要向群众讲清道理；

经常听取群众意见，不断改进工作；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切实减轻群众负担。 

  第二十一条 领导班子应当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要问题，

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个人或者少数人说了算。书记要敢于负责，有民主作风，善于发挥每个委员的作用。

委员要积极参与和维护集体领导，主动做好分工负责的工作。 

  第二十二条 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委员会每半年召开一次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组织生活会，接

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 

第七章 党员队伍建设 

  第二十三条 农村党员应当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的各

项政策，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第二十四条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组织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

基本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法律法规知识。 

  党员教育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适合农村特点，贴近党员思想，采取多种形式。发挥乡镇党校、党员活动室

和党员电化教育的作用。 

  乡镇党委每年应当对党员分期分批进行集中培训一次。 

  第二十五条 严格党的组织生活。村党支部每月应当开展一次党员活动，包括学习党的文件，上党课，召开组

织生活会等。 

  第二十六条 坚持和完善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对优秀党员，要进行表彰；对不合格党员，要依照有关规定，分

别采取教育帮助、限期改正、劝其退党、党内除名等方式进行严肃处置。 

  第二十七条 尊重和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教育和监督党员履行义务。要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

与。要组织开展党员联系户等活动，给党员分配适当的社会工作和群众工作，为党员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第二十八条 加强和改进对外出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对外来党员，有关党组织应当及时将他们编入党的支部和

小组，组织他们参加党的活动。 

  第二十九条 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经常向党员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党员违犯党的纪律，应当及时严肃查处。处

分党员必须按照党章和有关规定进行。对受到党的纪律处分的，要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第三十条 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和有关规定，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注意吸收

优秀青年、妇女入党。 

  村级党组织发展党员必须经过乡镇党委审批。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本地区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由县（市）党委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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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308）《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1996 年 4 月 5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845/61270.htm  

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 

(1996 年 4 月 5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地方委员会的领导，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委员会全体会议(简称全委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简称常委会)。 

  第三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是本地区的领导核心。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

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工作实行全面领导。 

  第四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实行领导应遵循以下原则：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

线和基本方针；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合本地区实际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组织的指示、决定；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第五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领导主要是： 

  对本地区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 

  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组织的主张成为本地区的法规或政令； 

  向地方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 

  在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成立党组； 

  组织、协调本地区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工作； 

  动员、组织所属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团结带领群众实现党的任务。 

第二章 职 责 

  第六条 全委会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同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同级党代表大会的

决议，领导本地区的工作。其职责是： 

  (一)对本地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党的自身建设及其他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 

  (二)制定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和同级党代表大会决议、决定的措施。 

  (三)听取和审议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对常委会及其成员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评议。 

  (四)决定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 

  (五)选举常委会和书记、副书记。 

  通过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常委会和书记、副书记。 

  (六)对常委会提请决定的问题或必须由全委会决定的其他重要问题作出决策。 

  第七条 常委会在全委会闭会期间，行使委员会职权，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全委会的决议，主持经常工作。

其职责是： 

  (一)召集全委会，向全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对本条例第六条规定应由全委会决定的事项事先进行审议和提出

意见。 

  (二)组织实施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全委会的决议。 

  (三)对本地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经常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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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同级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的党组请示的问题作

出决定。 

  (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负责推荐、提名、任免干部；负责教育和监督干部。 

  调动或指派下一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其数额在下一级党的委员会任期内一般不得超过常委会委员职数的二分之

一。 

  (六)以党的委员会名义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报告工作，向所属党组织发布指示、通知、通报，制定以党的委员

会名义发出的其他重要文件。 

  (七)对必须由常委会决定的其他重要问题作出决定。 

第三章 组织原则 

  第八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及其成员，必须遵守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

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基本原则，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必须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组织的决定。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定不符合中央精神

或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可以请求改变；如果上级组织坚持原决定，下级组织必须执行，并不得公开发表不同意见，

同时可向再上一级组织报告。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每年必须向上级组织作一次全面工作情况报告。执行中央和上级组织某项重要决定的情况

要进行专题报告。遇有突发性重大问题应及时请示报告。 

  第九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要保证下级组织能够正常行使职权，支持下级组织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凡属应由下级组织处理的问题，如无特殊情况，上级组织不要干预。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在对同下级组织有关的重要问题作出决定时，通常情况下应征求下级组织的意见。需要下

级组织了解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应及时向下级组织通报。 

  第十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全委会或常委会职责范围内决

定的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决定。任何个人或少数人无权决定重大问题。委员在集体讨论决定问题时，应畅所欲言，

充分发表个人的意见。委员个人对集体作出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保留意见，也可以向

上级组织报告。 

  常委会委员要有明确的分工。每个委员对分管的工作要敢于负责，切实履行职责；对于不属于自己分管的工作

也要关心，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一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决定重要问题，应充分酝酿讨论，然后进行表决。对于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应

当认真考虑。如对重要问题发生争论，双方人数接近，除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按多数意见执行外，应当暂缓作出决定，

进一步调查研究，交换意见，下次再表决；在特殊情况下，也可将争论情况向上级组织报告，请求裁决。 

  第十二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书记负责组织常委会活动，协调常委会委员的工作。书记应带头执行民主集中

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善于集中正确意见，自觉接受委员的监督。 

  常委会委员应支持书记的工作，接受书记对自己工作的检查、督促。 

  常委会委员应自觉维护常委会内部的团结，互相信任，互相谅解，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监督。 

  第十三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对应该保密的会议内容和讨论情况，必须严守秘密，不得泄露。 

  第十四条 常委会委员在本地区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或参加其他活动时，可以发表指导工作的个人意见。

个人意见必须符合党的委员会集体决定的精神。凡代表党的委员会发表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应经过常委会讨论。 

第四章 议事和决策 

第一节 全委会 

  第十五条 全委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遇有重要情况可随时召开。 

  第十六条 全委会的议题由常委会确定。会议议题确定前，一般应征询委员的意见。 

  全委会召开的时间、议题，一般应在会议召开 5 天前通知到各委员，会议有关材料一般应同时送达。 

  第十七条 全委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到会方能举行。 

  委员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应在会前请假，其意见可用书面形式表达。 

  根据工作需要，常委会可确定有关人员列席全委会。 

  第十八条 全委会进行表决时，以赞成票超过应到会委员人数的半数为通过。未到会委员的书面意见不能计入

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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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可根据讨论事项的不同内容，分别采取举手、无记名投票、记名投票或其他方式。 

  会议决定多个事项的，应逐项表决。 

  对党的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作出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必须由全委会三分之二以

上委员同意，并经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常委会作出处理决定，待召开全委会时予以追认。 

第二节 常委会 

  第十九条 常委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两次，如遇重要情况可随时召开。 

  常委会会议由书记召集并主持。书记不能参加会议时，可委托副书记召集并主持。 

  第二十条 常委会会议的议题由书记确定，或由书记委托副书记确定。 

  常委会会议的召开时间、议题，一般应在会议召开 2 天前通知到各委员，会议有关材料一般应同时送达。 

  第二十一条 常委会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委员到会方能举行。讨论干部问题时，应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到会方

能举行。 

  委员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应在会前请假，其意见可用书面形式表达。 

  根据工作需要，常委会会议主持人可确定有关人员列席常委会会议。 

  第二十二条 常委会会议进行表决时，赞成票超过应到会委员人数的半数为通过。未到会委员的书面意见不能

计入票数。 

  表决可根据讨论事项的不同内容，分别采取口头、举手、无记名投票或记名投票方式。 

  会议决定多个事项的，应逐项表决。 

  推荐、提名干部和决定干部任免、奖惩事项，应逐个表决。 

  第二十三条 常委会会议应有专人记录，决定事项应编发会议纪要。 

  第二十四条 经常委会会议讨论通过的、以党的委员会名义上报或者下发的文件，由书记或书记委托副书记签

发。 

  第二十五条 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来不及召开常委会的，书记或副书记或常委会委员可临机处置，事

后应及时向常委会报告。 

第三节 书记办公会 

  第二十六条 书记办公会可根据工作需要召开。 

  书记办公会不是一级决策机构，不得决定重大问题。 

  第二十七条 书记办公会议事范围： 

  (一)酝酿需要提交常委会议讨论决定的问题。 

  (二)对常委会决定事项的组织实施进行协调。 

  (三)交流日常工作情况。 

第四节 重大问题决策 

  第二十八条 全委会和常委会必须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一般应经过下列程序： 

  (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方案，有的问题应提出两个以上可供比较的方案。 

  (二)方案提出后，一般应征求下级党组织的意见，有的应听取本地区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的意见，有的应组

织专家、学者进行分析论证，作出评估。 

  (三)召开全委会或常委会充分讨论，进行表决。 

  第二十九条 全委会作出的决策，由常委会负责组织实施。常委会作出的决策，由常委会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实

施。决策实施中，应加强督促检查和信息反馈。对决策进行重大调整或变更，应由作出该决策的全委会或常委会决

定。 

第五章 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第三十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决议，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常委会应坚持和健全学习制度。学习时间、内容、方法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三十一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真话，办实事，

求实效。 

  第三十二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必须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公道正派，艰苦朴素。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657 页 共 3277 页 

  第三十三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工作和调查研究

的时间，省级和省辖市级常委会委员全年不得少于 2 个月；县级常委会委员全年不得少于 3 个月。下基层工作和调

查研究要轻车简从。 

  常委会委员应坚持基层工作联系点制度。 

  第三十四条 常委会委员必须参加双重组织生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三十五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应当集中精力议大事、抓大事，精简不必要的会议和文件。常委会委员应减

少事务性活动和应酬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第六章 监督和处分 

  第三十六条 全委会、常委会及其成员执行本条例的情况，应当受到监督。 

  (一)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应向同级代表大会报告执行本条例的情况，接受审议。 

  (二)常委会应定期向全委会报告执行本条例的情况，接受审议。审议情况要报告上一级党的委员会。 

  (三)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下级党的委员会及其成员执行本条例的情况，应当进

行监督。 

  (四)常委会应将检查执行本条例的情况列入民主生活会议题，每年至少检查一次。 

  (五)全委会和常委会及其成员执行本条例的情况，应当接受党员、群众和舆论监督。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应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给予处理： 

  (一)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及其成员不履行职责或不按组织原则办事的，应当批评纠正，造成损失的，必须追究

责任。 

  (二)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及其成员违反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应当批评纠正，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给予党

的纪律处分。 

  (三)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泄露应该保密的会议内容和讨论情况的，应当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

必须给予党的纪律处分。 

  (四)对执纪和批评、检举、控告人员进行刁难或打击报复的，应当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必须给予党的纪律

处分。 

  (五)对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行为，应当批评纠正，情节严重的，必须给予党的纪律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党的地区委员会和相当于地区委员会的组织，可参照执行本条例。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下发之日起实施。过去有关党的地方委员会工作的规定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本条例执行。 

 

8.3.309）《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1994 年 1月 26 日 中发(1994)3 号,2020 年 12月 28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845/61269.htm 

http://dangxiao.fudan.edu.cn/22/e8/c11500a74472/page.htm  

http://news.12371.cn/2015/03/11/ARTI1426061448842600.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1/06/content_5577489.htm   2020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1994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1994 年 1 月 26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建设，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的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选举工作。 

  第三条 党的地方各级组织任期届满，应按期进行换届选举。如需延期或提前换届选举，应经上级党的委员会

批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第四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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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委员实行差额选举。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实行等额选举。 

  第五条 选举应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保障选举人的民主权利，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

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 

  第六条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第七条 选举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

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第二章 代表的产生 

  第八条 代表应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按党性原则办事，

严守党的纪律，有一定的议事能力。 

  第九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按照有利于充分发扬党

内民主、有利于讨论决定问题和代表具有广泛性的原则确定。 

  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一般为四百至八百名。 

  设区的市、自治州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一般为三百至五百名。 

  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一般为二百至四百名。 

  党员和所辖党组织较多或较少的，可以适当增加或减少代表名额。 

  第十条 代表名额的分配由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的委员会按照所辖党组织的数量、党员人数和工作需要确定。 

  第十一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中应有各级领导干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各条战线先进模范人物、解

放军、武警部队等各方面的代表。代表构成的指导性比例由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的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妇女代

表和少数民族代表所占比例一般不少于本地区妇女、少数民族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

表大会代表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占代表总数的比例一般不少于百分之二十五。 

  第十二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差额比例，不少于百分之二十。 

  第十三条 代表产生的程序： 

  （一）选举单位按照分配的名额，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提名，经过充分酝酿协商，根据多数党组织或多数党员

的意见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 

  （二）选举单位对候选人初步人选进行考察； 

  （三）选举单位召开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报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的委员会审查； 

  （四）选举单位召开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对候选人预备人选进行充分酝酿，根据多数选举人的意

见确定候选人，进行选举，选出的代表报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的委员会审批。 

  第十四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召开前，负责对代表的产生程序和代表资格进行初步审查。代表大

会成立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在听取党的委员会的审查情况报告后，提出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经大会或大会主席团

通过的代表，获得正式资格。 

第三章 委员会委员的产生 

  第十五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必须贯彻干部队伍革命

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和结构合理的要求。 

  第十六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候补委员人数，一般不少于委员、候补委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五。 

  第十七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差额比例，不少于百分之十。 

  第十八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产生的程序： 

  （一）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确定下届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的原则； 

  （二）常务委员会负责组织同级党政机关、群众组织和下一级党政机关中的党员领导干部酝酿推荐，在广泛听

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候选人初步人选； 

  （三）党委组织部对初步人选进行考察； 

  （四）常务委员会根据考察情况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报上级党的委员会审批； 

  （五）大会主席团审议候选人预备人选，提请各代表团充分酝酿，根据多数选举人的意见确定候选人，由大会

进行选举。 

  第十九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一般应分别选举，先选举委员，再选举候补委员。委员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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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后，可以作候补委员候选人。也可以实行委员、候补委员一并选举，在获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候选人中，依得

票多少，先取足委员，再取足候补委员。 

第四章 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的产生 

  第二十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数，应分别多于应选人数一至二人。 

  第二十一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产生的程序： 

  （一）常务委员会提出候选人预备人选，报上级党的委员会审批； 

  （二）新选举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别召开全体会议，对候选人预备人选进行充分酝酿，根据

多数委员的意见确定候选人； 

  （三）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选举时，先选举常务委员会委员，再选举书记、副书记。 

  第二十二条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需经同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

通过。 

第五章 呈报审批 

  第二十三条 召开代表大会的请示，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一般于召开代表大会四个月前报中央委员

会审批；其他党的地方委员会一般于召开代表大会两个月前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批。请示的内容包括：代表大会

召开的时间和大会议程；代表名额、差额比例，代表构成的指导性比例；党的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常务委员会

委员名额、差额比例，书记、副书记名额；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名额、差额比例，书记、副书记

名额；选举办法。 

  第二十四条 党的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纪律检查委员会

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一般于召开代表大会一个月前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批。 

  第二十五条 当选的党的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备案； 

  当选的党的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报上一

级党的委员会审批。 

第六章 选举的实施 

  第二十六条 参加选举的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半数，方能进行选举。 

  第二十七条 代表大会选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由大会主席团集体讨论决定。 

  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由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主持。 

  大会主席团成员由党的委员会或各代表团从代表中提名，经大会预备会议表决通过。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由

党的委员会提名，经主席团会议表决通过。 

  第二十八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选举，由大会主席团各委托一名新当选

的委员主持。 

  第二十九条 代表大会主席团或选举单位党组织应实事求是地向选举人介绍候选人的有关情况，并对选举人提

出的询问作出负责的答复。 

  第三十条 代表大会选举设总监票人一名，必要时也可以设副总监票人一名；设监票人若干名。监票人由各代

表团从不是候选人的选举人中推荐，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由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从监票人中提名，经主席团或

大会表决通过。 

  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选举设监票人若干名。监票人由会议主持人从不是候选人的委

员中提名，经选举人表决通过。 

  第三十一条 选举设计票人若干名。计票人由大会秘书长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主持人指定，在监票人的监督

下工作。 

  第三十二条 代表、委员、候补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按姓氏笔画排列，书记、副书记候选人按上级党

委批准的顺序排列。 

  第三十三条 选举人不能写选票的，可由本人委托他人按选举人的意志代写。 

  因故未出席会议的选举人，不能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第三十四条 选举人对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不赞成票，也可以弃权。投不赞成票者可以另选他人。 

  第三十五条 选举收回的票数，等于或少于发出的票数，选举有效；多于发出的票数，选举无效，应重新选举。 

  每张选票所选的人数，等于或少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多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无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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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条 差额预选时，可以集中投票，也可以分代表团投票，由大会统一计票。 

  第三十七条 正式选举时，被选举人获得赞成票超过应到会有选举权人数半数的，始得当选。获得赞成票超过

半数的被选举人数多于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少为序，至取足应选名额为止；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一

般应就票数相等的被选举人重新投票，得票多的当选。获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被选举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不足的

名额可以从未当选的得票多的被选举人中重新选举；如果接近应选名额，经半数以上选举人同意，也可以不再选举。 

  预选时，获得赞成票超过应到会有选举权人数半数的候选人，才能列为正式候选人；确定正式候选人，原则上

按得票多少为序。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或获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被选举人少于、接近应选名额时，按正式

选举时的相应办法处理。 

  第三十八条 被选举人得票情况，预选时，由总监票人向大会主席团报告；正式选举时，由总监票人向选举人

报告，当选人名单由会议主持人向选举人宣布。 

  第三十九条 当选的党代表大会代表，党的委员会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其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列； 

  当选的党的委员会候补委员，其名单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等的按姓氏笔画排列； 

  当选的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其名单按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的顺序排

列。 

第七章 监督和处分 

  第四十条 本条例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 

  第四十一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的选举，如果发生违反党章的情况，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在调查核实后，应

作出选举无效和采取相应措施的决定，并报再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查批准，正式宣布执行。 

  第四十二条 凡违反本条例规定，妨害选举人行使民主权利，或对检举选举中违纪行为的人进行压制、打击报

复的，应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对有关党组织或党员进行批评教育或给予党的纪律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党的地方各级组织的选举，应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选举办法，经半数以上应到会选举人同意后实

施。 

  第四十四条 民族自治地方党组织执行本条例需要采取某些变通办法的，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过去有关党的地方组织选举工作的规定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本条例

执行。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2020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1993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 1994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布 2020 年 12 月 11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修订 2020 年 1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加强党

的地方组织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党内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和自治州，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

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以及党的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选举工作。 

第三条 党的地方各级组织任期届满，应当按期进行换届选举。如需延期或者提前换届选举，应当经上一级党的委

员会批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1 年。 

第四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会委员实行差额选举。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实行等额选举。 

第五条 选举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保障选举人的民主权利，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

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者不选举某个人。 

第六条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第七条 选举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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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第二章 代表的产生 

第八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应当是党员中的优秀分子，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密切联系党员和人民群众，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和宪法法律法规，按照党性原则办事，具有履行代表职责的能力。 

第九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按照有利于充分发扬党内民

主、有利于讨论决定问题和代表具有广泛性的原则确定，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一般为 400 至 800 名。 

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一般为 300 至 500 名。 

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一般为 200 至 400 名。 

所辖党组织数量和党员人数较多或者较少的，可以适当增加或者减少代表名额。 

第十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一般按照党的下一级地方组织或者基层组织划分。党的地方各级

委员会派出的机关工作委员会、街道工作委员会等，经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可以划分为选举单位。 

第十一条 代表名额的分配由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的委员会按照所辖党组织数量、党员人数和工作需要确定。 

第十二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中应当有各级领导干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各条战线先进模范人物、中国

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等各方面的代表。 

代表构成的指导性比例由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的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确保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比例，工人、农

民代表应当有一定数量。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比例一般不少于本地区女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民族自治地方少数

民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比例一般不少于本地区少数民族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 

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代表中，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代表总数的比例一般不少于 30%，其中应当有一

定比例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各条战线先进模范人物。 

第十三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差额比例，不少于 20%。 

第十四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法进行。主要

程序是： 

（一）选举单位按照分配的名额，组织所辖党组织从党支部开始推荐提名，经过充分酝酿协商，根据多数党组织或

者多数党员的意见提出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 

（二）选举单位就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与上级党组织进行沟通，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考察对象并进行考察，严

格审核把关，集体研究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三）选举单位召开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报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的委员会审查； 

（四）选举单位召开党员大会或者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对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进行充分酝酿，根据多数选举人

的意见确定候选人，进行选举，选出的代表报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的委员会审批。 

代表大会召开前，由同一选举单位选出的代表出缺数量较多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按照上述程序进行补选。 

第十五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召开前，负责对代表的产生程序和代表资格进行初步审查。 

党的地方代表大会成立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在听取党的委员会的审查情况报告后，提出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经大

会预备会议或者大会主席团通过的代表，获得正式资格。 

第三章 委员会委员的产生 

第十六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必须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

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坚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期好干部标准，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原则和结构合理的要求。 

第十七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候补委员人数，一般不少于委员、候补委员总数的 15%。 

第十八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差额比例，不少于 10%。 

第十九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产生的程序是： 

（一）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确定下届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的原则； 

（二）常务委员会按照干部选拔任用等有关规定，组织酝酿和推荐，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候选人初步人

选； 

（三）党的委员会组建考察组对候选人初步人选进行考察，突出政治标准，强化政治素质考察，严格审核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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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务委员会根据考察情况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批； 

（五）大会主席团审议候选人预备人选，提请各代表团充分酝酿，根据多数选举人的意见确定候选人，由大会进行

选举。 

第二十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一般应当分别选举，先选举委员，再选举候补委员。委员候选人落

选后，可以作为候补委员候选人。也可以实行委员、候补委员一并选举，在获得赞成票超过应到会人数半数的候选

人中，按照得票多少，先取足委员，再取足候补委员。 

第四章 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的产生 

第二十一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数，应当分别多于应选人数 1 至 2 人。 

第二十二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产生的程序是： 

（一）常务委员会提出候选人预备人选，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批； 

（二）新选举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别召开全体会议，对候选人预备人选进行充分酝酿，根据多数

委员的意见确定候选人； 

（三）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选举时，先选举常务委员会委员，再选举书记、副书记。 

第二十三条 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需经同级党的委

员会全体会议通过。 

第五章 选举的实施 

第二十四条 代表大会选举时，参加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半数，方能进行选举。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时，参加人

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方能进行选举。 

第二十五条 代表大会选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由大会主席团集体讨论决定。 

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由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主持。 

大会主席团成员一般占代表人数的 10%左右，由党的委员会或者各代表团从代表中提名，经大会预备会议表决通过。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由党的委员会提名，经大会主席团会议表决通过。 

第二十六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选举，由大会主席团各委托 1 名新当选的委

员主持。 

第二十七条 大会主席团或者选举单位党组织应当实事求是地向选举人介绍候选人的有关情况，并对选举人提出的

询问作出负责的答复。 

第二十八条 代表大会选举设总监票人 1 名，必要时也可以设副总监票人 1 名；设监票人若干名。监票人由各代表

团从不是候选人的选举人中推荐，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由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从监票人中提名，经大会主席团

或者大会表决通过。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选举设监票人若干名。监票人由会议主持人从不是候选人

的委员中提名，经选举人表决通过。 

第二十九条 选举设计票人若干名。计票人由大会秘书长或者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主持人指定，在监票人的监

督下工作。 

第三十条 选票上的代表、委员、候补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按照姓氏笔画为序排列，书记、副书记候

选人按照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的顺序排列。 

第三十一条 选举人不能填写选票的，可以由本人委托非候选人按照选举人的意志代为填写。 

因故未出席会议的选举人，不能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第三十二条 选举人对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不赞成票，也可以弃权。投不赞成票者可以另选他人。 

第三十三条 投票结束后，监票人、计票人应当将投票人数、发出选票数和收回选票数加以核对，作出记录，由监

票人签字并报告被选举人的得票数。 

第三十四条 选举收回的选票数，等于或者少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有效；多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无效，应当重

新选举。 

每张选票所选的人数，等于或者少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多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无效票。 

第三十五条 差额预选时，可以集中投票，也可以分代表团投票，由大会统一计票。 

第三十六条 正式选举时，被选举人获得赞成票超过应到会有选举权人数半数的，始得当选。获得赞成票超过半数

的被选举人数多于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少为序，至取足应选名额为止；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一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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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票数相等的被选举人再次投票，得票多的当选。获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被选举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不足的名额

可以从未当选的得票多的被选举人中重新选举；如果接近应选名额，经半数以上选举人同意或者大会主席团决定，

也可以不再选举。 

预选时，获得赞成票超过应到会有选举权人数半数的候选人，方可列为正式候选人；确定正式候选人，原则上以得

票多少为序。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正式候选人或者获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被选举人少于、接近应选名额时，按照

正式选举时的相应办法处理。 

第三十七条 被选举人得票情况，预选时由总监票人向大会主席团报告；正式选举时由总监票人向选举人报告，当

选人名单由会议主持人向选举人宣布。 

报告得票情况，包括得赞成票、不赞成票、弃权票和另选他人等。 

第三十八条 当选的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其名单按照姓

氏笔画为序排列。 

当选的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候补委员，其名单按照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等的按照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当选的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其名单按照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的

顺序排列。 

第六章 呈报审批 

第三十九条 召开代表大会的请示，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一般于召开代表大会 4 个月前报党的中央委员

会审批；其他党的地方委员会一般于召开代表大会 2 个月前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批。请示的内容包括：代表大会

召开的时间和大会议程；代表名额、差额比例，代表构成的指导性比例；党的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常务委员会

委员名额、差额比例，书记、副书记名额；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名额、差额比例，书记、副书记

名额；选举办法。 

第四十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纪律检查委员

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一般于召开代表大会 1 个月前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批。 

第四十一条 当选的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备案。 

当选的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报

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第七章 纪律和监督 

第四十二条 加强党对地方组织选举工作的领导，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

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引导党员和代表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保证选举工作健康有序。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禁拉帮结派、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违规用人、跑风漏气、干扰换届等违规违纪违法

行为，强化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确保选举风清气正。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

执行情况纳入巡视巡察监督工作内容。 

第四十四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的选举，如果发生违反党章的情况，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在调查核实后，应当作

出选举无效和采取相应措施的决定，并报再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查批准，正式宣布执行。 

第四十五条 凡违反本条例规定，妨害选举人行使民主权利，或者对检举选举中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人进行压制、

打击报复的，应当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对有关党组织或者党员给予处理处分，对失职失责的党组织和党的

领导干部进行问责；涉嫌违法犯罪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党的地方各级组织的选举，应当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选举办法，经半数以上应到会选举人同意后实施。 

第四十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党组织执行本条例需要采取某些变通办法的，应当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310）《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工作条例》(1987年 7 月 14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845/612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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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7 月 14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结合案件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案件审理工作，是对违犯党的纪律的案件的审核处理工作，是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检查处理党员或党组织违犯党纪案件的重要环节。做好案件审理工作，对于正确地处理违犯党的纪律的案件，维护

党的纪律的严肃性，端正党风；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的贯彻执行，促进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条 审理党员或党组织违犯党的纪律的案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重证据，不主观

臆断，不带框框。对于处理错了的案件，一经发现，坚决改正。 

  第四条 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们耐心地进行思想教育，根据其错

误，恰当处理，既反对惩办主义，又不得姑息、迁就。 

  第五条 处理党员或党组织违犯党的纪律的案件，必须坚持严肃慎重、区别对待的原则。违纪必究，严肃处理，

不能含糊敷衍。但在处理的时候，必须慎重从事。对具体案件，要具体分析其错误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根据

不同情况，做不同处理。 

  第六条 对于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必须坚持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论其职位高低，贡献大小，

资历长短，都要严肃查处，决不容许有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 

  第七条 对党员或党组织的处分，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党委或纪委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任何个人

或少数人决定和批准对党员或党组织的处分。 

  第八条 审查处理违犯党的纪律的案件的人员，需要回避的，经批准后实行回避。 

第二章 任务和职责范围 

  第九条 案件审理工作的任务是：审查处理党员、党组织违犯党的纪律的案件和复查的案件。实事求是地核对

违犯党的纪律的案件的事实材料，审核鉴别证据，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分析认定问题的性质，按照党

章的规定和党对犯错误党员的一贯政策以及规定的程序，正确地处理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或党组织。 

  第十条 职责范围： 

  （一）审理按照批准权限由本级纪委或同级党委批准的违犯党的纪律的案件； 

  （二）审理报送上级纪委或党委审批的案件； 

  （三）审理下级纪委报的特别重要或复杂的案件； 

  （四）审理下级纪委对同级党委处理案件的决定有不同意见请求予以复查或复议的案件； 

  （五）审理下级纪委报来的备案案件； 

  （六）审理领导同志交办的其他案件； 

  （七）受理本级党委、纪委及上级党委、纪委批准的案件中党员对所受处分或结论不服的申诉； 

  （八）调查研究案件审理工作和执行党纪的情况，拟定有关案件审理工作规范化的规定，对下级纪委的审理工

作进行业务指导； 

  （九）为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选择典型案例。 

第三章 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 

  第十一条 事实清楚 

  事实是定案的基础。审理案件，必须将错误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情节、后果、本人应负的责任，以及产生

错误的主客观原因等，审核清楚。如发现事实不清，要责成或协同原报案单位重新查证清楚，要使所认定的错误事

实符合客观实际。 

  第十二条 证据确凿 

  证据是判断事实的依据。对证据必须认真地进行鉴别，去伪存真。认定错误的事实，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没

有证据或证据不充分、不确凿，不能认定。证据充分确凿，即使犯错误的人拒不承认，也可以认定。 

  第十三条 定性准确 

  认定问题的性质，必须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以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的方针

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为准绳，进行具体分析，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定什么性质。性质难以确定的，用写实的办法

作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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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处理恰当 

  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的基础上，作出恰当处理。既不要处理过头，又不要姑息迁就。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株连无辜。 

  第十五条 手续完备 

  处理案件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手续办理，按照处分党员或党组织的批准权限审批。手续不完备的，原报案单

位必须补办。 

  报请审批的案件，须报以下材料： 

  （1）处分决定； 

  （2）错误事实调查报告和主要证据材料； 

  （3）本人检查材料和对处分决定的意见以及党组织对本人意见的说明； 

  （4）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或党组织的审查意见。 

  复查的案件须报：复查或复议报告和主要证据材料；处理决定及有关党组织的意见；本人意见和党组织对本人

不同意见的说明；原处分决定和原定案的主要证据材料。 

第四章 保障党员的合法权利 

  第十六条 基层党组织在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处分时，如无特殊情况，应通知本人出席会议，允许他在会上为自

己申辩，也允许他人为之辩护。 

  第十七条 党组织对党员所要作出的处分决定和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说明情况和申辩。

当本人对党组织所认定的错误事实有不同意见时，要认真地进行复核，采纳其合理的意见。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人坚持错误意见或拒不签署意见的，由党组织作出书面说明，并根据事实作出处理决定。需要报上级审批的案件，

连同本人意见一并上报。 

  要切实保障检举人、证明人的权利，检举材料和证人证言，不能给犯错误的人看。 

  第十八条 党组织作出的处分决定（或结论），需由本人签字，经上级批准后，连同批复给本人一份，并在适

当范围内宣布。 

  第十九条 处分决定一经批准即执行。如果本人不服提出申诉，有关党组织必须负责及时处理或迅速转递，不

得扣压，承办单位不得推诿。对于申诉有理，需要改变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对于错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定性准确，处理恰当，而本人坚持错误和无理要求的，要批评教育；对于无理取闹的，要严肃处理。  

第五章 审理案件工作程序 

  第二十条 凡需经本级党委、纪委决定或批准以及需报上级党委、纪委批准的案件，在正式决定或批准前，必

须经过审理部门审理。 

  第二十一条 审理部门在接到需由本部门审理的案件后，应即指定承办人。除案情简单者外，每个案件应由二

人共同承办，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应组成二人以上的审议组办理。 

  第二十二条 承办人员按照本条例第三章的基本要求，对案件认真审理，提出审理意见。对于重大或复杂的案

件，必要时，对主要事实和证据直接进行复查核实。 

  第二十三条 审理部门集体审议案件。由承办人员汇报案情和审理意见。汇报案情要言必有据，不得随意扩大

或缩小事实。讨论中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允许为犯错误者申辩。然后根据会议决定写出审理报告。讨论中如

有不同意见，同时上报。 

  第二十四条 一般情况下，批准机关在审理过程中应派专人与受处分人谈话，认真听取受处分人的意见。同时

根据情况对犯错误的党员进行必要的帮助教育。做好谈话记录。 

  第二十五条 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案件，在常委审定前进行。 

  第二十六条 经过审理部门集体审议的案件，将案件审理报告和下级纪委或党委报来的有关材料，一并提请本

纪委常委会审批。 

  第二十七条 经本纪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后，按照批准权限，由本纪委批准的案件，立即办理批复手续；需报同

级党委或上级党委、纪委审批的案件，及时办理请示手续。在接到同级党委或上级党委、纪委的批复后，及时办理

给有关党组织的批复手续。 

  第二十八条 已经批复或同意备案的案件，及时抄送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给予党员的处分决定

中，有向党外组织建议撤销党外职务和给予其他行政处分时，应将处分决定送党外有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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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条 案件办理完结后，由承办人按照规定立卷归档。   

第六章 对案件审理工作人员的要求 

  第三十条 案件审理工作人员应具有的党性原则和工作作风： 

  （一）要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责任感，坚持原则，刚正不阿，秉公办案，不徇私情，敢于同一切违反党纪国

法的行为作坚决斗争。 

  （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主观臆断；坚持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不偏听偏信，善于听取不

同意见。 

  （三）注意总结经验，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四）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所办案件的情况。 

  （五）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党规党法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业务

水平。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是案件审理工作的法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纪委审查处理案件，必须按照本条例办理。 

 

8.3.3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见》(2020 年 12 月 28日国办发〔2020〕

53 号)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1/06/content_5577419.htm  

索 引 号： 000014349/2020-00141 主题分类： 综合政务\政务公开 

发文机关： 国务院办公厅 成文日期： 2020 年 12 月 28 日 

标  题：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见 

发文字号： 国办发〔2020〕53 号 发布日期： 2021 年 01 月 06 日 

主 题 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0〕5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直接面向企业和群众，是反映问题建议、推动解决政务服务问题的重要渠道。优化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对于有效利用政务资源、提高服务效率、加强监督考核、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一

些地区率先探索，对本地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归并，依托一个号码开展服务，在为企为民排忧解难上发挥了积

极作用。同时，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号码仍过多、记不住，热线服务资源分散，电话难接通、群众办事多头找等

现象还较为普遍。为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提高政府为企便民服务水平，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

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一个号码服务企业和群

众为目标，推动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优化，进一步畅通政府与企业和群众互动渠道，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建

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工作目标。 

加快推进除 110、119、120、122 等紧急热线外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2021 年底前，各地区设立的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设立并在地方接听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现一个号码服务，各地区归并后的热线统一为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下简称 12345 热线），语音呼叫号码为“12345”，提供“7×24 小时”全天候人工

服务。同时，优化流程和资源配置，实现热线受理与后台办理服务紧密衔接，确保企业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合理诉

求及时得到处置和办理，使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得更快、分得更准、办得更实，打造便捷、高效、规范、智慧的政

务服务“总客服”。 

（三）基本原则。 

坚持属地管理和部门指导相统筹。充分发挥各地区在热线归并和管理服务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压实地方特别是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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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加强部门政策支持和配合衔接，一个号码、各地归并。 

坚持诉求受理和业务办理相衔接。明确 12345 热线与业务部门的职责，加强工作衔接，12345 热线负责受理企业和

群众诉求、回答一般性咨询，不代替部门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办理相关业务、实施监管执法和应急处置等，涉及

行政执法案件和投诉举报的，12345 热线第一时间转至相关部门办理，形成高效协同机制。 

坚持便民高效和专业支撑相结合。以切实便利企业和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拓展受理渠道，完善知识库共享、专

家支持、分中心联动等机制，提高热线接通率和专业化服务水平。 

坚持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相促进。强化 12345 热线平台与部门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推动 12345 热线与各

类线上线下政务服务平台、政府网站联动融合。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普遍性诉求的研究分析，解决共性问题。 

二、加快各地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 

（一）归并方式。 

1．整体并入。企业和群众拨打频率较低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取消号码，将话务座席统一归并到各地区 12345 热

线。 

2．双号并行。话务量大、社会知晓度高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保留号码，将话务座席并入 12345 热线统一管理。

对于不具备归并条件的热线，可以保留话务座席，与 12345 热线建立电话转接机制，按照 12345 热线标准统一提供

服务，具体由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热线号码在一些地区已经取消的，原则上不再恢复。 

3．设分中心。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务院部门在各地区设立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分中心形式归并到所在地 12345

热线，保留号码和话务座席，与 12345 热线建立电话转接机制，提供“7×24 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同时，纳入

所在地热线考核督办工作体系和跨部门协调机制，共建共享知识库，相关数据实时向 12345 热线平台归集。12345

热线可按知识库解答一般性咨询，相对专业的问题和需由部门办理的事项通过三方转接、派发工单等方式，转至分

中心办理。支持各地区对设分中心的热线进行整体并入、双号并行等实质性归并探索。 

（二）归并要求。 

1．分级分类推进热线归并。各地区设立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要全部取消号码，整体并入 12345 热线。国务院有

关部门设立并在地方接听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按照以上三种方式归并到各地区 12345 热线。 

2．确保热线归并平稳过渡。各地区要统筹各类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人员座席、设施设备、工作流程、业务指标、

知识库、服务能力等情况，分类制定实施方案，切实做好话务人员衔接安排，以及场地、系统、经费等各项保障，

设置过渡期电话语音提示，有序做好 12345 热线平台与部门业务系统的衔接，保障热线服务水平不降低、业务有序

办理。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支持本行业领域内的热线纳入 12345 热线，指导做好专业知识库开放共享、系统对接、数

据归集、驻场培训、专家座席设置以及相关业务依职责办理等工作。 

三、优化 12345 热线运行机制 

（一）建立健全热线工作管理体系。各地区要建立健全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统筹协调机制，负责本地区 12345 热

线工作统筹规划、重大事项决策以及重点难点问题协调解决。明确 12345 热线管理机构，负责本级热线平台的规划

建设和运行管理，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和工作流程，指导和监督本地区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对设置专家座席的，

各级部门要建立本行业专家选派和管理长效机制。逐步建立 12345 热线与 110、119、120、122 等紧急热线和水电

气热等公共事业服务热线的联动机制。支持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地区建立区域内 12345 热线联动机制。 

（二）明确热线受理范围。受理企业和群众各类非紧急诉求，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

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咨询、求助、投诉、举报和意见建议等。不受理须通过诉讼、仲裁、纪检监察、行政复议、政

府信息公开等程序解决的事项和已进入信访渠道的事项，以及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违反社会公序

良俗的事项。 

（三）优化热线工作流程。各地区 12345 热线要依法依规完善包括受理、派单、办理、答复、督办、办结、回访、

评价等环节的工作流程，实现企业和群众诉求办理的闭环运行。建立诉求分级分类办理机制，明确规范受理、即时

转办、限时办理、满意度测评等要求，完善事项按职能职责、管辖权限分办和多部门协办的规则，优化办理进度自

助查询、退单争议审核、无理重复诉求处置、延期申请和事项办结等关键步骤处理规则。健全对企业和群众诉求高

效办理的接诉即办工作机制。 

（四）建立热线信息共享机制。各地区要建立统一的 12345 热线信息共享规则，加快推进各级 12345 热线平台与部

门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向同级有关部门实时推送受理信息、工单记录、回访评价等所需的全量数据，加

强研判分析，为部门履行职责、事中事后监管、解决普遍性诉求、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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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指导，推动地方部门的业务系统查询权限、专业知识库等向 12345 热线平台开放。 

（五）强化信息安全保障。各地区要建立 12345 热线信息安全保障机制，落实信息安全责任，依法依规严格保护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按照“谁管理、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加强业务系统访问查询、共享信息使用

的全过程安全管理。 

（六）建立热线工作督办问责机制。各地区要建立健全 12345 热线督办、考核和问责机制。加强对诉求办理单位的

问题解决率、企业和群众满意率等指标的综合评价，完善绩效考核，不断提升热线归并后的服务质量和办理效率。

12345 热线管理机构要运用督办单、专题协调、约谈提醒等多种方式，压实诉求办理单位责任，督促履职尽责。行

政调解类、执法办案类事项应依法依规处置，不片面追求满意率。各地区要对企业和群众诉求办理质量差、推诿扯

皮或谎报瞒报、不当退单等情形，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问责和通报。 

四、加强 12345 热线能力建设 

（一）拓展受理渠道。各地区要做好热线接通能力保障建设，提供与需求相适应的人工服务，同时拓展互联网渠道，

丰富受理方式，满足企业和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加强自助下单、智能文本客服、智能语音等智能化应用，方

便企业和群众反映诉求建议。 

（二）加强热线知识库建设和应用。各地区要建立和维护“权威准确、标准统一、实时更新、共建共享”的 12345

热线知识库，完善多方校核、查漏纠错等制度。建立各部门向同级 12345 热线平台推送最新政策和热点问题答复口

径、及时更新专业知识库的责任机制。加强与政务服务平台、政府网站知识库互联共享和同步更新，推动热线知识

库向基层工作人员和社会开放，拓展自助查询服务。 

（三）加强热线队伍建设。各地区要加强对一线人员的业务培训，提升热线服务质量和水平。各级部门要加大对热

线工作的支撑力度，明确部门内部热线办理工作职责和人员，做好热线归并后的工作衔接和业务延续。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国务院办公厅负责全国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的统筹协调，指导督促各地区优化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工作，制定发布地方 12345 热线归并清单，及时研究解决热线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办公厅（室）牵头负责本地区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优化工作，对照地方 12345 热线归并清

单细化工作步骤，确保按期完成热线归并任务。 

（二）加强制度保障。加快建立健全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国家标准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相

关管理规范，建立经费保障机制，为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规范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原则上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再新设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包括新设号码和变更原有号码名称、用途）。 

（三）加强社会参与。健全 12345 热线社会监督机制，推动开展 12345 热线服务效能“好差评”工作。各地区各部

门要广泛宣传 12345 热线的功能作用，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更大程度方便企业和群众记忆和使用。 

各地区要根据本意见抓紧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单位和进度安排，加强衔接配合，认真抓好落实。 

附件：地方 12345 热线归并清单 

国务院办公厅 

2020 年 12 月 2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地方 12345 热线归并清单 

（共 32条） 

 

一、整体并入 

 

序号 名  称 号码 责任单位 备 注 

1 全国统一科技公益服务电话 12396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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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国电信用户申诉渠道咨询电话 12300 工业和信息化部   

3 全国统一民政服务电话 12349 民政部   

4 全国统一自然资源违法举报电话 12336 自然资源部   

5 全国统一商务领域举报投诉咨询服务电话 12312 商务部   

6 全国统一旅游资讯服务电话 12301 文化和旅游部   

7 
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咨询及举报 

投诉服务专用电话 
12356 国家卫生健康委   

8 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 96119 应急部   

9 全国统一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公益服务电话 12330 市场监管总局   

10 全国统一食品药品监督举报服务电话 12331 市场监管总局   

11 全国价格投诉举报统一电话 12358 市场监管总局   

12 
全国质量技术监督系统和出入境检验 

检疫统一电话 
12365 市场监管总局   

13 全国防震减灾公益服务电话 12322 中国地震局  

 

二、双号并行 

 

序号 名  称 号码 责任单位 备 注 

1 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专用电话 12348 司法部 
设专家 

座席 

2 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电话 12333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设专家 

座席 

3 环境保护投诉举报电话 12369 生态环境部   

4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服务电话 12319 住房城乡建设部   

5 全国统一住房公积金热线服务电话 12329 住房城乡建设部 
设专家 

座席 

6 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12328 交通运输部   

7 全国农业系统公益服务电话 12316 农业农村部 
设专家 

座席 

8 全国文化市场举报电话 12318 文化和旅游部   

9 全国统一公共卫生公益服务电话 12320 国家卫生健康委 
设专家 

座席 

10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 12350 应急部   

11 12315 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热线 12315 市场监管总局   

12 医疗保障服务热线 12393 国家医保局   

13 全国扶贫监督举报平台电话 12317 国家乡村振兴局   

14 全国残疾人维权服务电话 12385 中国残联  

 

三、设分中心 

 

序号 名  称 号码 责任单位 备 注 

1 全国统一海关公益服务电话 12360 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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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国税务系统统一电话 12366 税务总局   

3 全国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 12313 国家烟草局   

4 国家移民管理局 12367咨询服务热线 12367 国家移民局   

5 全国邮政业用户申诉电话 12305 国家邮政局  
 

 

 

8.3.312）《关于纪委协助党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规定（试行）》(2005 年 7 月 26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46.htm  

关于纪委协助党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规定（试行） 

（2005 年 7 月 26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切实保障纪委履行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充分发挥有关部门在反腐败工作中的职

能作用，形成反腐败合力，促进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其他有关党内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以下简称组织协调工作），是指纪委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按照

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协助同级党委研究、部署、协调、督促检查反腐败各项工作。 

  第三条 纪委开展组织协调工作，应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

预防，坚持依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各司其职。 

第二章 组织协调的主要任务 

  第四条 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围绕领导干部廉洁从

政，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等开展工作。 

  第五条 根据同级党委的要求和实际情况，研究反腐败工作的重要问题，及时向同级党委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六条 根据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关于反腐败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按照有关部门的职责进行任务分解，明

确责任，提出要求，组织落实。 

  第七条 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和沟通，协调有关部门的关系，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 

  第八条 对有关部门承担的反腐败任务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第三章 组织协调的程序 

  第九条 纪委进行组织协调工作应当遵循以下步骤： 

  （一）确定需要组织协调的事项； 

  （二）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实施方案； 

  （三）组织实施； 

  （四）督促检查有关部门承担任务的进展情况； 

  （五）要求有关部门书面报告承担任务的落实情况； 

  （六）向党委报告组织协调事项完成情况。 

  第十条 纪委组织协调的事项除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交办的以外，根据需要，由纪委常委会或者纪委分管领导

确定；纪委认为重要的组织协调事项，应当报同级党委或者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并报上一级纪委备案。 

  有关部门认为需要纪委组织协调的事项，可以向纪委提出建议，由纪委决定或者由纪委报党委决定。 

  第十一条 经纪委组织协调确定的事项，应当以实施意见、工作安排意见、会议纪要等书面形式交有关部门实

施；在查办案件中，因紧急或者保密等特殊情况，经纪委分管办案工作的领导同意，也可以采取当面通知或者电话

通知等方式向有关部门提出，但应当作好记录，留案备查，事后应当及时补办相关手续。 

  实施意见、工作安排意见、会议纪要等文件的内容应当包括：部署或确定的事项、牵头部门和参与部门、工作

任务分工和要求等。 

  第十二条 纪委对有关部门承担的反腐败任务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可以采取听取汇报、按规定调阅有关材料、

听取有关人员意见、实地了解情况、要求书面报告等方式定期或者不定期进行。 

  对在督促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纪委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帮助解决或者及时纠正，重要问题应当及时向党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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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有关部门在落实所承担的反腐败任务中遇到的问题，应当及时向纪委报告。纪委应当根据情况，采

取相应措施，必要时可以召开由有关部门参加的协调会议加以解决；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由纪委提请党委

决定。 

第四章 组织协调的保障 

  第十四条 党委应当加强对纪委组织协调工作的领导，明确任务和要求，支持纪委履行组织协调职责。 

  第十五条 纪委应当依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开展组织协调工作，正确处理与有关部门在反腐败工作中的关系，

支持、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保证反腐败各项任务的落实。 

  第十六条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配合纪委履行组织协调职责，对经纪委组织协调确定的任务和要求，应当依照

法定职责和程序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协作配合，并接受纪委的督促检查。 

  第十七条 有关部门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应当按照《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对本部门承

担的反腐败任务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并组织实施。 

  第十八条 巡视工作机构应当把纪委组织协调事项落实情况作为巡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监督。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由党委或者纪委对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予以组织处

理，并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纪依法追究纪律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其他实行垂直管理部门的党委（党组），可以根据本规定，

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备案。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规定，由中央军委参照本规定

制定。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313）《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2019 年 7月 7 日 ,2010 年 10

月 12 日中办发（2010）32 号) 

http://www.lushan.gov.cn/public/content/5768689  2010 

http://www.ahjs.gov.cn/openness/detail/content/5a26780495542b009833b52b.html  2010 

http://www.audit.gov.cn/n6/n36/c133406/content.html  2019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112613.htm  2019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2010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中办发[2010]3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单位，各人民团体：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经中央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规定》的颁布施行，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加强经济责任审计法规制

度建设、规范经济责任审计行为、促进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于增强领导干部依法履行经济责

任意识、完善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机制、促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

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领导，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要依法依规自觉接受、主动配合经济责任

审计。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认真抓好《规定》的贯彻执行工作，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制定

加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具体措施。  

  《规定》执行过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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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12 日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健全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加强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以下简称领导干部）

的管理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干部管理监督的有关

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包括：  

  （一）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正职领导干部或者主持工作一年以上的副职领导干部；  

  （二）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工作部门、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的正职领导干部或者主持工作一年以上的副

职领导干部；上级领导干部兼任部门、单位的正职领导干部，且不实际履行经济责任时，实际负责本部门、本单位

常务工作的副职领导干部。  

  第三条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包括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法

定代表人。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经济责任，是指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因其所任职务，依法对本地区、本部门（系统）、本单

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当履行的职责、义务。  

  第五条  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应当依法接受审计监督。  

  根据干部管理监督的需要，可以在领导干部任职期间进行任中经济责任审计，也可以在领导干部不再担任所任

职务时进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第六条  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依照干部管理权限确定。  

  地方审计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由本级党委与上一级审计机关协商后，由上一级审计机关组织实

施。  

  审计署审计长的经济责任审计，报请国务院总理批准后实施。  

  第七条  审计机关依法独立实施经济责任审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干涉，不得打击报复审计人

员。  

  第八条  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九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保证审计机关履行经济责任审计职责所必需的机构、人员和经费。  

  第二章  组织协调  

  第十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领导，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

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纪检、组织、审计、监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组成。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与同级审计机关内设的经济责任审计机构合署办公，负责日常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

任为同级审计机关的副职领导或者同职级领导。  

  第十一条  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制定有关经济责任审计的政策和制度，监督检查、交流通报经济责任审

计工作开展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第十二条  联席会议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研究起草有关经济责任审计的法规、制度和文件，研究提出年度经济

责任审计计划草案，总结推广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经验，督促落实联席会议决定的有关事项。  

  第十三条  经济责任审计应当有计划地进行。组织部门每年提出下一年度经济责任审计委托建议，经联席会议

办公室研究后提出经济责任审计计划草案，由审计机关报请本级政府行政首长审定后，纳入审计机关年度审计工作

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三章  审计内容  

  第十四条  经济责任审计应当以促进领导干部推动本地区、本部门（系统）、本单位科学发展为目标，以领导干

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情况为重点，以领导干部任职期间本地区、本部门（系统）、本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

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为基础，严格依法界定审计内容。  

  第十五条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主要内容是：本地区财政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

益情况；国有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政府债务的举借、管理和使用情况；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重要项目

的建设和管理情况；对直接分管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管理和监督情况。  

  第十六条  党政工作部门、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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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是：本部门（系统）、本单位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重要投资项目

的建设和管理情况；重要经济事项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对下属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

的管理和监督情况。  

  第十七条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的主要内容是：本企业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有关内

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经济管理和监督职责情况。  

  第十八条  在审计以上主要内容时，应当关注领导干部在履行经济责任过程中的下列情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情况；遵守有关经济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情况；制定和执行重大经济决策情况；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情况；遵守有关廉洁从政（从业）规定情况等。  

  第十九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干部由上级领导干部兼任，且实际履行经济责任的，

对其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时，审计内容仅限于该领导干部所兼任职务应当履行的经济责任。  

  第四章  审计实施  

  第二十条审计机关应当根据年度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组成审计组并实施审计。  

  第二十一条  审计机关应当在实施经济责任审计 3 日前，向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或者原任职单位（以

下简称所在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遇有特殊情况，经本级政府批准，审计机关可以直接持审计通知书实施经济责

任审计。  

  第二十二条  审计机关实施经济责任审计时，应当召开有审计组主要成员、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有关

人员参加的会议，安排审计工作有关事项。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派人参加。  

  审计机关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应当进行审计公示。  

  第二十三条  审计机关在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应当听取本级党委、政府和被审计领导干部所在单位有关领导

同志，以及本级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的意见。  

  第二十四条  审计机关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时，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应当提供与

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下列资料：  

  （一）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相关资料；  

  （二）工作计划、工作总结、会议记录、会议纪要、经济合同、考核检查结果、业务档案等资料；  

  （三）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的述职报告；  

  （四）其他有关资料。  

  第二十五条  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应当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并作出书面承诺。  

  第二十六条  审计机关履行经济责任审计职责时，可以依法提请有关部门和单位予以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应

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七条  审计组实施审计后，应当将审计组的审计报告书面征求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的意见。根

据工作需要可以征求本级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同志，以及本级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的意见。  

  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应当自接到审计组的审计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提出书面意见；10 日内未提出书面

意见的，视同无异议。  

  第二十八条  审计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对审计组的审计报告进行

审议，出具审计机关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和审计结果报告。  

  第二十九条  审计机关应当将经济责任审计报告送达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  

  第三十条  审计机关应当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等结论性文书报送本级政府行政首长，必要时报送本级党委

主要负责同志；提交委托审计的组织部门；抄送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  

  第三十一条  被审计领导干部所在单位存在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依法应当给予处理、处

罚的，由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  

  审计机关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的应当由其他部门处理的问题，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三十二条  被审计领导干部对审计机关出具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审计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出具审计报告的审计机关申诉，审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诉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复查决定；被审计领导干部对

复查决定仍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复查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向上一级审计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审计机关应当自收

到复核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复核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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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级审计机关的复核决定和审计署的复查决定为审计机关的最终决定。  

  第五章  审计评价与结果运用  

  第三十三条  审计机关应当根据审计查证或者认定的事实，依照法律法规、国家有关规定和政策，以及责任制

考核目标和行业标准等，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对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作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

审计评价应当与审计内容相统一，评价结论应当有充分的审计证据支持。  

  第三十四条  审计机关对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过程中存在问题所应当承担的直接责任、主管责任、领

导责任，应当区别不同情况作出界定。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所称直接责任，是指领导干部对履行经济责任过程中的下列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  

  （一）直接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有关规定和单位内部管理规定的行为；  

  （二）授意、指使、强令、纵容、包庇下属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有关规定和单位内部管理规定的行为；  

  （三）未经民主决策、相关会议讨论而直接决定、批准、组织实施重大经济事项，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浪费、

国有资产（资金、资源）流失等严重后果的行为；  

  （四）主持相关会议讨论或者以其他方式研究，但是在多数人不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决定、批准、组织实施重大

经济事项，由于决策不当或者决策失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浪费、国有资产（资金、资源）流失等严重后果的行为；  

  （五）其他应当承担直接责任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所称主管责任，是指领导干部对履行经济责任过程中的下列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  

  （一）除直接责任外，领导干部对其直接分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经济责任的行为；  

  （二）主持相关会议讨论或者以其他方式研究，并且在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决定、批准、组织实施重大经济事

项，由于决策不当或者决策失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浪费、国有资产（资金、资源）流失等严重后果的行为。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所称领导责任，是指除直接责任和主管责任外，领导干部对其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经济

责任的其他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  

  第三十八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计情况通报、审计整改以及责任追究等结果运用制度，

逐步探索和推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  

  第三十九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干部管理监督的相关要求运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将其作为考核、任免、

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并以适当方式将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反馈审计机关。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应当归入被审计领导干部本人档案。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条  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在经济责任审计中

的职责、权限、法律责任等，本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

例》和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审计机关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适用本规定。有关机构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责时，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开展的经济责任审计，参照本规定组织实施。部门和单位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内部管理领导干

部经济责任审计的规定。  

  第四十二条  中央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或者贯彻实施意见。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由审计署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1999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县级以下党政领

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和《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中办发

〔1999〕20 号）同时废止。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2019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经济责任审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在推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深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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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党中央决定予以修订。 

通知强调，《规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聚焦领导干部经济责任，既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又贯彻“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对于加强领导

干部管理监督，促进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领导，抓好《规定》的学习贯彻。各级党委审计委员会要

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促进提高新时代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有关部门要加强

协作配合，把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巡视巡察等监督贯通起来，形成监督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贯

彻执行《规定》，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全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

（以下统称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促进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审计法》和有关党内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

理念，聚焦经济责任，客观评价，揭示问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权力规范运行，促进

反腐倡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经济责任，是指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对其管辖范围内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决策

部署，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管理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防控重大经济风险等有关经济活动应当履

行的职责。 

第四条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对象包括： 

（一）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纪检监察机关、法院、检察院的正职领导干部或者主持工作 1 年以上的副职领导干部； 

（二）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工作部门、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的正职领导干部或者主持工作 1 年以上的副职领

导干部； 

（三）国有和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含金融机构，以下统称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不担

任法定代表人但实际行使相应职权的主要领导人员； 

（四）上级领导干部兼任下级单位正职领导职务且不实际履行经济责任时，实际分管日常工作的副职领导干部； 

（五）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党委要求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其他主要领导干部。 

第五条 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应当依规依法接受审计监督。 

经济责任审计可以在领导干部任职期间进行，也可以在领导干部离任后进行，以任职期间审计为主。 

第六条 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确定。遇有干部管理权限与财政财务隶属关系等不一致时，由

对领导干部具有干部管理权限的部门与同级审计机关共同确定实施审计的审计机关。 

审计署审计长的经济责任审计，按照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决定组织实施。地方审计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

由地方党委与上一级审计机关协商后，由上一级审计机关组织实施。 

第七条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依规依法独立实施经济责任审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干涉，

不得打击报复审计人员。 

对有意设置障碍、推诿拖延的，应当进行批评和通报；造成恶劣影响的，应当严肃问责追责。 

第八条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负有保密义务。 

第九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保证履行经济责任审计职责所必需的机构、人员和经费。 

第二章 组织协调 

第十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

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机构编制、审计、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金融监督管理等部门组成，召集人由审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担任。联席会议在同级审计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与同级审计机关内设的经济责任审计机构合署办公。办公室主任由同级审计机关的副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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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相当职务层次领导担任。 

第十一条 联席会议主要负责研究拟订有关经济责任审计的制度文件，监督检查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情况，协调解决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推进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指导下级联席会议的工作，指导和监督部门、单位

内部管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完成审计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 

第十二条 经济责任审计应当有计划地进行，根据干部管理监督需要和审计资源等实际情况，对审计对象实行分类

管理，科学制定经济责任审计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审计项目计划，推进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审计全覆盖。 

第十三条 年度经济责任审计项目计划按照下列程序制定： 

（一）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商同级组织部门提出审计计划安排，组织部门提出领导干部年度审计建议名单； 

（二）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征求同级纪检监察机关等有关单位意见后，纳入审计机关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三）审计委员会办公室提交同级审计委员会审议决定。 

对属于有关主管部门管理的领导干部进行审计的，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商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年度审计建议名单，纳入

审计机关年度审计项目计划，提交审计委员会审议决定。 

第十四条 年度经济责任审计项目计划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确需调减或者追加的，应当按照原制定程序，报审

计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第十五条 被审计领导干部遇有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纪律审查、监察调查或者死亡等特殊情况，以及存在其

他不宜继续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情形的，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商同级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单位提出意见，报

审计委员会批准后终止审计。 

第三章 审计内容 

第十六条 经济责任审计应当以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管理、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以

领导干部权力运行和责任落实情况为重点，充分考虑领导干部管理监督需要、履职特点和审计资源等因素，依规依

法确定审计内容。 

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包括：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决策部署情况； 

（二）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的制定、执行和效果情况； 

（三）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执行和效果情况； 

（四）财政财务管理和经济风险防范情况，民生保障和改善情况，生态文明建设项目、资金等管理使用和效益情况，

以及在预算管理中执行机构编制管理规定情况； 

（五）在经济活动中落实有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和遵守廉洁从政规定情况； 

（六）以往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七）其他需要审计的内容。 

第十八条 党政工作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法院、检察院、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的内容包括：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决策部署情况； 

（二）本部门本单位重要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的制定、执行和效果情况； 

（三）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执行和效果情况； 

（四）财政财务管理和经济风险防范情况，生态文明建设项目、资金等管理使用和效益情况，以及在预算管理中执

行机构编制管理规定情况； 

（五）在经济活动中落实有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和遵守廉洁从政规定情况； 

（六）以往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七）其他需要审计的内容。 

第十九条 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包括：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决策部署情况； 

（二）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执行和效果情况； 

（三）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执行和效果情况； 

（四）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健全和运行情况，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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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财务的真实合法效益情况，风险管控情况，境外资产管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情况； 

（六）在经济活动中落实有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和遵守廉洁从业规定情况； 

（七）以往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八）其他需要审计的内容。 

第二十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干部由上级领导干部兼任，且实际履行经济责任的，对其

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时，审计内容仅限于该领导干部所兼任职务应当履行的经济责任。 

第四章 审计实施 

第二十一条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应当根据年度经济责任审计项目计划，组成审计组并实施审计。 

第二十二条 对同一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同一部门、单位 2 名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

可以同步组织实施，分别认定责任。 

第二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向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或者原任职单位（以下

统称所在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抄送同级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单位。 

地方审计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通知书，由上一级审计机关送达。 

第二十四条 实施经济责任审计时，应当召开由审计组主要成员、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有关人员参加的会

议，安排审计工作有关事项。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派人参加。 

审计组应当在被审计单位公示审计项目名称、审计纪律要求和举报电话等内容。 

第二十五条 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应当听取被审计领导干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意见。 

对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的审计，还应当听取同级人大常委会、政协主要负责同志的意见。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应当听取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的意见，及时了解与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

关的考察考核、群众反映、巡视巡察反馈、组织约谈、函询调查、案件查处结果等情况。 

第二十六条 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与被审计领导干部履

行经济责任有关的下列资料： 

（一）被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报告； 

（二）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工作报告、会议记录、会议纪要、决议决定、请示、批示、目标责任书、经济合同、

考核检查结果、业务档案、机构编制、规章制度、以往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等资料； 

（三）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相关资料； 

（四）与履行职责相关的电子数据和必要的技术文档； 

（五）审计所需的其他资料。 

第二十七条 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应当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并作出书面承诺。 

第二十八条 经济责任审计应当加强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其他审计的统筹协调，科学配置审计资源，

创新审计组织管理，推动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建立健全审计工作信息和结果共享机制，提高审计监督整体效能。 

第二十九条 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可以依规依法提请有关部门、单位予以协助。有关部门、单位应当予以支持，

并及时提供有关资料和信息。 

第三十条 审计组实施审计后，应当向派出审计组的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提交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一般包括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履行经济责任情况的总体评价、主要业绩、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和责任

认定、审计建议等内容。 

第三十一条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应当书面征求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对审计组审计报告的意见。 

第三十二条 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应当自收到审计组审计报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10 个

工作日内未提出书面意见的，视同无异议。 

审计组应当针对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提出的书面意见，进一步研究和核实，对审计报告作出必要的修改，

连同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的书面意见一并报送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 

第三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按照规定程序对审计组审计报告进行审定，出具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同

时出具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在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的基础上，简要反映审计结果。 

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应当事实清楚、评价客观、责任明确、用词恰当、文字精炼、通俗易懂。 

第三十四条 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等审计结论性文书按照规定程序报同级审计委员会，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送组织部门。根据工作需要，送纪检监察机关等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有关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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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审计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结论性文书，由上一级审计机关送有关组织部门。根据工作需要，送有

关纪检监察机关。 

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应当送达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 

第三十五条 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的重大问题线索，由审计委员会办公室按照规定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应当由纪检监察机关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处理的问题线索，由审计机关依规依纪依法移送处理。 

被审计领导干部所在单位存在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依法应当给予处理处罚的，由审计机关

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 

第三十六条 经济责任审计项目结束后，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应当组织召开会议，向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

所在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等有关人员反馈审计结果和相关情况。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派人参加。 

第三十七条 被审计领导干部对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出具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审计

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同级审计委员会办公室申诉。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应当组成复查工作小组，并要求原审计组人

员等回避，自收到申诉之日起 90 日内提出复查意见，报审计委员会批准后作出复查决定。复查决定为最终决定。 

地方审计机关主要领导干部对上一级审计机关出具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审计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上一级审计机关申诉。上一级审计机关应当组成复查工作小组，并要求原审计组人员等回避，自收到申诉之

日起 90 日内作出复查决定。复查决定为最终决定。 

本条规定的期间的最后一日是法定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期间届满日。 

第五章 审计评价 

第三十八条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应当根据不同领导职务的职责要求，在审计查证或者认定事实的基础上，

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依照有关党内法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责任制考核目标

等，在审计范围内，对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包括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管理、分配和使

用中个人遵守廉洁从政（从业）规定等情况，作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 

审计评价应当有充分的审计证据支持，对审计中未涉及的事项不作评价。 

第三十九条 对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应当按照权责一致原则，

根据领导干部职责分工，综合考虑相关问题的历史背景、决策过程、性质、后果和领导干部实际所起的作用等情况，

界定其应当承担的直接责任或者领导责任。 

第四十条 领导干部对履行经济责任过程中的下列行为应当承担直接责任： 

（一）直接违反有关党内法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 

（二）授意、指使、强令、纵容、包庇下属人员违反有关党内法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 

（三）贯彻党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全面不到位，造成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损失浪费，

生态环境破坏，公共利益损害等后果的； 

（四）未完成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措施、目标责任书等规定的领导干部作为第一责任人（负总责）事项，造成

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损失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公共利益损害等后果的； 

（五）未经民主决策程序或者民主决策时在多数人不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决定、批准、组织实施重大经济事项，造

成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损失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公共利益损害等后果的； 

（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后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一条 领导干部对履行经济责任过程中的下列行为应当承担领导责任： 

（一）民主决策时，在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决定、批准、组织实施重大经济事项，由于决策不当或者决策失误造

成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损失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公共利益损害等后果的； 

（二）违反部门、单位内部管理规定造成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损失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公共利益损害

等后果的； 

（三）参与相关决策和工作时，没有发表明确的反对意见，相关决策和工作违反有关党内法规、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或者造成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损失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公共利益损害等后果的； 

（四）疏于监管，未及时发现和处理所管辖范围内本级或者下一级地区（部门、单位）违反有关党内法规、法律法

规、政策规定的问题，造成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损失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公共利益损害等后果的； 

（五）除直接责任外，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后果应当承担责任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二条 对被审计领导干部以外的其他责任人员，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可以适当方式向有关部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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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提供相关情况。 

第四十三条 审计评价时，应当把领导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

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

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对领导干部在改革创新

中的失误和错误，正确把握事业为上、实事求是、依纪依法、容纠并举等原则，经综合分析研判，可以免责或者从

轻定责，鼓励探索创新，支持担当作为，保护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第六章 审计结果运用 

第四十四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计情况通报、责任追究、整改落实、结果公告等结果运用制

度，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以及整改情况作为考核、任免、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参考。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以及审计整改报告应当归入被审计领导干部本人档案。 

第四十五条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应当按照规定以适当方式通报或者公告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对审计发现

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运用审计结果： 

（一）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将审计结果以及整改情况作为考核、任免、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参考； 

（二）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作出进一步处理； 

（三）加强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四）对审计发现的典型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和提出的审计建议及时进行研究，将其作为采取有关措施、完善

有关制度规定的重要参考。 

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应当以适当方式及时将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反馈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党中央另有规

定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七条 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运用审计结果： 

（一）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将审计结果以及整改情况作为考核、任免、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参考； 

（二）对审计移送事项依规依纪依法作出处理处罚； 

（三）督促有关部门、单位落实审计决定和整改要求，在对相关行业、单位管理和监督中有效运用审计结果； 

（四）对审计发现的典型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和提出的审计建议及时进行研究，并将其作为采取有关措施、完

善有关制度规定的重要参考。 

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以适当方式及时将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反馈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 

第四十八条 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根据审计结果，应当采取以下整改措施： 

（一）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整改，将整改结果书面报告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以及组织

部门或者主管部门； 

（二）对审计决定，在规定期限内执行完毕，将执行情况书面报告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 

（三）根据审计发现的问题，落实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四）根据审计建议，采取措施，健全制度，加强管理； 

（五）将审计结果以及整改情况纳入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的内容，作为领导班子民主生

活会以及领导班子成员述责述廉的重要内容。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

在经济责任审计中的职责、权限、法律责任等，本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党中央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和其他法律法规执行。 

第五十条 有关部门、单位对内部管理领导干部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参照本规定执行，或者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办法。 

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央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署负责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7 月 7 日起施行。2010 年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

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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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14）《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施细则》(2019 年 04月 25 日) 

http://www.audit.gov.cn/n6/n36/c132978/content.html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

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健全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规范经济责任审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办发〔2010〕32 号，以下

简称两办《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干部管理监督的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经济责任审计，是指审计机关依法依规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履行

情况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的行为。    

第三条  经济责任审计应当以促进领导干部推动本地区、本部门（系统）、本单位科学发展为目标，以领导干部任职

期间本地区、本部门（系统）、本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为基础，重点检

查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情况，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四条  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应当依法依规接受审计监督。经济责任审计应当坚持任中审计与离任审计

相结合，对重点地区（部门、单位）、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任期内至少审计一次。  

第二章  审计对象  

第五条  两办《规定》第二条所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是指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央和地方

各级党政工作部门、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的党委（含党组、党工委，以下统称党委）正职领导干部和行政正

职领导干部，包括主持工作一年以上的副职领导干部。  

第六条  两办《规定》第二条所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包括：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治州、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以及乡、

民族乡、镇的主要领导干部；  

（二）行政公署、街道办事处、区公所等履行政府职能的政府派出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  

（三）政府设立的开发区、新区等的主要领导干部。  

第七条  两办《规定》第二条所称地方各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包括地方各级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  

第八条  两办《规定》第二条所称党政工作部门、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对

象包括：  

（一）中央党政工作部门、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  

（二）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部门、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  

（三）履行政府职能的政府派出机关的工作部门、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  

（四）政府设立的开发区、新区等的工作部门、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  

（五）上级领导干部兼任有关部门、单位的正职领导干部，且不实际履行经济责任时，实际负责本部门、本单位常

务工作的副职领导干部；  

（六）党委、政府设立的超过一年以上有独立经济活动的临时机构的主要领导干部。  

第九条  两办《规定》第三条所称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包括国有和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

地位的企业（含金融企业，下同）的法定代表人。  

根据党委和政府、干部管理监督部门的要求，审计机关可以对上述企业中不担任法定代表人但实际行使相应职权的

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等企业主要领导人员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第十条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范围依照干部管理权限确定。遇有干部管理权限与财政财务隶属关系、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关系不一致时，由对领导干部具有干部管理权限的组织部门与同级审计机关共同确定实施审计的审计

机关。  

第十一条  部门、单位（含垂直管理系统）内部管理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由部门、单位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章  审计内容  

第十二条  审计机关应当根据领导干部职责权限和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结合地区、部门（系统）、单位的实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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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规确定审计内容。  

审计机关在实施审计时，应当充分考虑审计目标、干部管理监督需要、审计资源与审计效果等因素，准确把握审计

重点。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党委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上级党委和政府重大经济方针政策及决策部署情况；  

（二）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财经纪律情况；  

（三）领导本地区经济工作，统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以及政策措施制定情况及效果；  

（四）重大经济决策情况；  

（五）本地区财政收支总量和结构、预算安排和重大调整等情况；  

（六）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举借、用途和风险管控等情况；  

（七）自然资源资产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民生改善等情况；  

（八）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重大项目的研究决策情况；  

（九）对党委有关工作部门管理和使用的重大专项资金的监管情况，以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情况；  

（十）履行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以及本人遵守有关廉洁从政规定情况；  

（十一）对以往审计中发现问题的督促整改情况；  

（十二）其他需要审计的内容。  

第十四条  地方各级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上级党委和政府、本级党委重大经济方针政策及决策部署情况；  

（二）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财经纪律情况；  

（三）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执行情况，以及重大经济和社会发展事项的推动和管理情况及其效果；  

（四）有关目标责任制完成情况；  

（五）重大经济决策情况；  

（六）本地区财政管理，以及财政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情况；  

（七）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举借、管理、使用、偿还和风险管控情况；   

（八）国有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九）自然资源资产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民生改善等情况；  

（十）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重大项目的研究、决策及建设管理等情况；  

（十一）对直接分管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管理和监督情况，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情况，以及依照宪法、审计法规定分管审计工作情况；  

（十二）机构设置、编制使用以及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  

（十三）履行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以及本人遵守有关廉洁从政规定情况；  

（十四）对以往审计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十五）其他需要审计的内容。  

第十五条  党政工作部门、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主要内

容：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经济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履行本部门（系统）、单位有关职责，推动本部门（系统）、

单位事业科学发展情况；  

（二）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财经纪律情况；  

（三）有关目标责任制完成情况；  

（四）重大经济决策情况；  

（五）本部门（系统）、单位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  

（六）国有资产的采购、管理、使用和处置情况；  

（七）重要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管理情况；  

（八）有关财务管理、业务管理、内部审计等内部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以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情况；  

（九）机构设置、编制使用以及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  

（十）对下属单位有关经济活动的管理和监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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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履行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以及本人遵守有关廉洁从政规定情况；  

（十二）对以往审计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十三）其他需要审计的内容。  

第十六条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经济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情况；  

（二）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财经纪律情况；  

（三）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及其效果；  

（四）有关目标责任制完成情况；  

（五）重大经济决策情况；  

（六）企业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以及资产负债损益情况；  

（七）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和收益上缴情况；  

（八）重要项目的投资、建设、管理及效益情况；  

（九）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健全和运转情况，以及财务管理、业务管理、风险管理、内部审计等内部管理制度的制

定和执行情况，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和职务消费等情况，对所属单位的监管情况；  

（十）履行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以及本人遵守有关廉洁从业规定情况；  

（十一）对以往审计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十二）其他需要审计的内容。  

第四章  审计评价  

第十七条  审计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国家有关政策以及干部考核评价等规定，结合地区、部门（系统）、单位的

实际情况，根据审计查证或者认定的事实，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进行审计评价。  

审计评价应当有充分的审计证据支持，对审计中未涉及、审计证据不适当或者不充分的事项不作评价。  

第十八条  审计评价应当与审计内容相统一。一般包括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履行经济责任的业绩、主要问题以及应当

承担的责任。  

第十九条  审计评价应当重点关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关注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

有关的管理和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关注任期内举借债务、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环境保护、

民生改善、科技创新等重要事项，关注领导干部应承担直接责任的问题。  

第二十条  审计评价可以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包括进行纵向和横向的业绩比较、运用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

的指标量化分析、将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行为或事项置于相关经济社会环境中加以分析等。  

第二十一条  审计评价的依据一般包括：  

（一）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年度财政预算报告等；  

（三）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有关经济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四）有关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责任制考核目标；  

（五）领导干部所在单位的“三定”规定和有关领导的职责分工文件，有关会议记录、纪要、决议和决定，有关预

算、决算和合同，有关内部管理制度和绩效目标；  

（六）国家统一的财政财务管理制度；  

（七）国家和行业的有关标准；  

（八）有关职能部门、主管部门发布或者认可的统计数据、考核结果和评价意见；  

（九）专业机构的意见；  

（十）公认的业务惯例或者良好实务；  

（十一）其他依据。  

第二十二条  审计机关可以根据审计内容和审计评价的需要，选择设定评价指标，将定性评价与定量指标相结合。

评价指标应当简明实用、易于操作。  

第二十三条  审计机关可以根据本细则第二十一条所列审计评价依据，结合实际情况，选择确定评价标准，衡量领

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程度。对同一类别、同一层级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的评价标准，应当具有一致性和可

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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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对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审计机关应当按照权责一致原则，根据领导干部的职责

分工，充分考虑相关事项的历史背景、决策程序等要求和实际决策过程，以及是否签批文件、是否分管、是否参与

特定事项的管理等情况，依法依规认定其应当承担的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  

对领导干部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或者事项，可以提出责任追究建议。  

第二十五条  被审计领导干部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应当承担直接责任的，具体包括以下情形：  

（一）本人或者与他人共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有关规定、单位内部管理规定的；   

（二）授意、指使、强令、纵容、包庇下属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有关规定和单位内部管理规定的；   

（三）未经民主决策、相关会议讨论或者文件传签等规定的程序，直接决定、批准、组织实施重大经济事项，并造

成国家利益重大损失、公共资金或国有资产（资源）严重损失浪费、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以及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等后

果的；   

（四）主持相关会议讨论或者以文件传签等其他方式研究，在多数人不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决定、批准、组织实施

重大经济事项，由于决策不当或者决策失误造成国家利益重大损失、公共资金或国有资产（资源）严重损失浪费、

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以及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等后果的；   

（五）对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制度规定的被审计领导干部作为第一责任人（负总责）的事项、签订的有关目标责任

事项或者应当履行的其他重要职责，由于授权（委托）其他领导干部决策且决策不当或者决策失误造成国家利益重

大损失、公共资金或国有资产（资源）严重损失浪费、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以及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等后果的；   

（六）其他失职、渎职或者应当承担直接责任的。   

第二十六条  被审计领导干部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应当承担主管责任的，具体包括以下情形：  

（一）除直接责任外，领导干部对其直接分管或者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经济责任的；   

（二）除直接责任外，主持相关会议讨论或者以文件传签等其他方式研究，并且在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决定、批

准、组织实施重大经济事项，由于决策不当或者决策失误造成国家利益损失、公共资金或国有资产（资源）损失浪

费、生态环境破坏以及损害公共利益等后果的；  

（三）疏于监管，致使所管辖地区、分管部门和单位发生重大违纪违法问题或者造成重大损失浪费等后果的；   

（四）其他应当承担主管责任的情形。  

第二十七条  两办《规定》第三十七条所称领导责任，是指除直接责任和主管责任外，被审计领导干部对其职责范

围内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经济责任的其他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被审计领导干部以外的其他人员对有关问题应当承担的责任，审计机关可以以适当方式向干部管理监

督部门等提供相关情况。  

第五章  审计报告  

第二十九条  审计机关实施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后，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出具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和审计结果报告。  

第三十条  两办《规定》第二十七条所称审计组的审计报告，是指审计组具体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后，向派出审计组

的审计机关提交的审计报告。  

第三十一条  审计组的审计报告按照规定程序审批后，应当以审计机关的名义书面征求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

位的意见。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征求本级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同志，以及本级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

领导小组）或者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的意见。  

审计报告中涉及的重大经济案件调查等特殊事项，经审计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不征求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

在单位的意见。  

第三十二条  审计组应当针对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提出的书面意见，进一步核实情况，对审计组的审计报

告作出必要的修改，连同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的书面意见一并报送审计机关。  

第三十三条  审计机关按照规定程序对审计组的审计报告进行审定，经审计机关负责人签发后，向被审计领导干部

及其所在单位出具审计机关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  

第三十四条  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基本情况，包括审计依据、实施审计的基本情况、被审计领导干部所任职地区（部门或者单位）的基本情况、

被审计领导干部的任职及分工情况等；  

（二）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主要情况，其中包括以往审计决定执行情况和审计建议采纳情况等；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和责任认定，其中包括审计发现问题的事实、定性、被审计领导干部应当承担的责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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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依据，审计期间被审计领导干部、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发现问题已经整改的，可以包括有关整改情况；  

（四）审计处理意见和建议；  

（五）其他必要的内容。  

审计发现的有关重大事项，可以直接报送本级党委、政府或者相关部门，不在审计报告中反映。  

第三十五条  两办《规定》第二十八条所称审计结果报告，是指审计机关在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的基础上，精简提炼

形成的提交干部管理监督部门的反映审计结果的报告。审计结果报告重点反映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主要

情况、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和责任认定、审计处理方式和建议。  

审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细则第三十四条规定，确定审计结果报告的主要内容。  

第三十六条  审计机关应当将审计结果报告等经济责任审计结论性文书报送本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提交委

托审计的组织部门；抄送领导小组（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必要时，可以将涉及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的情况抄送

该部门。  

第六章  审计结果运用  

第三十七条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应当作为干部考核、任免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各级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和相关部门应当逐步健全经济责任审计情况通报、责任追究、整改落实、结果公告等制

度。  

第三十八条  纪检监察机关在审计结果运用中的主要职责：  

（一）依纪依法受理审计移送的案件线索；  

（二）依纪依法查处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的违纪违法行为；  

（三）对审计结果反映的典型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适时进行研究；  

（四）以适当方式将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反馈审计机关。  

第三十九条  组织部门在审计结果运用中的主要职责：  

（一）根据干部管理工作的有关要求，将经济责任审计纳入干部管理监督体系；  

（二）根据审计结果和有关规定对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他有关人员作出处理；  

（三）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存入被审计领导干部本人档案，作为考核、任免、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  

（四）要求被审计领导干部将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和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作为所在单位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

述职述廉的重要内容；  

（五）对审计结果反映的典型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进行研究，并将其作为采取有关措施、完善有关制度规

定的参考依据；  

（六）以适当方式及时将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反馈审计机关。  

第四十条  审计机关在审计结果运用中的主要职责：  

（一）对审计中发现的相关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处罚；对审计中发现

的需要移送处理的事项，应当区分情况依法依规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处罚；  

（二）根据干部管理监督部门、巡视机构等的要求，以适当方式向其提供审计结果以及与审计项目有关的其他情况；  

（三）协助和配合干部管理监督等部门落实、查处与审计项目有关的问题和事项；  

（四）按照有关规定，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审计结果，或者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五）对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六）对审计发现的典型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和有关建议，以综合报告、专题报告等形式报送本级党委、政府

和上级审计机关，提交有关部门。  

第四十一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审计结果运用中的主要职责：  

（一）根据有关规定，在职责范围内办理对被审计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的考核、任免、奖惩等相关事宜；  

（二）对审计结果反映的典型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进行研究，并将其作为采取有关措施、完善有关制度规

定的参考依据；  

（三）以适当方式及时将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反馈审计机关。  

第四十二条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在审计结果运用中的主要职责：  

（一）根据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的有关要求，将经济责任审计纳入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监督体系；  

（二）将审计结果作为企业经营业绩考评和被审计领导人员考核、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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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对国有企业管理监督、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处置过程中，有效运用审计结果；  

（四）督促有关企业落实审计决定和整改要求；  

（五）对审计发现的典型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进行研究，并将其作为采取有关措施、完善有关制度规定的

参考依据；  

（六）以适当方式及时将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反馈审计机关。  

第四十三条  有关主管部门在审计结果运用中的主要职责：  

（一）对审计移送的违法违规问题，在职责范围内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处罚；  

（二）督促有关部门、单位落实审计决定和整改要求，在对相关行业、单位管理和监督中有效运用审计结果；  

（三）对审计结果反映的典型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进行研究，并将其作为采取有关措施、完善有关制度规

定的参考依据；  

（四）以适当方式及时将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反馈审计机关。  

第四十四条  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根据审计结果，应当采取以下整改措施：  

（一）在党政领导班子或者董事会内部通报审计结果和整改要求，及时制定整改方案，认真进行整改，及时将整改

结果书面报告审计机关和有关干部管理监督部门；  

（二）按照有关要求公告整改结果；  

（三）对审计处理、处罚决定，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执行完毕，并将执行情况书面报告审计机关；  

（四）根据审计结果反映出的问题，落实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五）根据审计建议，采取措施，健全制度，加强管理。  

  第七章  组织领导和审计实施  

第四十五条  各地应当建立健全领导小组或者联席会议制度，领导本地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可以由

同级党委或者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第四十六条  领导小组或者联席会议应当设立办公室。同时设立领导小组和联席会议的地方，应当合并成立一个办

公室。办公室与同级审计机关内设的经济责任审计机构合署办公，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应当由同级审计机关

的副职领导或者同职级领导担任。  

第四十七条  领导小组或者联席会议应当建立健全议事规则和工作规则，各成员单位应当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制度

健全、管理规范、运转有序、工作高效的运行机制。  

第四十八条  各地可以根据干部管理监督的需要和审计机关的实际情况，按照领导干部工作岗位性质、经济责任的

重要程度等因素，对审计对象实行分类管理，科学合理地制定经济责任审计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计划。  

第四十九条  审计机关应当向组织部门等提出下一年度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的初步建议。组织部门等根据审计机关的

初步建议，提出下一年度的委托审计建议。  

第五十条  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办公室对委托审计建议进行研究讨论，共同议定并提出经济责任审计计划草案，

由审计机关报本级政府行政首长批准后，纳入审计机关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五十一条  经济责任审计计划一经本级政府行政首长批准不得随意变更。确需调整的，应当按照本细则第四十九

条、第五十条规定的程序进行调整。  

第五十二条  对地方党委与政府的主要领导干部，党政工作部门、高等院校等单位的党委与行政主要领导干部，企

业法定代表人与不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等企业主要负责人的经济责任审计，可以同步组织

实施，分别认定责任，分别出具审计报告和审计结果报告。  

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同步实施经济责任审计的操作办法。  

第五十三条  审计机关应当探索和推行经济责任审计与其他专业审计相结合的组织方式，统筹安排审计力量，逐步

实现对审计计划、审计项目实施、审计文书报送、审计结果利用等的统一管理。  

审计机关组织实施经济责任审计时，应当有效利用以往审计成果和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结果。  

第五十四条  审计机关实施经济责任审计时，可以提请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予以支持，并及

时提供有关资料和信息。  

审计机关提请领导小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协助时，应当由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办公室统一负责联系和协调。  

第五十五条  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实施过程中，遇有被审计领导干部被有关部门依法依规采取强制措施、立案调查

或者死亡等特殊情况，以及不宜再继续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其他情形的，审计机关报本级政府行政首长批准，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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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委、政府、干部管理监督部门的要求，可以中止或者终止审计项目。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根据地方党委、政府的要求，审计机关可以对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

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五

条的规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  

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可以参照本细则的相关规定确定。    

第五十七条  对本细则未涉及的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在

经济责任审计中的职责、权限、法律责任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两办《规定》和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八条  部门和单位可以根据两办《规定》和本细则的规定，制定本部门和单位内部管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

计的规定。  

第五十九条  本细则由审计署负责解释。  

第六十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审计署 2000 年 12 月印发的《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

规定实施细则》和《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实施细则》（审办发〔2000〕121

号）同时废止。 

 

8.3.315）《中央纪委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试行》(2001

年 2 月 8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45.htm  

中共中央纪委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试行） 

（2001 年 2 月 8 日）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提出的“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

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要求，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

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该领导干部任职地区个人从事经商办企业活动作出如下规定： 

  一、不准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相关代理、评估、咨询等有偿中介活动。 

  二、不准从事广告代理、发布等经营活动。 

  三、不准开办律师事务所；受聘担任律师的，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地区代理诉讼。 

  四、不准从事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等娱乐业，洗浴按摩等行业的经营活动。 

  五、不准从事其他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已经从事上述经商办企业活动的，或者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退出所从事的经商办企业活动，或者领导干部本

人辞去现任职务或给予组织处理。本规定发布后，再从事上述活动的，对领导干部本人以违纪论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补充规定。 

 

8.3.316）《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1996 年 1月 19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44.htm  

（1996 年 1 月 19 日） 

  第一条 为了保障检举、控告人依法行使检举、控告的权利，维护检举、控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和行政监察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纪检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党组织、党员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

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纪违法的行为。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拦、压制检举、控告人依法进行的检举、控告。 

  第三条 检举、控告人应据实检举、控告，不得捏造事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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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检监察机关对如实检举、控告的，应给予支持、鼓励。对检举、控告有功的，应给予奖励。对检举、控告不

实的，必须分清是错告还是诬告。对错告的，应澄清事实；对诬告的，应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四条 纪检监察机关受理检举、控告和查处检举、控告案件，必须严格保密： 

  （一）纪检监察机关应设立检举、控告接待室，接受当面检举、控告应单独进行，无关人员不得在场。 

  （二）检举、控告信函的收发、拆阅、登记，当面或电话检举、控告的接待、接听、记录、录音等工作，应建

立健全责任制，严防泄密或遗失检举、控告材料。 

  （三）对检举、控告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有关情况及检举、控告的内容必须严格保密，严禁将检

举、控告人的有关情况以及检举、控告的内容透露给被检举、控告单位和被检举、控告人以及其他单位和人员。 

  （四）检举、控告材料列入密件管理，不得私自摘抄、复制、扣压、销毁。 

  （五）检举、控告材料，除查处案件工作需要外，不得向有关人员出示；因查处案件工作需要出示的，必须经

本委、部（厅、局）主管领导批准，并隐去可能暴露检举、控告人身份的内容。 

  （六）核实情况必须在不暴露检举、控告人的情况下进行。 

  （七）未经检举、控告人同意，不得公开检举、控告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及其他有关情况。 

  第五条 受理机关工作人员无意或故意泄露检举、控告情况的，应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第六条 严禁将检举、控告材料转给被检举、控告单位或被检举、控告人。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追查检举、控告人。对确属诬告陷害，需要追查诬告陷害者的，必须经地、

市级以上（含地、市级）党的委员会、政府或纪检监察机关批准。 

  第八条 对匿名检举、控告材料，除查处案件需要外，不得擅自核对笔迹或进行文检；因查处案件工作需要核

对笔迹或进行文检的，必须经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级）纪检监察机关批准。 

  第九条 受理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被检举、控告人或被检举、控告人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近亲属与被检举、控告问题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检举、控告问题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检举、控告问题公正处理的。 

  受理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主动提出回避，检举、控告人有权要求其回避，回避决定由受理机关作出。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和手段打击报复检举、控告人及其亲属或假想检举、控告人。 

  指使他人打击报复的，或者被指使人、被指使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明知实施的行为是打击报复的，

以打击报复论处。 

  第十一条 打击报复检举、控告人的，纪检监察机关应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 

  （一）对于正在实施的打击报复行为，纪检监察机关应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措施及时制止，并予以处理，或者

及时移送有关部门予以处理。 

  （二）检举、控告人因被打击报复而受到错误处理的，纪检监察机关应在其职权范围内依照有关规定予以纠正，

或者建议有关部门予以纠正。 

  （三）检举、控告人因被打击报复而造成人身伤害及名誉损害、财产损失的，纪检监察机关应在其职权范围内

负责处理，或者移送有关部门予以处理。 

  第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的，应依照党纪、政纪的有关规定给予党纪处分、行政处分或其他处理；构成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纪检监察业务范围内的港澳台胞、华侨及外国人的检举、控告，适用本规定。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317）《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2010 年 5 月 13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0.htm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 

（2010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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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是巩固和拓展全党深入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的重要举措，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组织实施这项活动，对于进一步抓好学

习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工作、完善长效机制、推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于激发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生机活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对于促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更好地联系和服务

群众、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对于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本地区本部门本单

位中心工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确保创先争优活动

健康有序开展，取得实际成效，现就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提出如下意见。 

  一、把握总体要求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主题，坚持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出发，改革创新，务求

实效，统筹推进党的建设其他经常性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推

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的实践中建功立业。 

  推动科学发展，就是要求基层党组织认真履行职责，切实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本单位科学发展规划、

思路、举措；党员以模范行动影响和带领广大群众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促进社会和谐，就是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及时了解群众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好引导工作；积极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主动排查矛盾纠纷，做好化解工作；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 

  服务人民群众，就是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充分尊重群众，紧紧依靠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及时反映群众

意愿，主动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积极参加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多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 

  加强基层组织，就是要求基层党组织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积极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

设，增强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造就高素质的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

基层党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 

  二、明确主要内容 

  创先争优活动，以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为主要内容。 

  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要求是，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成效明显，出色完成党章规定的基本任务，努力做到“五个

好”：一是领导班子好。领导班子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协作，求真务实，

勤政廉洁，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党员队伍好。党员素质优良，有较强的党员意识，能够充分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三是工作机制好。规章制度完善，管理措施到位，工作运行顺畅有序。四是工作业绩好。本单位各项工作

成绩显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事迹突出。五是群众反映好。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党员在群众中有良

好形象，党群干群关系密切。 

  优秀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是，模范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努力做到“五带头”：一是带头学习提高。认真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二是带头争创佳绩。具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埋头苦干、开拓创新、无私奉献，在本职岗位上做出显著成绩。三是带头服务群众。积

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自觉维护群众正当权益。四是带头遵纪守法。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五是带头弘扬正气。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敢于同不良风气、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 

  各单位在坚持以上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可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明确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具体条

件。 

  三、实施分类指导 

  各级党组织要根据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和党员的岗位特点，精心设计特色鲜明、务实管用的载体，分类提出开

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具体要求。 

  农村党组织要把创先争优活动与深化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三级联创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认真落实“一定三有”政

策，大力推广“四议两公开”工作法，通过设岗定责、依岗承诺、“一强双带”等形式发挥党员作用，大力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 

  街道社区党组织要把创先争优活动与借鉴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经验，在区、街道、社区开展基层党建工作三级联

创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认真落实“三有一化”，通过开展党员示范楼院、党员志愿服务等活动发挥党员作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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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文明和谐社区。 

  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党组织要把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与深化“四好”领导班子创建活动和开展“四强”党组织、

“四优”共产党员创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党员责任区、党员品牌工程、党员攻关项目等发挥党员作用，增强

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机关党组织要把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与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

党员示范窗口等发挥党员作用，切实改进机关作风，提高机关效能。 

  高等学校党组织要紧紧围绕推进教育改革、搞好教书育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设计载体，可通过设立党员教学

科研和后勤服务示范岗、开展党员志愿服务等发挥党员作用，努力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科研、文化、卫生、体育、中等职业学校和中小学校等事业单位党组织要围绕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事

业发展设计载体，可结合各自实际，通过创建课题攻关党员先锋团队，争当德艺双馨党员艺术家、“优秀共产党员·人

民满意的白衣天使”、“优秀共产党员·师德标兵”等活动发挥党员作用，努力提升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要围绕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促进生产经营和各项业务工作设计载

体，可通过开展立足岗位比奉献等活动发挥党员作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

会组织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健康发展。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党组织还要把团结各族群众推动发展、促进和谐、反对分裂、维护稳定贯穿于创先争优活动

始终，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四、扎实推进活动 

  各基层单位党组织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围绕中心工作设计主题，把广大党员吸引到创先争优活动中来。要紧紧

围绕确定的主题，通过以下方式，扎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 

  （一）公开承诺。基层党组织制定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实施方案，党员提出参加活动的具体打算，并采取适当方

式向群众公布，作出承诺，接受群众监督。 

  （二）领导点评。上级党组织负责人适时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点评，实事求是肯定

取得的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和努力方向。 

  （三）群众评议。上级党组织对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对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适时组织党员、群众

进行评议。 

  （四）评选表彰。上级党组织对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对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考核。在此基础上，

适时评选表彰创先争优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评选表彰要注重工作实绩和社会公认度，

广泛听取党员和群众意见。 

  从 2010 年 4 月开始，着重围绕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在搞好动员的基础上，各基层

单位要坚持抓好学习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后续工作，切实兑现向群众作出的承诺，建立健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的长效机制；引导基层党组织切实履行职责，共产党员立足本职岗位争创一流业绩，掀起创先争优活动高潮。2012

年“七一”前，中央组织部将专项表彰 2010—2012 年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以及开展创

先争优活动成绩显著的先进县（市、区、旗）党委。 

  五、加强组织领导 

  （一）落实领导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负责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创先争优活动，结合实际制定开展创先争优

活动实施意见，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共同负责、相关部门参与指导的工作机制。全国创先争优

活动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牵头成立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相关领域

（行业）创先争优活动的具体指导。垂直管理单位和条块共管单位的主管部门也要加强对本行业本系统创先争优活

动的指导。县（市、区、旗）党委要切实担负起本地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领导和指导责任。基层党组织要具体负责

本地区本单位创先争优活动的组织实施。注重发挥党建工作指导员和大学生“村官”在创先争优活动中的作用。要

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创先争优活动带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开展创建先进集体、争当先进个人活动。 

  （二）运用典型引路。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以及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党员电化教育、党建信息

网和手机短信平台的作用，采取基层党员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力宣传各行各业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

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党员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的先进典型为榜样，争做优秀共产党员，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学习

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 

  （三）加强督促检查。采取分领域分行业召开座谈会、经常性督查、随机抽查等方式，了解活动进展，通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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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情况，总结交流经验，研究解决问题。对创先争优活动思想上不重视、工作上不得力的，有关党组织要及时提出

批评，要求限期整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务院国资委、中央金融机构、铁道部、国

家民航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实施意见后，要及时报中央创先争优活动

领导小组。 

军队和武警部队的创先争优活动，由总政治部作出具体部署。 

 

8.3.318）《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2009 年 12 月 29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09.htm  

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 

（2009 年 12 月 29 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

设，在全社会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现就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充分认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廉政文化以崇尚廉洁、鄙弃贪腐为价值取向，融价值理

念、行为规范和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人们对廉洁政治和廉洁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精神追求，是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面向全党全社会，以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为重点，以培育廉洁价值理念

为根本，以廉政制度和规范为支撑，以群众广泛参与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和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产品为载体，在反

腐倡廉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深入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战略举措，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

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增强全社会反腐倡廉意识，形成廉荣贪耻的思想道德基础和文化氛围，从源头

上预防和减少腐败现象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廉政文化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紧密结合实际，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廉政文化建设充满活力，影响力、渗透力不断增强。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

会对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与之相比，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一方面，

反腐倡廉制度、措施有效运行所必需的文化基础和社会环境尚未完全形成，影响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效能。另一

方面，腐朽落后文化的存在，腐蚀人们心灵、败坏社会风气，致使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价

值观扭曲，甚至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因此，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在全党全社会形成有利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思

想观念和文化氛围，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二）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把廉政文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反腐倡廉

建设的全过程，着力培育廉洁价值理念，广泛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大力营造崇尚廉洁的社会风尚，为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提供思想保障和文化支撑。 

  （三）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坚持服务大局、统筹协调。把廉政文化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建设各个领域，

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与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整体推进；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教育。尊重干部群众的

主体地位，坚持用科学理论引导人、廉洁理念教育人、先进文化熏陶人，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廉洁

从政、廉洁从业意识；坚持突出重点、面向社会。以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为重点，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扩大覆盖面，

增强影响力，形成有利于反腐倡廉建设的广泛群众基础和良好社会氛围；坚持继承创新、与时俱进。注重继承和发

扬我们党清正廉洁的优良传统，挖掘和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廉政建设有益成果，适应时代

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重在建设、务求实效。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廉政文化

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以建设性的思路、举措和方法扎实推进，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二、大力培育和弘扬廉洁价值理念 

  （一）树立领导干部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的价值理念。扎实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组织广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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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干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牢廉洁从政的思想政治基础。

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重点，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党风党纪、廉洁从政、艰苦奋斗教育，引导领

导干部正确对待和依法行使权力。着力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

格、廉洁操守和政治本色。把从政道德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教育引导领导干部时刻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的执政理念，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坚持把廉洁从政教育贯穿于

领导干部培养、管理和使用的全过程，引导领导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自觉遵守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把

培育廉洁价值理念与廉洁从政实践结合起来，引导领导干部做到学与用、知与行相统一。加强廉洁从政行为规范教

育，大力宣传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的先进典型，努力形成有利于落实廉洁从政行为规范的社会氛围。 

  （二）培育公民廉荣贪耻、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为重点，深入贯彻落实《公

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培育廉洁价值理念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普

及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加强道德修养，自觉遵守公民基本道德准则。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

高公民道德素质，使廉洁、诚信、勤俭、守法等道德观念成为广大群众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推动形成知荣辱、讲

正气、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气。加强国家公职人员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教育，把廉洁知识和诚信要求纳入各类职业

资格考试内容。广泛开展行业廉洁教育，加强以公正、诚信、自律、守法为主要内容的行业廉洁文化建设。把廉洁

要求寓于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和行业规范之中，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职

业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教育，提高自律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研究建立廉荣贪耻的道德评价机制和奖惩机制，褒扬

和鼓励廉洁从业行为，抵制和克服违规从业行为。 

  （三）增强全社会大力支持、有序参与反腐倡廉的责任意识。广泛开展反腐倡廉形势任务、工作成效宣传，加

强反腐倡廉舆论引导，进一步增强干部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通过多种形式，推动廉政理论和廉洁规范通俗化、大

众化，使反对腐败、崇尚廉洁的价值理念被人们认同和接受。深入宣传腐败对党和国家事业以及社会的危害，积极

鼓励公民检举腐败行为，提高公民监督意识，在全社会倡导和弘扬不容忍腐败和抵制腐败的良好风气。引导人民群

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有序参与反腐倡廉建设。主动做好反腐倡廉网络信息收集研判和处置工作，及

时回应群众关切，营造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 

  三、广泛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 

  （一）推动廉政文化深入社会领域。把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结合起来，突出先进思想

和廉政文化内涵，强化道德教化功能，使廉政文化进机关、社区、学校、农村、企业、家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在

参与中自觉增强廉洁意识。 

  1.结合创建学习型、服务型机关，将廉政文化融入机关文化建设，使机关干部在文化熏陶中增强廉洁自律意识。

积极推行廉政承诺制度。大力宣传、表彰勤廉兼优的先进典型，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教育干

部廉洁从政。 

  2.结合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将廉政文化建设的相关要求纳入示范单位指标体系之中，积极推进廉

政文化进社区。适应社区居民的文化需要，广泛开展以廉政为主题的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有效整合和利用社区文

化资源，充分发挥社区文化活动场所、文化设施的作用，大力营造崇尚廉洁的良好社区人文环境。 

  3.结合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把青少年廉洁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在中小学思想品德类课程和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中明确廉洁教

育内容，扎实推进廉洁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针对青少年特点，定期开展各类青少年廉洁教育实践活

动，深入推进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大力加强师德建设，充分发挥教师在开展廉洁教育中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把青少

年廉洁教育工作的指导、检查、考核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评估范畴。 

  4.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送文化下乡活动和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文化惠

民工程，使廉政文化进入农村日常生活，建设文明乡风。发挥农家书屋、农村文化大院、文化中心户等公益性文化

实体的作用，利用民间艺术、地方戏曲等形式，开展富有农村特色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广泛宣传村务公开、民主

管理等政策措施，引导农民增强民主监督意识。 

  5.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把企业廉政文化建设纳入企业发展战略，融入企业党建工作和文化建设之中。开展

依法经营、廉洁从业教育，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意识教育和勤俭办企业教育。建设反贪拒腐、诚信守法的企业文

化，引导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教育企业管理人员自觉抵制商业贿赂。 

  6.结合创建文明家庭，积极开展家庭助廉教育，倡导清廉家风。大力弘扬以廉立身、以廉治家、以廉教子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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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文化传统，把廉洁教育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为增强党员干部及其家庭成员抵御腐败的能力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结合创建文明行业活动，加强窗口行业廉洁教育，树立廉洁新风，把打造廉洁行业纳入创建文明行业活动之中，

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向社会全面覆盖。大力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创新工程。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品位，体现特色，打造

健康向上、富有声势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品牌。 

  （二）加强各类基层廉政文化阵地建设。注重挖掘各类历史文化名胜、旅游景点中蕴含的廉政资源，使之成为

弘扬廉政文化的重要场所。加强廉政教育基地的建设、管理和使用，有步骤地命名一批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及时总

结和推广各地区各部门开展廉政文化阵地建设的有效经验，建设一批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示范点。重视廉政文化景观

建设，设置与城乡环境相协调、与自然生态相融合的廉政文化设施。将廉政文化活动场所建设纳入公共文化设施网

络布局，充分发挥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群艺馆、文化馆、文化站、社区文化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的

作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四、积极推动廉政文化产品的创作和传播 

  （一）推动廉政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与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机结合，大力提高廉

政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坚持弘扬时代主旋律，把廉政题材纳入文学艺术创作，舞台艺术生产，电影和电视

剧制作，报刊、图书、音像电子与网络出版计划。重点规划、扶持一批体现廉政主题的创作项目，着力打造一批思

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的，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廉政文化作品，把廉政文化产品纳入各类评奖范围。与文化

古籍整理和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相配套，整理、挖掘古今中外的廉政文化资源，建设廉政文化作品共享库。

编写廉政文化通俗读本，不断丰富优秀廉政文化出版物品种。结合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向公众推荐优秀廉政文化读

物。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增强廉政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完善激励机制，引导文化企事业单位开发和推广弘扬廉洁

价值理念的文化产品。 

  （二）加大廉政文化传播力度。大力宣传、积极传播廉政文化，营造崇尚廉洁、抵制腐败的良好舆论环境。积

极组织优秀廉政文化作品的宣传和展演、展示工作。切实发挥大众传媒在传播廉政文化中的作用。中央和地方各级

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加大反腐倡廉建设宣传报道力度，办好廉政专版、专栏，在重要版面和重要时段经常

安排刊播廉政公益广告。中央和地方重点新闻网站、政府门户网站开设廉政频道、网页，准确发布权威信息，及时

回应社会关注、关切的反腐倡廉热点问题，推动健康向上的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注重发挥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

网络广播电视、手机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介的优势，打造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廉政文化传播平台。注重

研究传播艺术，采用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不断提高廉政文化传播能力。 

  （三）加强廉政文化理论研究。把廉政文化理论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加强对廉政文化建设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的系统研究。党政机关、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科研究机

构、高等学校要密切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理论创新，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五、加强对廉政文化建设的领导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要把廉政文化建设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融入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寓于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建设的各个环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科学制定廉政文化建设发展规划，及时了解廉政文化建设工作情况，认

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建立健全廉政文化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等领导协调机制，统筹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二）明确责任，形成整体合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加强对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导和

督促检查。各级宣传、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以及发展改革、教育、工业和信息化、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农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旅游等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等群团组织，在加强廉政文化

建设中担负着重要责任，要结合业务工作，发挥各自优势，密切配合，形成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合力。将廉政文化

建设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绩效考核范围，作为评价地区发展水平、发展质量和领导干部工

作实绩以及创建文明城市、文明行业、文明单位的重要内容，确保廉政文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三）加大投入，健全保障机制。建立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各方支持的廉政文化建设经费保障机制。把廉政文

化建设经费列入各级地方财政预算及党员教育经费支出，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加大支持力度。切实保障实施

廉政文化建设精品工程、开展重大廉政文化活动所必需的资金。大力扶持和奖励为廉政文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单

位和个人。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本意见精神，结合

实际，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真正把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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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19）《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 9 月 18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08.htm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09 年 9 月 18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面分析形势和任务，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进

一步研究和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会就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八年、执政六十年、领导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

险阻，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

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

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根

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

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

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

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

总的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

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

题。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

繁重性世所罕见。党要适应这样的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

一意谋发展，实现党的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 

  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自

身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的变化，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取得巨大成就。当

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

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

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

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

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

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

不广，部分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

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

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

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

醒，抓紧加以解决。 

  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

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

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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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

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

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

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二、总结运用和丰富发展执政党建设基本经验 

  我们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课题，不断总结和运用自身建设正反两

方面经验，借鉴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探索形成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

基本经验。 

  第一，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始终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坚持党的

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

高运用科学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能力，使党的理论和实践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第二，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

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和服务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

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着力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

务、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根本保证。 

  第三，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把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

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着力提高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能力和水平，建

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凝聚各方面人才和力量，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使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第四，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坚持以

人为本，贯彻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使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 

  第五，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坚持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

新精神提高和完善自己，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

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创造

活力。 

  第六，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实行党建工作责任制，

坚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党的纪律，从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

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不断解决党

内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这些基本经验，体现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必须倍加重

视、倍加珍惜，必须作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党的建设总体部署，按照党章要求，着眼于继续

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着

眼于增强全党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突出重点，突破

难点，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把

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三、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 

  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

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

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

好。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紧密结合

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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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准确

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改革发展实际，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围绕什么是马克

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

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增强理论说服力和感召力，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为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增强科学理论教育引导群众

作用。 

  （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掌

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真总结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功经验，形成有利于学习研究和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导向、舆论导向、用人导向和体制机制，不断推动学习实践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党员领导干部要

作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表率，着力提高理论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要认真研读马克

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著作，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带头探索回答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理论同研究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

性、预见性、创造性。 

  （三）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党员、干部模范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马克思

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教育引导党员

着力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引

导党员、干部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

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

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

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

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党的

优良传统教育，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保持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 

  （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在全党营造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积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优

化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创新能力，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学习型党组织、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学习型领导班子。

组织党员、干部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党的历史，同时广泛学习

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加强对全党学习的指导和服务，加强理

论宣讲队伍建设，完善和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把理论素养、学习能力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重要依

据。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和国民教育体系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中的重要作用。 

  四、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以

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广泛凝聚全党意愿和主张，充分

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一）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科学的领导制度是党有效治国理政的根本保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

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委既要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和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负责、

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又要发挥这些组织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善于通过国家政权组织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

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联系和服务群众作用。以明确权责为重

点，完善地方党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健全部门党组（党委）工作机制，健全党对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领导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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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机制。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

针，完善党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机制，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和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真诚接受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鼓励党外人士做我们党的挚友和诤友。加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促进政党关系、民族

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 

  （二）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

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

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办好党报党刊和党建网站。拓宽党员意见表达

渠道，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

里话，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的作用。

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提高党员民主素质，引导党员正确行使权利、认真履行义务。 

  （三）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改善党代表大会代表结构，提高基层一线代表比例，增强代表广

泛性。扩大党代表大会代表对提名推荐候选人的参与，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建立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

落实和完善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建立健全代表参与重大决策、参加重要干部推荐和民主评议、列席党委有关会

议、联系党员群众等制度和办法，做好代表联络工作，保障代表充分行使各项权利，充分反映党员意见和建议。继

续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完善党内选举办法，改进和规范选举程序和投票方式，改进候选

人介绍办法。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

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选举人依照规定自主行使选举权。严格控

制选任制领导干部任期内职务变动，维护选举结果严肃性。 

  （四）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党的各级委员会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决定重

大事项。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推行和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

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健全和规范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提高科学决策、民主

决策、依法决策水平，加强党委决策咨询工作，做好重大问题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广泛听取党员、群众、基层干

部意见和建议，发挥咨询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社会听证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落实重大决策报告制度，健全决策

失误纠错改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提高运用民主方法形成共识、开

展工作本领，注意听取不同意见，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 

  （五）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全党同志必须时刻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

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其中最重要

的是坚持全党服从中央。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把发挥地方积极性同维护中央权

威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统一起来，严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健全对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执行情况定期检查和专项督查制度、纪律保障机制，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党员对党的决

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但不得公开发表和散布同中央决定相

反的意见。对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 

  五、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是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方针，坚持五湖四海，拓宽视野选拔干部，广辟途径培养干部，满腔热情爱护干部，严格要求管理干部，把各方面

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 

  （一）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

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选拔任用干部既要看才、更要看德，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

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从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等方面完善干部德的评价标准，重点看是否忠于党、忠于

国家、忠于人民，是否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是否真抓实干、敢于负责、锐意进取，是否作风正派、

清正廉洁、情趣健康。注重从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关键时刻表现、对待个人名利等方面考察干部的

德。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使选拔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

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 

  （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扩大选人用人民主，建立健全主体清晰、程序科学、责任明确的干部选拔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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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制度。正确分析和运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结果，增强科学性和真实性。鼓励多种渠道推荐干部，广开举贤荐

能之路，拓宽党政干部选拔来源。健全干部考察制度，完善考察标准，落实领导干部任用延伸考察办法，增强考察

准确性。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突出岗位特点，注重能力实绩。完善差额选拔干部办法，

推行差额推荐、考察、酝酿。扩大干部工作信息公开，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和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

坚持党管人才，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增强人才资源配置机制活力，完善人才培养、吸引、使用、评价、激励办

法，以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统筹抓好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

卖官、拉票贿选等问题。 

  （三）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以高举旗帜、坚定信念、践行宗旨为根本，

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增强班子成员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自觉性，提高运用科学发展观干事创业水平。加

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培养，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战略思想，重点提高谋划发展、统筹发

展、优化发展、推动发展的本领和群众工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维护稳定的本领，注重增强新形势下依法办事

能力和应急管理、舆论引导、新兴媒体运用、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能力，切实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履行好

维护稳定这个第一责任。优化领导班子配备，形成班子成员年龄、经历、专长、性格互补的合理结构，增强班子整

体功能和合力。按照政治上强、具有领导科学发展能力、能够驾驭全局、善于抓班子带队伍、民主作风好、清正廉

洁的要求，选好配强党政正职领导干部，着力抓好县委书记队伍建设。建立领导班子定期务虚制度，加强对本地区

本部门重大问题研究。注重多岗位锻炼干部，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增强培训实效，更好完成大规模培训

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任务。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

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四）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年轻干部。源源不断培养大批优秀年轻干部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大计。加大培

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力度，重点加强年轻干部党性修养和实践锻炼，使他们切实做到忠诚党的事业、心系人民群众、

专心做好工作、不断完善自己。鼓励年轻干部到基层工作，有计划安排年轻干部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关键岗位

砥砺品质、锤炼作风、增长才干。建立来自基层一线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大力选拔经过艰苦复杂环境磨练、

重大斗争考验、实践证明优秀、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扎实抓好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

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做到系统培养、择优使用。合理使用各年龄段干部，切实解决领导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问题。 

  （五）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干部管理要坚持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相结合。加强干部队伍宏观管理，深化干部分

类管理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推进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制定符合企事业单位特点的人事管理办法。完善干

部交流制度，加大重要部门、关键岗位、东中西部地区干部交流力度，疏通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交流渠

道。深入了解干部情况，完善谈心谈话制度，对干部存在的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加大治懒治庸力

度，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问题。健全干部退出机制，切实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问题。严格按照领导

职数配备干部，切实解决违反规定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建立健全干部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实行干部职级与待遇

挂钩。对长期在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干部、长期担任县乡党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实行工资福利倾斜政策。全面

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 

  六、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必须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着力扩大覆盖面、增强生机活力，

使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使广大党员牢记宗旨、心系群众。 

  （一）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全面推进各领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实现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社会覆盖，做到

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党组织作用

的充分发挥。在以地域、单位为主设置基层党组织的基础上，按照便于党员参加活动、党组织发挥作用的要求，探

索完善基层党组织设置形式，推广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产业链、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相对集中点建立党组

织的做法，抓紧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立党组织，加大在中介机构、协会、学会以及各类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

力度。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活跃基层，打牢基础。 

  （二）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党的基层组织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创新活动内容方式，找准开展活动、

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在扩大党员参与面、提高实效性上下功夫，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把发展现代农业、

培养新型农民、带领群众致富、维护农村稳定贯穿农村基层党组织活动始终，发挥党组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

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建设高素质经营管理者队伍、人才队伍、党员队伍、职工队伍和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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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贯穿国有企业党组织活动始终，保证党组织参与决策、带头执行、有效监督，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把服务群

众、凝聚人心、优化管理、维护稳定贯穿街道社区党组织活动始终，发挥党组织在建设文明和谐社区中的领导核心

作用。把服务中心、建设队伍贯穿机关党组织活动始终，发挥党组织在完成本部门各项任务中的协助和监督作用。

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贯穿高等学校党组织活动始终，发挥党组织在推进教育改

革、搞好教书育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事业发展贯穿科研、文化、

卫生、体育和中小学等事业单位党组织活动始终，发挥党组织在本单位履行职责中的政治核心作用。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要围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

各方合法权益、促进健康发展等职能探索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法。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要在团结各族群众推动发展、

促进和谐、反对分裂、维护稳定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普遍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深化基层党建工作三级联创活动，

坚持和完善“三会一课”制度，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信息化。 

  （三）增强党员队伍生机活力。以提高素质为重点，抓紧抓好党员队伍建设这一基础工程。建立健全教育、管

理、服务党员长效机制，激发党员增强光荣感和责任感、保持先进性内在动力。注重质量、优化结构，改进发展党

员工作，加强思想上入党教育，加大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力度，重视在高知识群体、在大学生等各领域优秀青

年中发展党员，积极做好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工作。从思想、工作、生活上关心党员，做

好党员服务工作，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健全党内表彰制度，加强对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的关怀帮扶。

落实基层党员教育培训规划，建立基层党员轮训制度，拓宽党员受教育渠道。鼓励党员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推广党

员承诺制等做法，探索建立党员在居住地发挥作用机制。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坚持民主评议党员，表彰优秀党员，

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 

  （四）建设高素质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按照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书

记队伍建设。拓宽农村基层干部来源，选拔优秀党员担任村党组织书记，推进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鼓励

转业退伍军人到乡、村工作，及时调整软弱涣散农村基层党组织班子，加强乡镇党委书记队伍建设。选好配强街道

社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党组织负责人。符合条件的农村、社区、国有企业党组织书记，可以通过

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居委会主任、企业董事长。以明确责任、考核监督、保障服务为重点，加强对基层党组

织领导班子管理。加大从农村、社区优秀基层干部中考录公务员力度。切实解决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基本报酬和社

会保障问题。 

  （五）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统筹城乡基层党建工作，促进以城带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

发展。建立全国党员信息库，加强党员动态管理，健全城乡一体、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党组织配合的流动党

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实行城乡基层党组织一方为主、接续培养、两地考察、相互衔接的优秀农民工入党办法。

加强城乡基层党建资源整合，普遍推行机关、企业、社区党组织同农村党组织结对帮扶等做法，推动城乡基层党组

织互相促进。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建立稳定规范的基层组织工作经费保障制度。二〇一〇年底基本完成村级组织活

动场所、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一体化建设任务。加强条条为主管理和条块共管单位的基层党组织建设。

加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基层党建工作的支持。 

  七、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必须在全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以思想教育、完善制度、集中整顿、严肃纪律为抓手，下大气

力解决突出问题，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 

  （一）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全党要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定不移依靠群众，适应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

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受群众监督。坚持问

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作决策、定政策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和承受能力，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切实办

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健全服务群众制度，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服务

群众中的带头、推动、督促、保证作用。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机关工作要重心下移，基层干部

要坚守一线，领导干部要定期深入基层特别是经济落后、问题较多的地方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

帮助解决困难。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

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健全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定期接访、及时阅处群众来信，注重分析

网络舆情。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

品药品安全、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涉农利益、涉法涉诉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引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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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切实维护群众权益。 

  （二）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把求真务实贯彻到治党治国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真正做到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建

立健全工作责任制，营造求真务实良好氛围，使党员、干部真正把心思用到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

办实事上，努力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不断取得实效。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

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严格控制发文数量和范围，严格控制会议数

量、经费、规模。大力清理检查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切实解决节庆剪彩过多过滥问题，改进各级领导干部活动报道。

坚决制止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对作风飘浮、敷衍塞责引发重大事件或造成重大

损失的，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必须严肃追究责任。 

  （三）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全党要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党政机关带头厉行节约，进一步控制办公经费，把有限资金和资源更多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严格执行财经

制度和经济工作纪律，从严控制楼堂馆所建设，严禁超预算超标准装修办公用房，严禁为领导干部违反规定购买、

建造住房和配置用车，严格控制出国（境）团组数量和规模。对铺张浪费、奢靡享乐、挥霍公款的，必须严肃处理。

对党员干部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生活作风方面的不良现象，要及时提醒、批评、制止。 

  （四）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和实效性，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逢迎讨好、相互

吹捧，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领导班子要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

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完善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发挥民主生活会

开展思想交流、提高党性修养、增进班子团结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通过民意调查等征求群众批评意见制度，自觉

接受批评，积极进行整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勇于揭露和纠正缺点错误，及时

提出改进工作的要求和建议，反对和克服好人主义。保护坚持党性原则的党员，不准压制批评，严禁打击报复。 

  （五）以坚强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优良作风养成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教育引导全体党

员加强学习、加强实践、加强党内生活锻炼，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增强党员意识、党

性观念，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立党性定期分析制度，把党性分析作为民主生活会主要内容，把作风状

况作为党性分析重点内容。加大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作风方面突出问题的整顿力度。把作风建设情况纳入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范围，把考核结果作为选拔任用干部重要依据。深入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广泛宣

传和认真学习先进典型，使广大党员永葆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八、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

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

争新成效。 

  （一）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在全党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

教育，把廉政教育列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有针对性地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改进教育方式，

提高教育实效。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格要求自己和配偶子女、身边工作

人员。依纪依法查处和整治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问题。完善党员领导干部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

的公职人员管理。进一步规范离退休领导干部在企业和各类学会、协会、基金会任职行为。按照节俭、高效、廉洁

的原则，继续推进公务消费和公务接待制度改革。 

  （二）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遏制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势头，

决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惩处。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

失职渎职案件，严肃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案件，严肃查办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

案件。加强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国有资产管理、金融、司法等领域专项治理。健全

反腐败协调工作机制，加强查办大案要案组织协调，形成整体合力。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

收集和处置机制。坚持依纪依法办案，完善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依法追究诬告陷害行

为。完善重大案件剖析制度和通报制度，发挥查办案件惩戒功能和治本功能。 

  （三）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以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

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凡涉及群众切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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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重大决策都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严格执行和不断完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质询、

罢免或撤换等制度，地方党委常委会要把廉政勤政、选人用人等方面工作作为向全委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推行党政

领导干部问责制、廉政承诺制、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健全巡视工作领导机制，选好配强巡视干

部，完善巡视程序和方式，提高巡视成效。完善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健全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

员监督的制度。完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加强对财政资金和重大投资项目审计。

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 

  （四）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最大限度减少

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完善防治腐败体制机制，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

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深化司法体制和工

作机制改革，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健全执法过错、违纪违法责任追究等制度，保证公正司法。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完善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强财政性资金和社会公共资金管理，彻底清理“小金库”。健全金融市

场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和内控机制建设，完善金融账户实名制，有效防止和严厉惩处利用证券市场和资本运作等手

段进行腐败活动。完善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按照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现代市场体系要求

推进相关改革，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市场运行机制。

完善国有企业权力运行制衡机制、薪酬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强反腐倡廉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提高制度执行力，

维护制度权威性。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是全党的重大政治责任。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贯彻本决定精神，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党建工作长效机制，确保党的建设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健全党委统

一领导、部门齐抓共管、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职能作用。各

级党组织书记要切实履行抓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完善党建工作考核综合评价体系，加强分类指导、统筹协调、监

督检查，建设高素质党务工作队伍。加强党建工作调查研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全面认识和

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推进党建理论创新，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提供科学指导。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党的建设工作，由中央军委根据本决定精神作出部署。 

全党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七

大精神，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把党和国家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而努力奋斗，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8.3.320）《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2009 年 5月 30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05.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 

（2009 年 5 月 30 日）  

  近年来，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在全国各地农村深入开展，对保障村民实行自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也应看到，有的地方村民委员会选举竞争行为不规范、贿选现象严重，影响了选举的公正性；有的地方没

有严格执行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影响了村民的参与热情；有的地方对村民委员会选举中产生的

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为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保障村民

委员会选举的公正有序，保障村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推动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稳

定，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就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 

  村民委员会选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形式之一。当前，我国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农

村社会结构快速变动，社会利益格局和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适应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不断加强和改进村民

委员会选举工作，进一步完善选举各项程序，做深做细做实选举各个环节工作，有利于保障村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

权利，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调动亿万农民群众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各地区各部门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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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要求，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研究解决目前选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把以

直接选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实践进一步推向深入。 

  二、切实加强村民委员会选举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加强选举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凡举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地方，省、市、县、乡各级都要成立专门的领导

机构和工作机构，保证必要的工作人员和经费，推动选举工作有组织、有步骤、有秩序地开展。要积极指导依法推

选村民选举委员会，组织好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 

  加强选举教育和培训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在农民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激发他们参

与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热情，了解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基本程序，珍惜民主权利，真正把办事公道、廉洁奉公、遵纪守

法、热心为村民服务的人选进村民委员会。县级党委和政府要重点做好对县乡两级负责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党政

干部的培训工作，使他们牢固掌握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不断提高指导选举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乡级党委和政府要

重点做好对包村干部、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培训工作，使他们熟悉村民委员会选举程序和方法步骤，不断提高实

际操作的规范化水平。凡不掌握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县乡干部以及在选举培训中不合格的县乡干

部，不得派到村里指导选举工作。 

  加强选举方案制定工作。县乡两级要围绕组建村民委员会选举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选举教育和培训、选举工

作各个阶段的基本要求、选举工作进展安排等制定工作方案。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本地区社会结构变化、人口

流动、基层干部群众思想状况等社情民意，增强选举方案的指导性和针对性。加强与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联络沟通，

妥善解决他们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重点关注村情复杂、干群矛盾突出以及历次选举中问题较多的村，

并制定工作预案，加强工作力量，加大指导力度。未经县（市、区）委批准，无故取消或拖延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的，要依法追究乡（镇、街道）党委（工委）、政府和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加强村级财务审计工作。乡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组织开展对现任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民主评议，做好村级财务清

理和村民委员会成员任期届满审计工作。村集体财务收支情况、集体财产管理使用情况、生产经营和建设项目的发

包和管理情况、土地补偿分配和使用情况、村级债权债务情况，以及农民群众反映集中、强烈要求审计的其他内容，

要列入审计范围，并及时将审计结果公之于众。 

  三、依法规范村民委员会选举程序 

  规范村民选举委员会产生程序。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必须依法推选产生，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任意指定、撤换。

提倡按照民主程序将村党组织负责人推选为村民选举委员会主任，主持村民选举委员会工作，发挥村党组织的领导

核心作用。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依法被确定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应当退出村民选举委员会，所缺名额从原

推选结果中依次递补。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不履行职责的，经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小组讨论同意，按

照原推选结果依次递补或者另行推选。 

  规范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提名方式。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候选人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

产生，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各地要对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条

件作出规定，引导村民把办事公道、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热心为村民服务的人提名为候选人。鼓励农村致富能手、

复转军人、外出务工经商返乡农民、回乡大中专毕业生、大学生“村官”、县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提前离岗或退休

干部职工通过法定程序积极参与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的竞争。提倡村党组织成员和村民委员会成员交叉任职，但要

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提倡把更多女性村民特别是村妇代会主任提名

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 

  规范候选人的竞争行为。村民选举委员会应积极主动、客观公正地向村民介绍正式候选人的情况。有条件的地

方，提倡组织候选人同村民见面，介绍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禁止候选人或候选人指使的人

私下拉票。要加强对候选人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的审核把关工作，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不得有与宪法、法律、法规

和国家政策相抵触的内容，不得有侵犯其他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不得有对竞争对手进

行人身攻击的内容。要引导候选人着力围绕发展经济、完善管理、改进服务提出方案和措施，防止出现为当选进行

个人捐助村内公益事业财物比拼加码的现象。对候选人承诺捐助村集体的资金或物资，不应由候选人在选举前或选

举后私自决定分配方案，而应交由依法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组织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讨论决定。 

  规范投票行为。全面设立秘密划票处，普遍实行秘密写票制度，保障村民在无干扰的情况下自主表达选举意愿。

严格规范委托投票，限定选民接受委托投票的人次，禁止投票现场临时委托。严格控制流动票箱的使用，确有必要

使用流动票箱的，其对象和人数应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并张榜公布。切实维护选举大会的现场秩序，禁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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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实施向选民展示钱物等扰乱选举现场秩序、影响选民投票意向的行为。投票结束后，应当公开唱票、计票，当

场公布选举结果。 

  四、扎实做好村民委员会选举后续工作 

  扎实做好新老村民委员会交接工作。新老村民委员会的交接工作，由乡级政府负责主持，村党组织参与。原村

民委员会应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将印章、办公场所、办公用具、集体财务账目、固定资产、工作档案、债权债务及其

他遗留问题等，及时移交给新一届村民委员会。已经完成选举的地方，要认真检查验收。对拒绝移交或者无故拖延

移交的，乡级党委和政府、村党组织应当给予批评教育，督促其改正。要耐心做好落选人员思想工作，引导他们积

极支持新当选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开展工作。选举工作结束后，要及时统计、汇总、上报选举结果，建立健全村民委

员会选举工作档案。 

  扎实做好新当选村民委员会成员培训工作。选举结束后，各地区应根据当地实际，制订规划，广泛培训新当选

的村民委员会成员，组织他们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学习法律法规和实用技术，增强

村民委员会成员坚持党的领导的信念，增强正确执行政策、坚持依法办事、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增强带领广大

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领。 

  扎实做好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健全工作。加强对村民委员会成员履行选举期间竞职承诺的监督，防止其利

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理顺村级各类组织的关系，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领导和支持村民

委员会等村级组织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开展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深入

开展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主要

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以村务公开、财务监督、群众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

规范化、程序化。凡未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擅自以集体名义借贷，变更和处置

村集体的土地、企业、设备、设施等，均为无效，村民有权拒绝，造成的损失由相关责任人承担，构成违纪的给予

其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为村民服务职责或拒不协助乡（镇）

政府开展工作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村党组织和乡（镇）党委、政府应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对拒不改正的应依法启动

罢免程序。 

  扎实做好村民委员会成员合法权益保障工作。妥善解决村干部的报酬和养老保险等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按规定渠道，切实解决村民委员会的活动场所问题，及时拨付工作运行

经费；乡级政府需要委托村民委员会承办的事项，应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妥善解决。对于一心为民、

工作成绩突出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应及时给予宣传表彰。 

  五、坚决查处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贿选等违法违纪行为 

  坚决制止和查处贿选行为。在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过程中，候选人及其亲友直接或指使他人用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收买本村选民、选举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候选人，影响或左右选民意愿的，都是贿选。各地要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

贿选的界限，加强监督，加大查处力度。对参与或指使他人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

等违法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碍村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以及对控告、检举选举违法行为的人进行打击、

报复的，要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对选举中的违法违纪行为，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

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对

参与或指使他人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违法手段参选的，一经发现即取消其参选

资格，已经当选的，其当选无效；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加大对选举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有违法违纪行为的，

要及时终止其资格。对伪造选举文件、篡改选举结果或者以威胁、贿赂、欺骗等手段，妨害村民依法行使选举权、

被选举权的农村党员干部，要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农村党员和国家公务员有参与或者

怂恿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违法违纪行为的，要分别给予党纪或者政纪处分。对假借选举之名，打着宗教旗号从事非法

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的，要坚决依法予以打击。 

  六、加强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 

  健全和落实领导责任制。各级党委、人大、政府要把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形成

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县级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

任人”的职责，乡级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直接责任人”的职责，村党组织要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充分发挥领导核

心作用。地方各级人大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要切实保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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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统筹协调村级党组织选举工作和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加强指导。各

级民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抓好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各级财政部门要落实相关工作

经费，保证选举工作顺利进行。各级纪检监察、宣传、信访、公安、司法、综合治理、妇联等部门，各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要积极参与、配合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要建立健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因领导和指导工作不力、

敷衍应付、处置不当引发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要追究相关领导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县乡两级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要向社会公布办公地址和

工作电话，提供咨询服务。对有关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来信来访，要及时调查研究，妥善答复，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如果属实或基本属实的，要及时纠正解决；对与实际情况有出入的，要本着有什么问题就

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进行完善；对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要尽快说明情况，争取群众的认可；对群众听信谣传、

上当受骗的，要及时予以揭露，澄清事实，消除群众误解。县乡村三级都要建立健全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信息报告

制度，全面掌握选举动态，及时上报选举引发的重大事件。在选情复杂的地方，县乡两级要建立应急处置工作机制，

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对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处置。 

  加大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监督力度。要充分发挥党委、人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同时结合实

际，发挥村民选举委员会、村民对选举全过程的监督作用。要积极探索舆论监督以及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担任选举监督员等形式，加强社会力量对选举工作的监督。 

  加强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舆论引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积极作用，大力宣传党的十七大

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宣传选举中涌现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正面

引导的强大声势。县乡村三级都要把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贯穿于选举工作全过程，把依法办事贯穿于选举实践全过

程，把为什么举行村民委员会选举、应该选举什么样的人进村民委员会、什么样的选举行为为法律法规所允许等问

题，通过多种方式清清楚楚地告诉广大村民，引导他们行使好自己的民主权利，引导候选人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

正确对待自己、其他候选人和村民，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促进理性公平竞争，努力形成和谐选举的良好局

面。 

各地区各部门要将本通知精神尽快传达贯彻到农村干部群众中，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请及时

报告中央。 

 

8.3.321）《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 年 10月 12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04.htm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08 年 10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面分析了形势和任务，认为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系统

回顾总结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进一步统一全党全社会认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会研究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

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功开辟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道路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我们党全面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局，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并以磅礴之势推向全国，领导人民谱

写了改革发展的壮丽史诗。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农村改

革发展，使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废除人民公社，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

营体制，全面放开农产品市场，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初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

求的农村经济体制；粮食生产不断跃上新台阶，农产品供应日益丰富，农民收入大幅增加，扶贫开发成效显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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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十三亿人口吃饭问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蓬勃发展，农村市场兴旺繁荣，农村劳动

力大规模转移就业，亿万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切

实巩固了新时期工农联盟；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社会事业加速发展，显著提高了

广大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农村党的建设不断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

设全面推进，有效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极大解放

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建立

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

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

定了坚实基础，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坚持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才能不断解放和

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我们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胜利实

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更加自觉地把继续解放思想落实到坚持改革开放、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毫不动摇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继续解放思想，必须结合农村改革发展这个伟

大实践，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难题，为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提供不竭源

泉。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

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推动科学发展，必须加强农业发展这个基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

效供给，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促进社会和谐，必

须抓住农村稳定这个大局，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农民安居乐业，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打下

坚实基础。 

  我国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我国农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正面临新的局面，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备许多有利

条件，也面对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农业生产经

营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不健全，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一体化体制机制要求紧迫；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耕地大量减少，人口资源环境

约束增强，气候变化影响加剧，自然灾害频发，国际粮食供求矛盾突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

压力增大；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区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任务艰巨；

农村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化，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管理

任务繁重。总之，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

加快。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加倍努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农村好形势。 

  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

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

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

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当前发展的阶段性

特征，适应农村改革发展新形势，顺应亿万农民过上美好生活新期待，抓住时机、乘势而上，努力开辟中国特色农

业现代化的广阔道路，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崭新局面。 

  二、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 

  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

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

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充

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和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

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到二〇二〇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是：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

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二〇〇八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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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消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农

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

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实现上述目标任务，要遵循以下重大原则。 

  ——必须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坚持立足国

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方针，加大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力度，深入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实现农业

全面稳定发展，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国家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意愿，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障农民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权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亿万农民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

和制度创新，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

改善国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调整不适应农村社会生

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 

  ——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统筹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巩固和

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必须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始终把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治保证。坚持

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完善党管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和方

式方法，保持党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形成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强大合力。 

  三、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 

  实现农村发展战略目标，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抓紧在农村体制改革关键环

节上取得突破，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优化农村发展外部环境，强化农村发展制度保障。 

  （一）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赋予农民更

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

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

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发展

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

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按照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的要求，扶持农

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扩大国有林场和重点国有林区林权制度改革试点。推进国有农场体制改革。稳定和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 

  （二）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

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十八亿亩

耕地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继续推

进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耕地实行先补后占，不得跨省区市进行占补平衡。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完

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

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

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

土地承包权益。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宅基地管

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所节约的土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调剂为建设用地的

必须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纳入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并优先满足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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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

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

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

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

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三）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业投入保障制度，调整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信贷投放结构，保证

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

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

设项目的投入。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安排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生态建设等公益性建设项目，逐步取消县及县以下资

金配套。拓宽农业投入来源渠道，整合投资项目，加强投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健全农业补贴制度，扩大范

围，提高标准，完善办法，特别要支持增粮增收，逐年较大幅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完善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体系，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

价，改善其他主要农产品价格保护办法，充实主要农产品储备，优化农产品进出口和吞吐调节机制，保持农产品价

格合理水平。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理顺比价关系，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对增产增收的促进作用。健

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和农业物种资源的激励机制。 

  （四）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

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

系。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

补贴，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各类金融机构都要积极支持农村改革发展。坚持农业银行为农服务

的方向，强化职能、落实责任，稳定和发展农村服务网络。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

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扩大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业务范围。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

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改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保持县（市）社法人地位稳定，发挥为农民服务主力军作

用。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加强监管，大力发展小额信贷，

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

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发展农村保险事业，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加快建

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 

  （五）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

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

统筹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合理安排市县域城镇建设、农田保护、产业聚集、村落分布、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统

筹城乡产业发展，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服务业和乡镇企业，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

向农村流动。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全面提高财政保障农村公共事业水平，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

服务制度。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

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

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改善农民工劳动条件，保障生产安全，扩大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尽快制

定和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

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推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创新。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增

加对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促进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增强县域经济活力和实力。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

改革，优先将农业大县纳入改革范围。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

化道路，发挥好大中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相应行政管理权

限，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积极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 

  （六）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以扩

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健全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扩大村民自治范围，保障

农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农民在县乡人大代表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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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人大代表同农民的联系。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二〇一二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改革任务，着力增强乡镇政府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实行政务公开，依法保障

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深入开展以直接选举、公

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民主选举实践，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以村务公开、财务监督、群众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

践，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涉农法律法规，增强依法行政能力，强化涉

农执法监督和司法保护。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搞好法律服务，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推进农村依法治理。培育农

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治功能。采取多种措施增强基层财力，逐步解决一些行政村运转

困难问题，积极稳妥化解乡村债务。继续做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完善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办法，健全农村

公益事业建设机制。 

  四、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

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明确目标、制定规划、加大投入，集中力量办好关系全局、影响长远

的大事。 

  （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必须长抓不懈。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

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稳定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

提高单产水平，不断增强综合生产能力。各地区都要明确和落实粮食发展目标，强化扶持政策，落实储备任务，分

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抓紧实施粮食战略工程，推进国家粮食核心产区和后备产区建设，加快落实全国新增千亿斤

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以县为单位集中投入、整体开发，今年起组织实施。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向主产区倾

斜，建立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加大对产粮大县财政奖励和粮食产业建设项目扶持力度，加快实现粮食增产、农民

增收、财力增强相协调，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地方抓粮的积极性。完善粮食风险基金政策，逐步取消主产区资金配

套。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加强产粮大县建设，确保区域内粮田面积不减少、粮食自给水平不下降。坚持放开市场，

积极搞活流通，完善产销衔接。提高全社会节粮意识，强化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节粮措施。加强粮食领域国际交流

合作，为改善全球粮食供给作出贡献。 

  （二）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为手段、质量效益为目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搞好产业布局规划，科学确定区域农业发展重点，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引导加工、流通、储

运设施建设向优势产区聚集。采取有力措施支持发展油料生产，提高食用植物油自给水平。鼓励和支持优势产区集

中发展棉花、糖料、马铃薯等大宗产品，推进蔬菜、水果、茶叶、花卉等园艺产品集约化、设施化生产，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业。加快发展畜牧业，支持规模化饲养，加强品种改良和疫病防控。推进水产健康养殖，

扶持和壮大远洋渔业。发展林业产业，繁荣山区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结构升级，扶持壮

大龙头企业，培育知名品牌。强化主要农产品生产大县财政奖励政策，完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税收支持政策。加强

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严格产地环境、投入品使用、生产过程、产品质量全程监控，切实落实农产品

生产、收购、储运、加工、销售各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责任，杜绝不合格产品进入市场。支持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

食品，加大农产品注册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力度。加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 

  （三）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进步。顺应世界科技发展潮流，着眼于建设现代农业，

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

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基金，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力

争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加强农业技术研发和集成，重点支持生物技术、良种培育、丰产栽培、

农业节水、疫病防控、防灾减灾等领域科技创新，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尽快获得一批具有重

要应用价值的优良品种。适应农业规模化、精准化、设施化等要求，加快开发多功能、智能化、经济型农业装备设

施，重点在田间作业、设施栽培、健康养殖、精深加工、储运保鲜等环节取得新进展。推进农业信息服务技术发展，

重点开发信息采集、精准作业和管理信息、农村远程数字化和可视化、气象预测预报和灾害预警等技术。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加强对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的支持。

依托重大农业科研项目、重点学科、科研基地，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培育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领军

人才。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开展农民技术培训。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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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农科教结合，支持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同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开展多种形式技术合作。继续

办好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发挥国有农场运用先进技术和建设现代农业的示范作用。 

  （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条件。大规模实施土

地整治，搞好规划、统筹安排、连片推进，加快中低产田改造，鼓励农民开展土壤改良，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保护

性耕作，提高耕地质量，大幅度增加高产稳产农田比重。搞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大江大河大湖治理，集中建

成一批大中型水利骨干工程，加快大中型灌区、排灌泵站配套改造、水源工程建设，力争二〇二〇年基本完成大型

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任务。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确保二〇一〇年底完成大中型和重点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任

务。创新投资机制，采取以奖代补等形式，鼓励和支持农民广泛开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小流域综合治理等项目建

设。推广节水灌溉，搞好旱作农业示范工程。支持农用工业发展，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按照现代化水平高、覆盖

范围广的要求，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和农产品批发市场网络建设，加快建设现代粮食物流体系和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

系统。 

  （五）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发展现代农

业的必然要求。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

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农业公共服务能力

建设，创新管理体制，提高人员素质，力争三年内在全国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

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逐步建立村级服务站点。支持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

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龙头企业等提供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开拓农村市场，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健全

农产品市场体系，完善农业信息收集和发布制度，发展农产品现代流通方式，减免运销环节收费，长期实行绿色通

道政策，加快形成流通成本低、运行效率高的农产品营销网络。保障农用生产资料供应，整顿和规范农村市场秩序，

严厉惩治坑农害农行为。 

  （六）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继续推进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延长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期限，完善政策、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开展植树造

林，提高森林覆盖率。实施草原建设和保护工程，推进退牧还草，发展灌溉草场，恢复草原生态植被。强化水资源

保护。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加大增殖放流力度。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加快荒漠化石漠化治

理，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保护珍稀物种和种质资源，防范外来动植物疫病和有害物种入侵。多渠道筹集森林、草

原、水土保持等生态效益补偿资金，逐步提高补偿标准。积极培育以非粮油作物为原料的生物质产业，推进农林副

产品和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加强农村工业、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七）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能力，拓展农业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按照鼓励出口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适度进口结构性短缺产品的原

则，完善农产品进出口战略规划和调控机制，加强国际市场研究和信息服务。强化农产品进出口检验检疫和监管，

提高出口优势产品附加值和质量安全水平。引导外商投资发展现代农业。健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外商经营农

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准入制度，建立外资并购境内涉农企业安全审查机制。统筹开展对外农业合作，培育农业跨国

经营企业，逐步建立农产品国际产销加工储运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促进形成公平合理

的贸易秩序。 

  五、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

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一）繁荣发展农村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证。坚持用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扎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农村党员、教育农民群众，引导农民牢固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思想。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室建设、农村电影放映、

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建立稳定的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扶持

农村题材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开展农民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建立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长效机制，

支持农民兴办演出团体和其他文化团体，引导城市文化机构到农村拓展服务。重视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帮助他们

提高素质。广泛开展文明村镇、文明集市、文明户、志愿服务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农民崇尚科学、诚

信守法、抵制迷信、移风易俗，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养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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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勤劳致富、扶贫济困的社会风尚。加强农村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发展农村体育

事业，开展农民健身活动。 

  （二）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农村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

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巩固农村义务教育普及成果，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完善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和经费保障机制，保

障经济困难家庭儿童、留守儿童特别是女童平等就学、完成学业，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加快普及农村高中阶段教育，重点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健全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网络，

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广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大力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增强高校为农输送人才和服

务能力，办好涉农学科专业，鼓励人才到农村第一线工作，对到农村履行服务期的毕业生代偿学费和助学贷款，在

研究生招录和教师选聘时优先。保障和改善农村教师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健全农村教师培养培训制度，提高教师

素质。健全城乡教师交流机制，继续选派城市教师下乡支教。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加强远程

教育，及时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农村。 

  （三）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关系广大农民幸福安康，必须尽快惠及全体农民。巩固

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筹资标准和财政补助水平，坚持大病住院保障为主、兼顾门诊医疗保障。完善

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坚持政府主导，整合城乡卫生资源，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重点办好县级医院

并在每个乡镇办好一所卫生院，支持村卫生室建设，向农民提供安全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加强农村卫生人才队伍

建设，定向免费培养培训农村卫生人才，妥善解决乡村医生补贴，完善城市医师支援农村制度。坚持预防为主，扩

大农村免费公共卫生服务和免费免疫范围，加大地方病、传染病及人畜共患病防治力度。加强农村药品配送和监管。

积极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服务。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重视健康教育。加强农村妇幼保健，逐步推行住院分娩

补助政策。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推进优生优育，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完善和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

有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贯彻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按

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造条件探索城乡养老保险制

度有效衔接办法。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做到先保后征，使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长期有保障。完善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力度，做到应保尽保，不断提高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全面落实农村五保供

养政策，确保供养水平达到当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完善农村受灾群众救助制度。落实好军烈属和伤残病退伍军人

等优抚政策。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发展农村老龄服务。加强农村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促进农村残疾人事业发展。 

  （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把农村建设成为广大农民的美好家园，必须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科学制定乡镇村庄建设规划。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五年内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加强农村公路建设，确

保“十一五”期末基本实现乡镇通油（水泥）路，进而普遍实现行政村通油（水泥）路，逐步形成城乡公交资源相

互衔接、方便快捷的客运网络。推进农村能源建设，扩大电网供电人口覆盖率，推广沼气、秸秆利用、小水电、风

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形成清洁、经济的农村能源体系。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加快改水、改厨、改厕、改

圈，开展垃圾集中处理，不断改善农村卫生条件和人居环境。推进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三网融合”，积极发

挥信息化为农服务作用。发展农村邮政服务。健全农村公共设施维护机制，提高综合利用效能。 

  （六）推进农村扶贫开发。搞好新阶段扶贫开发，对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大意义，必须作为

长期历史任务持之以恒抓紧抓好。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把尽快稳定解决扶贫对象

温饱并实现脱贫致富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首要任务。重点提高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对没有劳动力或劳动

能力丧失的贫困人口实行社会救助。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继续开展党

政机关定点扶贫和东西扶贫协作，充分发挥企业、学校、科研院所、军队和社会各界在扶贫开发中的积极作用。加

强反贫困领域国际交流合作。 

  （七）加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我国农村自然灾害多、受灾地域广、防灾抗灾力量弱，必须切实加强农村

防灾减灾工作。加强灾害性天气、地质灾害、地震监测预警，提高监测水平，完善处置预案，加强专业力量建设，

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宣传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灾害处置能力和农民避灾自救能力。加强防洪排涝抗旱设施和监

测预警能力建设，加快农村危房改造，提高农村道路、供电、供水、通信设施抗灾保障能力，提高农村学校、医院

等公共设施建筑质量，落实安全标准和责任。全力做好汶川地震灾区农村恢复重建工作，加大投入，对口支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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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群众，加快受灾农户住房重建，搞好农业生产设施重建，尽早恢复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灾

区生态环境尽快修复并不断改善。 

  （八）强化农村社会管理。坚持服务农民、依靠农民，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保持

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农民权益机制，拓宽农村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做好农村信访工作，加

强人民调解，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农村广大干部要进村入户做好下访工作，切实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化

解在萌芽状态。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加强农村政法工作，推进农村警务建设，实行群防群治，搞好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建立健全农村应急管理体制，提高危机处置能力。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全

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反对和制止利用宗教、宗族势力干预农村公共事务，坚决取缔

邪教组织，严厉打击黑恶势力。 

  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农村

党的建设，认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提高党领导

农村工作水平。 

  （一）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强化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农村工作综合部门组织协调、有关

部门各负其责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农村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政策制定、

工作部署、财力投放、干部配备上切实体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加强对农村改革发展理论和实践问题的

调查研究，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农村工作，省市县党委要

有负责同志分管农村工作，县（市）党委要把工作重心和主要精力放在农村工作上。加强党委农村工作综合部门建

设，建立职能明确、权责一致、运转协调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注重选好配强县乡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

坚持和完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

价体系，把粮食生产、农民增收、耕地保护、环境治理、和谐稳定作为考核地方特别是县（市）领导班子绩效的重

要内容。支持人大、政协履行职能，发挥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积极作用，共同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础。以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健全党组

织为保证、三级联创活动为载体，把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

的坚强领导核心。改革和完善农村基层组织领导班子选举办法，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领导

和支持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共青团、妇代会、民兵等组织和乡镇企业工会组织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开展工作。

创新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形式，推广在农村社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和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的做法。加

强农民工中党的工作。健全城乡党的基层组织互帮互助机制，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抓紧村级组织活动

场所建设，两年内覆盖全部行政村。 

  （三）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建设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对做好

农村工作至关重要。着力拓宽农村基层干部来源，提高他们的素质，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注重从农村致富能手、退伍军人、外出务工返乡农民中选拔村干部。引导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实施一村一名大学

生计划。鼓励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优秀年轻干部到村帮助工作。加大从优秀村干部中考录乡镇公务员和选任乡镇

领导干部力度。探索村党组织书记跨村任职。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党费补助等途径，形成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村干

部报酬和养老保险、党员干部培训资金保障机制。整合培训资源，广泛培训农村基层干部，增强他们带领农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领。扎实推进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两年内实现全国乡村网络基本覆盖。 

  （四）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改进党员教育管理，增

强党员意识，建设高素质农村党员队伍。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证党员按照党章规定履行义务、

行使权利。组织农村党员学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实用技术。广泛开展党员设岗定责、依岗承诺、

创先争优等活动。关心爱护党员，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增强党组织的亲和力。加强和改进流动党

员管理，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机制。加大在优秀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力度。探索发展党员新机制，不断

提高发展党员质量。 

  （五）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做好农村改革发展工作

的重要保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相结合，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以树立理想

信念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弘扬求真务实、公道正派、艰苦奋斗的作风，筑牢党员、

干部服务群众、廉洁自律的思想基础。以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为核心，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党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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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以维护农民权益为重点，围绕党的农村

政策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切实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涉农违纪违法案件。广大党员、干部要

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集中群众智慧，讲实话、办实事、求

实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全党同志要

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锐意改革，加快发展，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

努力开创农村工作新局面！ 

 

8.3.322）《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意见》(2007 年 7月 4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02.htm  

（2007 年 7 月 4 日）  

  为提高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整体素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党中央同意，从 2007 年下半

年开始，在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 

  一、充分认识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党的建设工作。近年来，随着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

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开展，农村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得到明显加强，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新的形势和任务对

农村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质量和水平，适

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从 2003 年 4 月至 2006 年底，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 12 个省（自治区）分两批开展了农

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经过 3 年多的努力，在试点地区基本完成了建成一批终端站点、开发一批教学

资源、建成一个教学平台、建立一支骨干队伍、建立一套工作机制的工作任务，积累了工作经验，达到了预期目的，

受到了试点地区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从目前的技术手段和已具备的其他条件看，在全国农村普遍

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 

  实践证明，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是新形势下造福亿万农民群众的一项富民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一项创新工程，是夯实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一项基础工程，它有利于建立健全让农村党员干部经常受教育、

使农民群众长期得实惠的工作机制，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增强他们为农民群众服务的意识和本领，更好

地发挥致富奔小康的骨干带头作用；有利于推进信息技术进村入户，不断满足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中

的各类信息需求，培养造就大批掌握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具有创业致富本领的新型农民；有利于创新农村基

层组织活动内容和工作方式，开辟农村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的新途径，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党

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各级党组织一定要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开展农村党

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把这项工作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二、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和指导原则 

  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和保持农村党员队伍的先进性为重点，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建立健全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体系，大规模培训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大幅度提高农村

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目标要求是： 

  农村党员作用充分发挥。广大农村党员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性进

一步增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本领进一步增强，在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农村干部能力不断增强。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执行政策的能力、加快发展的能力、服务群众的能力、依法办

事的能力、科学管理的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充分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农民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培养造就一大批掌握先进适用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具有创业致富本领的实用人

才和新型农民，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有知识的文化人、讲道德的文明人、懂技术的内行人、会经营的明白人，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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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基层组织得到加强。推动大多数农村基层党组织实现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小

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的目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以村党组织

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进一步加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巩固。 

  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指导原则是： 

  ——整合资源，共建共享。充分整合利用各系统各部门现有的基础设施、教学资源、管理队伍、师资力量、站

点场所、技术和资金等资源，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的各种资源，共同建设，多方共享，避免

重复建设。 

  ——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区分不同情况，量力而行，逐步推进，把工作的力度、

推进的速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统一起来，不增加农民负担。 

  ——建管结合，学用结合。把教学平台建设、终端站点建设、教学资源开发与教学组织管理结合起来，把教育

培训与实际运用结合起来，确保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发挥最大效益。 

  ——以人为本，务求实效。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既要组织农村党员干部开展学习，又要鼓励欢迎

广大农民群众收看。根据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和潜能，提高学习的实效性，

创造人人皆受教育、人人皆可成才的条件。积极引导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积极探索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的规律，改进方式，更新内容，不断推进农村

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 

  三、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总体安排和主要任务 

  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总体安排是：用 3 至 4 年的时间，力争到 2010 年底，在全国基本建成

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体系。先期试点的 3 个省，进一步巩固提高已建站点的管理使用水平。扩大试点的

9 个省（自治区）在现有基础上，加快建设进度，力争到 2008 年底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在乡镇、村基本实现站

点全覆盖。没有进行试点的其他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力争到 2010 年底完成基础设施

建设任务，在乡镇、村基本实现站点全覆盖。东部地区可适当加快建设步伐，中西部地区根据本地实际，稳步推进

站点建设。 

  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一）建设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教学平台。中央和试点省（自治区）要做好资源库、前端播出平台、资

源传输系统和辅助教学中心网站的升级完善工作；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做好省级资源库、省级辅助教学中

心网站和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逐步实现省级资源库和中心资源库的互联互通，实现优质资源的共享。有条件的地

方要建设省级辅助教学前端播出平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要创造条件逐步建设可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前端播出平台。

加强对各级各类教学平台的管理，做好协调和分工，保质保量地传输各类教学资源和信息资源，充分发挥教学服务

和信息服务功能。 

  （二）建设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终端站点。在深入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科学制定建设方案。既可以借鉴

试点地区利用卫星传送、有线电视网传送、宽带互联网传送等站点建设模式，也可以从实际出发，探索选择适合当

地实际的其他模式。加强工程建设管理，发挥专家组的指导和监督作用，做好工程评估验收，确保按计划、高质量

完成站点建设任务。加强终端站点管理，认真组织学习培训，加强教学辅导，促进学用成果转化。坚持一站多用，

共建共享，不断满足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集中学习、个性化学习和信息服务的需要，努力使终端站点成为提高

农村党员干部综合素质的培训点、创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切入点、农村信息化的示范点、农民群众学习科技知识

的致富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学习职业技能的传授点和丰富农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娱乐点。 

  （三）开发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多种媒体教学资源。加强教学资源开发制作，注重教学资源应用，强化

教学资源质量和安全管理。科学制定教学资源建设规划，培植教学资源建设基地，丰富教学资源内容和形式，提高

教学资源建设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以理论政策、法律法规、国防建设、思想道德、科学素质、文化素养和技能培

训等为主要内容，加大教学资源整合开发力度，充分利用党校、教育、司法、劳动和社会保障、农业、文化、卫生、

人口与计划生育、广电、新闻出版、社科研究、科协以及部队等有关方面现有的多种媒体教学资源，并积极开发新

的教学资源。建立健全教学资源制作部门、教学资源管理部门和远程教育主管部门层层把关的质量保证体系和安全

责任体系，确保教学资源的质量和安全。公共科目和通用教材以中央单位制作为主，实用技术和地方特色教材以地

方单位制作为主。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的制作和译制要纳入各地教学资源建设总体规划，统筹安排。 

  （四）建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骨干队伍。加强对骨干队伍的选配、培训和管理。依托各级党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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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党员电化教育干部队伍，建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专职干部队伍；依托乡镇村干部、电教播放员、中小学

教师等，建立远程教育站点管理队伍；依托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党员电化教育机构、领导协调小组成员单位、高等学

校、科研院所等现有教学资源制作力量，建立远程教育教学资源开发队伍；依托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农业、科技、

科协组织的专业人才、科普志愿者以及当地农村实用人才，建立远程教育教学辅导队伍；依托广电、信息通信等部

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建立远程教育技术服务队伍。加强对骨干队伍的培训工作，分级负责、分层培训，不断提高骨

干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落实相关优惠政策，采取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等

方式，鼓励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以及社会志愿者参与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的建设和管理，充分发

挥他们的作用，引导他们在服务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中就业创业。 

  （五）建立科学规范的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机制。加强宏观管理和工作指导，完善各项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前端播出平台、辅助教学网站、终端站点等网络体系的科学运行机制；建立健全通用教材与地方教材相配

套、教学资源开发与教学资源整合相促进、行政手段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教学资源建设机制；建立健全专职干部队

伍、站点管理队伍、教学辅导队伍、技术服务队伍相配套，选拔、培训、管理、考核等相统一的骨干队伍建设机制；

建立健全组织学习与辅助教学互补、学习培训与效果评估衔接、掌握知识与实践运用贯通的教学组织工作机制；建

立健全政府投入为主、党费适当补充、社会力量支持的经费保障机制，推进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持续健

康有序开展。 

  四、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切实加强领导。各级党委要把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摆上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和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定期研究，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确保目标任务的完成。 

  （二）明确领导机构。中央决定，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领导协调小组更名为全国农村党员

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领导协调小组，负责领导、指导和协调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领导协调小组

成员单位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党校、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科技部、民政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农业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等。领

导协调小组办事机构依托中央组织部党员电化教育中心开展工作。地方各级党委也要明确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

构。 

  （三）加强协调配合。领导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及有关部门既要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又要加强配合、形成合力。

对各自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立项、教学资源开发、骨干队伍培训、技术标准制定、系统运行维护和经费保障等工作，

要做到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组织部门要在党委的领导下，搞好组织协调，抓好工作落实。 

  （四）确保经费到位。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要统筹考虑。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要把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

作，与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党员电化教育网点建设、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结合起来。依托农村中小学建设的终端站点，所需建设经费纳入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

教育工程建设计划，分级负责解决。未列入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建设计划的站点，所需建设经费主要由地

方解决，中央给予适当补助。教学资源建设和系统运行维护等保障资金，要纳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 

  （五）加强检查考核。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将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考核体系，纳入农

村党的建设目标考核体系。领导协调小组其他成员单位也要把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纳入本部门本单位年度工

作目标考核体系。要建立各级领导干部和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领导协调小组成员联系点制度，加强调查研究

和检查考核，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顺利进行。 

 

 

8.3.323）《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2007 年 3月 18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01.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 

（2007 年 3 月 18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在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最近一些党政机关违规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现象又有所抬头，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有的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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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审批程序，越权审批，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筑面积；有的不注重建筑的使用功能和经济实用性，盲目攀比，

贪大求洋，搞豪华装修；有的不惜贷款、举债，甚至挪用扶贫款、救灾款等专项资金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群众

反映十分强烈。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明确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刹住这股歪风，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

形象。经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现就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的重要意义 

  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是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优良传统的具体体现，是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的客观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

到，违反规定建设办公楼等楼堂馆所，追求和攀比办公场所豪华气派，是一种严重的铺张浪费行为，也是一种滥用

权力的腐败行为。这种做法不仅浪费国家财产和资源，加重人民群众负担，而且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侵蚀

党员干部的进取精神和服务意识，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同时还要看到，虽然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在不断增

强，但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体人民的生活还不富裕，国家建设和发展

需要办的事情还很多，必须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必须继续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各级党政机关和

领导干部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全面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带头弘扬

新风正气，坚决抵制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等不正之风，为全社会做好表率。 

  二、严格审批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项目 

  所有新建、扩建、迁建、购置、装修改造党政机关办公楼项目，必须严格履行审批程序。根据有关规定，中央

直属机关办公楼建设项目经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同意后，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审批。国务院各部

门办公楼建设项目，总投资 7000 万元以下（含 7000 万元）的，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意见

后报国务院审批；总投资 7000 万元以上的，经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初审后，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审批。

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办公楼建设项目，一律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其中，使用中央预算内投资 7000 万

元以上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审批。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项目，一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审批。省直

厅（局）级单位和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项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审批。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政机关直属单位和乡镇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项目，由市（地、州、

盟）人民政府（行署）审批。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办公楼建设项目的审批程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规定。 

  今后一律不再审批党政机关新建、改扩建包括培训中心在内的各类具有住宿、会议、餐饮等接待功能的设施或

场所建设项目，也不得安排财政性资金用于部门、地方所属的现有这类设施或场所的维修改造。各级党政机关要积

极推进所属接待设施或场所经营管理的社会化进程，实现与所属部门彻底脱钩。 

  三、从严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标准 

  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必须体现庄重、朴素、实用和节约资源的原则。办公楼面积标准要严格按照原国家计委《关

于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通知》的规定执行。办公楼主入口不得设置大门厅，门厅高度不得超过两层楼

高。各级领导干部办公室的使用面积，要严格控制在《通知》规定的标准内。不得在办公区域内，以任何理由建设

阶梯式和有舞台灯光音响、舞台机械、同声传译的会堂、报告厅、大型会议室。建筑物内不得设置阳光房、采光中

厅、室内花园、景观走廊等。 

  党政机关办公楼不得定位为城市标志性建筑，外立面不得搞豪华装修，内装修要简洁朴素，办公设备的配置要

科学实用。电梯、采暖、空调、供配电、弱电等设备以及各类建筑材料均应选用高效、节能、环保的国产产品。凡

新建、改扩建的，必须严格执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建成后应进行建筑节能测评，凡达不到建筑节能标准

的，不得进行竣工验收备案。 

  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必须符合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要求，从严控制用地规模，严禁超标准占地、低效利用土地，

不得占用耕地，不得配套建设大型广场、公园等设施。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办公楼存量资源，

增加存量供给。对办公用房确有困难的，应首先考虑从现有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存量中调剂解决；确需新建、改扩建

的，应打破系统、部门之间界限，实行集中建设。 

  要充分发挥限额设计在控制投资和建设标准方面的作用，坚决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工程造价标准。党政机关办

公楼单位综合造价（不含土地有关费用及市政配套建设费），省（部）级不得超过 4000 元／平方米，市（地）级不

得超过 3000 元／平方米，县（处）级及以下单位不得超过 2500 元／平方米。在不超出上述限额的前提下，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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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党政机关办公楼单位综合造价标准。凡超出规定标准的，投资主管部

门一律不得受理。除明显物价上涨以及国家政策性调整、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外，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一律

不得突破和调整。 

  四、规范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资金来源和管理方式 

  党政机关和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办公楼项目建设投资，统一由政府预算内投资安排，不得使用银行贷款，不

得接受任何形式的赞助或捐赠，不得搞任何形式的集资或摊派，不得向其他单位借款，不得让施工单位垫资，严禁

挪用各类专项资金。土地收益和资产转让收益要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不得直接用于办公楼建设。

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使用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财政性资金建设办公楼的，在申报项目时要出具财政部门对使

用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财政性资金的审核意见。 

  加快推进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项目代建制试点工作。逐步推行由专业化项目管理单位组织实施项目建设、建成

后移交给使用单位的建设管理模式，不再由使用单位自行组织建设。 

  投资和规模较大的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项目，投资主管部门应对项目施工图进行复核，对不按初步设计和投资

概算批复要求编制的施工图，建设和设计单位必须按要求进行修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

使用单位不得随意干涉。项目建成交付使用前，由纪检监察机关、审计、财政和投资主管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

对项目的建设规模、标准、投资、资金来源进行全面检查。 

  五、全面清理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项目 

  各地区各部门要对近年来修建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情况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对清理中发现的问题，要

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凡是违反规定拟建和在建的办公楼等楼堂馆所项目，必须坚决停建或缓建；凡是没有

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擅自建设的办公楼等楼堂馆所项目，一经查实，要予以没收；凡是超规模、超标准、超投资

概算建设的办公楼等楼堂馆所项目，要视具体情况作出腾退超标准面积或全部没收、拍卖处理。对招标交易单位不

按批复规模、标准受理招标的，有关部门要责令其停业整顿，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领导人员的责任；对设计单

位不按批复规模、标准设计的，有关部门要依法给予其行政处罚，并禁止其承接政府投资项目的设计业务；对项目

未按批复规模、标准实施，监理单位未及时制止并向投资主管部门报告的，有关部门要依法给予其行政处罚，并禁

止其承接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理业务。 

  六、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监管机制 

  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抓紧制定相关制度和实施办法，并切实加强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制，确保本通知精

神落到实处。投资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审批程序，建立健全审批责任制和内部监督机制，对违规审批等行为要严

肃处理。财政部门要严格公共财政支出管理制度，增强预算透明度，对于未经有关部门审批的办公楼建设项目一律

不下达财政预算，把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预算支出情况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建设部门要加强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设计概算、施工预算编制的管理和工程造价标准的制定工作。审计部门

要加强对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审计监督。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

的监督检查，坚决纠正和查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要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直接责任人党纪

政纪处分，并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本通知所称党政机关，包括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工会、共青团、

妇联等人民团体以及各级党政机关派出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适用本通知。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参照执行本通知。 

 

 

8.3.324）《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机构编制管理严格控制机构编制的通知》(2007年 3 月 15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00.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机构编制管理严格控制机构编制的通知 

（2007 年 3 月 15 日）   

  加强和完善机构编制管理，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党的十六大以来，各

地区各部门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和完善机构编制管理，做

了大量工作。但是，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擅自增设机构、在机关使用事业编制、超编制配备人员、超职数

配备领导干部等问题，上级业务部门干预下级机构编制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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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建设，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不利于加快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严格执行中央有关机构编制工作的方针

政策，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机构编制管理，严格控制机构编制，经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进一步严格行政机构编制管理 

  行政编制的审批权限在中央，中央机构编制部门审核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群众团体机关的行政编制和

地方各级行政编制总额，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在中央批准的行政编制总额外越权审批行政编制或自行确定用于党政机

关的编制。各地区各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行政编制，但必须在批准的总额内进行；地方不同层级之间行政编制

的调整由省级机构编制部门报中央机构编制部门审批。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使用行政编制，不得擅自改变

行政编制的使用范围。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群众团体机关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副厅（局）级以上机构设置的审

批权限在中央。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设置机构，不得擅自设立行政机构。 

  严格控制行政机构设置和行政编制。工作任务增加的部门，所需机构编制主要通过内部整合和调剂解决。各地

区各部门要加快职能转变，推进体制改革，改进管理方式，整合资源，挖掘潜力，从源头上控制机构编制增长。确

需增加机构编制的，严格按程序办理。各地在推行乡镇机构改革试点工作中，要按照中央要求，确保乡镇机构编制

（包括行政编制、事业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在“十一五”期间只减不增。 

  二、加强和规范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 

  强化省级机构编制部门对本地区各级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的管理职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机构编制部门统一

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办法，上级机构编制部门要对下级事业编制总量和结构进行管理，

根据各地实际适当上收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审批权限。乡镇事业编制总量的调整，由县级机构编制部门报上一级机构

编制部门审核，省级机构编制部门审批。根据实际情况，可探索试行将县（市、区）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所属

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由上一级机构编制部门审批，具体实施办法由省级机构编制部门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中央机

构编制部门要加强对地方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宏观指导，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事业编制的总量和结构

进行调控。 

  除法律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外，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将行政职能转由事业单位承担，不再批准设

立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公益服务事业发展需要增加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的，应

在现有总量中进行调整；确需增加的，要严格按程序审批。 

  严格控制事业编制的使用范围。事业编制只能用于事业单位，不得把事业编制用于党政机关，不得把事业编制

与行政编制混合使用。 

  三、坚持机构编制的集中统一管理 

  严格执行机构编制审批程序和制度。凡涉及职能调整，机构、编制和领导职数增减的，统一由机构编制部门审

核，按程序报同级机构编制委员会或党委、政府审批。其他任何部门和单位无权决定机构编制事项。 

  除专项机构编制法律法规外，各地区各部门拟订法规或法律草案不得就机构编制事项作出具体规定；在制定规

范性文件和起草领导同志讲话时，涉及机构编制事项的，必须征求机构编制部门意见。确需增加和调整机构编制的，

必须按规定权限和程序由机构编制部门专项办理。 

  上级业务部门不得干预下级部门的机构编制事项，不得要求下级部门设立与其业务对口的机构或提高机构规格，

不得要求为其业务对口的机构配备或增加编制。各业务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不得作为审批机构编制的依据。 

  四、加快机构编制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加强机构编制管理的法制建设，完善国务院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认真贯彻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制定部门职责分工协调办法，加大职责分工协调力度；完善各级党政部门主要职责、内

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在明确各部门职能的同时必须逐项明确其应承担的责任，并增强其规范性、可操作性和严

肃性。 

  不断探索和完善行之有效的机构编制管理办法。试行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制度，凡按规定批准成立的党政机关

和事业单位都要实行定编定员，确保具体机构设置与按规定审批的机构相一致、实有人员与批准的编制和领导职数

相对应。加强机构编制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对现行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制定更加符合实际的有关机

构编制标准。逐步建立机构编制公开制度，对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机构编制及其执行情况，要通过有效形式向本单位

工作人员或社会公开，接受监督。建立健全机构编制管理工作考核和评估制度。完善机构编制统计和报告制度，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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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统计数据准确、及时、全面。 

  五、建立健全机构编制部门与相关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和制约机制 

  机构编制部门与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各负其责，形成合力。强化机构编制管理与组织（人事）管理、财政管

理等的综合约束机制。只有在机构编制部门审核同意设置的机构和核批的编制范围内，组织（人事）部门才能配备

人员和核定工资，财政部门才能列入政府预算并核拨经费，银行才能开设账户并发放工资。 

  对超编进入的人员，组织（人事）部门不得办理录用、聘用（任）、调任手续、核定工资，财政部门不得纳入统

发工资范围，公安等部门不得办理户口迁移等手续。对擅自增设的机构，财政部门不得纳入政府预算范围、核拨经

费，银行不得开设账户。 

  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执行机构编制规定，不准超编进人，不准擅自设立机构和提高机构规格，不准超职数、超

机构规格配备领导干部，不准以虚报人员等方式占用行政和事业编制、冒领财政资金。 

  六、加大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力度 

  机构编制部门要加强对机构编制有关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认真贯彻实施机构编制监督检查有关规定，进

一步建立健全对违反机构编制纪律问题的举报受理制度，加强“12310”机构编制监督举报电话和群众来信来访的

受理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应当依纪依法履行职责，检查执行机构编制管理规定中存在的问题，查处机构编制违纪违

法行为。各级机构编制部门、纪检监察机关等要密切配合，建立健全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协调机制，共同维护机构编

制纪律的严肃性。 

  加大对违反机构编制纪律问题的查处力度，严格责任追究。对违反机构编制纪律的单位，要责令其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的，予以纠正并进行通报批评。对于需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由纪检监察机关或主管部门按规定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上级业务部门以下发文件、召开会议、批资金、上项目、搞

评比、打招呼等方式干预下级部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配备的，要严肃查处。 

  七、加强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适应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加强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领导，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及

时掌握工作情况，研究解决重要问题，切实抓好中央有关机构编制工作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要加强机构编制部门

领导班子建设和队伍建设，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体系，大力支持机构编制部门的工作，不断提高机构编制管理的能

力和水平。 

各级机构编制部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努力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

断创新和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基层群众服务的意识，坚持原则，严格管理，秉公办

事，充分发挥把关、协调、监督等职能作用，促进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健康发展。 

 

8.3.325）《关于做好公务员登记中干部档案相关工作的通知》(2007 年 1 月 8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98.htm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公务员登记中干部档案相关工作的通知 

（2007 年 1 月 8 日） 

  当前，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开展公务员登记工作。中发〔2006〕9 号文件规

定，“《公务员登记表》作为确认公务员身份的依据装入公务员档案。”为确保公务员登记信息准确规范地归入干部

档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务员登记必须以干部档案为依据进行信息填报。《公务员登记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

作人员登记表》的内容要与干部档案的记载相一致。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在开展公务员登记工作时，必须认真查阅干

部档案，对公务员的各项信息进行认真核对，防止在登记工作中出现造假现象或错误信息。对个别干部的出生日期、

参加工作时间等信息，档案记载前后不一致的，应当以干部档案中最先记载的内容为依据。 

  二、负责公务员登记的部门必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及时将《公务员登记表》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

工作人员登记表》送干部档案部门归档。《公务员登记表》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登记表》，

必须符合标准样式，经所在机关、审核机关、审批机关填写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方可归入本人档案。 

  三、干部档案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把关。对收到的《公务员登记表》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

位）工作人员登记表》进行认真审核，凡登记表信息不真实的，或者缺少有关机关意见及公章的，或者登记表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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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标准样式的，一律不得归入本人档案。 

  四、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严肃组织纪律，对在公务员登记工作中涂改档案、伪造信息、出具虚假证明的，要依

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五、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对《公务员登记表》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登记表》归档情况

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中央组织部将对此项工作进行抽查。 

 

 

8.3.326）《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2006年 9 月 28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97.htm  

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 

（2006 年 9 月 28 日） 

  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在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广大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辛勤工作，廉洁奉公，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农村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也要看到，当前农村基层在党风政风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仍然比较薄弱。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村的社

会结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利益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适

应新的形势和任务，按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要求，结合农村基

层实际，经中央同意，现就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大力开展农村基层反腐倡廉教育 

  （一）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农村基层反腐倡廉教育，要与巩固和扩大农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

动成果相结合，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进程相适应。要组织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和实践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学习《江泽民文选》作为重要任务。

要以乡（镇）、村领导班子成员和基层站所负责人为重点，突出抓好理想信念和党的宗旨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

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政策法规和党纪条规教育。要注意加强对农村流动党员的教育和管理。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

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培训计划，实行分级负责制。要适应农村特点，编写简易读本，制作教育课件，充分发挥农村

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等载体的作用。积极推进农村廉政文化建设。大力宣传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优秀农村基层

干部，表彰先进，弘扬正气。 

  （二）完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行为规范。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要求，坚持做到“六要六不要”，即：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要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要求真务实、

量力而行，不要虚假浮夸、盲目攀比；要尊重民意、依法办事，不要强迫命令、独断专行；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不要贪图享乐、铺张浪费；要廉洁自律、公道正派，不要以权谋私、与民争利；要崇尚科学、移风易俗，不要搞封

建迷信和婚丧喜庆大操大办。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研究提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包括基层站所工作人员的

具体行为规范。 

  二、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制度建设 

  （三）建立和完善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监督制度。健全乡镇领导班子议事规则，落实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完

善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制度。进一步完善“一事一议”制度。落实农村基层党组织生

活会制度，健全农村基层干部任前廉政谈话、诫勉谈话、述职述廉等制度。逐步推行村干部勤廉双述、村民询问质

询和民主评议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四）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制度。完善乡（镇）、村财务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银行账户、

银行存款、现金、债权债务、票据使用和会计档案的管理，健全财务预决算、开支审批、审计监督和村民民主理财

等制度。在尊重农民群众意愿和民主权利的基础上，推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制度，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引入社

会中介机构为村级财务管理服务。对财务管理混乱的乡（镇）、村进行集中清理整顿。制定和完善农村集体资产承

包、租赁、出让等管理制度。规范农村集体土地、滩涂、水面等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公开竞价和招投标制度。积

极稳妥地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积极推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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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深化改革，逐步消除滋生腐败的条件。积极稳妥地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和农村基层站所管理体制改革。完

善农村基层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认真总结一些地方公开推选的经验，扩大候选人提名中的民主。积极推行村党支部

选举的“两推一选”办法。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重点解决选举中宗

族势力干扰等侵犯农民群众民主权利的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健全农村基层干部政绩考核评

价机制和激励机制。规范农村基层公务接待活动，村、组不准招待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逐步推进农村基层干部

职务消费制度改革。 

  三、全面推进乡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党务公开 

  （六）深入推进乡镇政务公开。乡镇政权机关和基层站所要以公正、便民和廉政、勤政为基本要求，利用方便

快捷的形式，重点公开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农村工作政策，财政、财务收支，各类专项资金、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

等情况，以及其他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编制乡镇政务公开目录。学校、

医院、供水、供电等与农民群众关系密切的公用事业单位要大力推行办事公开制度。要把办事公开纳入政风行风评

议的范围，并将评议结果向有关部门反馈。 

  （七）深入推进村务公开。村级组织要把各级政府支农惠农政策、社会各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项目、新农村建

设的各项资金及其使用情况、农村集体资产和资源处置情况，以及对村干部的民主评议、考核和审计结果等事项，

纳入公开的内容。县（市）负责编制村务公开目录。乡（镇）要把贯彻落实村务公开制度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切实

加强工作指导和监督检查，坚决防止和纠正不公开、假公开、不及时公开等问题。 

  （八）积极推行农村基层党务公开。乡（镇）、村党组织的工作事项，除国家秘密外，都要向党员和农民群众

公开。重点公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目标、决策内容和程序、干部选拔任用、发展党员、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

民主评议党员、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等内容。 

  四、认真抓好贯彻执行党的农村政策情况的监督检查 

  （九）围绕支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检查对农业和农民直接补贴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政策、农村社会事业支持政策等落实情况。督促有关部门严格执行支农资金使用的管理规定，按照透明、规范的

程序安排支农资金，通过招投标方式落实支农项目。积极运用“一卡通”等简便、直接的形式，确保补贴资金足额、

及时发放到农民手中。坚决防止和纠正违背科学发展观的错误行为，力戒新农村建设中的形式主义。 

  （十）围绕农村土地政策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和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坚决纠正

侵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行为。督促有关部门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占用规模，防止乱占滥用耕地。加大对农村土地征

收征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规范征地程序和补偿标准，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全面落实

农村集体土地补偿费专户管理、专账核算、专项审计和公开制度，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十一）围绕农村综合改革推进情况开展监督检查。严肃机构编制纪律，防止和纠正乡镇机构改革中违反规定

设置机构，超职数、超编制配备人员以及弄虚作假“吃空饷”等问题。及时掌握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进展情况，

保证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足额到位和合理使用。督促有关部门规范转移支付和乡镇开支范围，及时解决县、乡财政

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严格执行关于制止乡村发生新债务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五、切实解决损害农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十二）坚决纠正损害农民群众利益的行为。认真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坚决制止在农民建房、用电用水和

务工经商等方面存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行为。制止违反涉农税收、价格及收费“公示制”和乡（镇）、

村级组织、农村中小学校公费订阅报刊“限额制”规定的行为。加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监管，坚决纠正农

村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认真解决在扶贫、救灾、救助、移民等款物管理和使用中损害农民群众利益

的问题。依法严厉打击制售伪劣农资和哄抬农资价格等坑农害农行为。 

  （十三）严肃查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重点查处截留、挪用、侵占、贪污支农资金和征地补偿

费案件，侵占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案件，利用职权谋取非法利益案件，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为黑恶势力充当

“保护伞”案件，选举中拉票、贿选等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案件，参与赌博、借婚丧喜庆收钱敛财等案件。认真

解决农民群众来信来访问题，实行领导干部包案制，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六、加强对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组织领导 

  （十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负起全面领导责任。把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县委是关键，乡镇是基础。县（市）党委和政府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加强调查研究，明确工作任务，确定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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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督促检查和具体指导。乡（镇）党委和政府要明确责任，着力抓好落实。县（市）、乡（镇）党

政主要领导要对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县（市）、乡（镇）党委每年年底要向上级党委和纪委报告农村基

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建立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协调机构。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向村级延伸，制定相

关的配套规定。 

  （十五）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组织协调。积极协助党委和政府研究制定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总体部署和实

施方案，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和沟通，统一组织监督检查活动，协调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县（市）纪检监

察机关要把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主要任务，加大工作力度。改革和完善农村基层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工作机

制，加强县（市）、乡（镇）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十六）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按照任务分工，把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纳

入本部门的整体工作，建立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职能优势，针对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研究提出解

决办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8.3.327）《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2006 年 6月 21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96.htm  

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 

  党员经常性教育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

育活动成果、不断提高党员素质，对于建设学习型政党、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对于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有关规定，现就加强党

员经常性教育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 

  （一）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总体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紧紧围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

这一主题，突出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章这一重点，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落实教育责任，确保教育

效果。 

  （二）党员经常性教育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1．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增强党的观念、党员意识和执政意识，牢记党的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清正廉洁、拒腐防变；

严守党的纪律，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 

  2．增强党员工作能力。提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群众、宣传

群众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做好本职工作和自主创业、带领群众创业的能力。 

  3．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努力成为自觉学习的

模范，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勇于创新、创造一流业绩的模范，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模范，践行社会主

义荣辱观、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模范。 

  （三）党员经常性教育要遵循的工作原则：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密联系实际，

促进各项工作；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增强教育的吸引力、感召力，激发党员自

我提高、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坚持面向全体党员，分类实施，按需施教，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坚持教育与管理、

监督、服务相结合，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坚持开门搞教育，虚心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监督；坚持常抓不懈、不断

创新，努力实现党员教育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二、基本内容和方法途径 

  （一）党员经常性教育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

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教育；党章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教育和形势任务、国情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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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纪律和反腐倡廉教育；市场经济知识、法律知识、科学文化知识

和业务技能教育。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组织要按照上述要求，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结合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和不同岗

位党员的实际情况，科学安排教育内容。 

  （二）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方法途径： 

  1．抓好学习培训。采取举办培训班、上党课、举行报告会和组织专题研讨等形式，有计划地组织好党员的集

体学习。倡导党员自主学习，引导党员根据自身实际和工作需要，制定学习计划，利用业余时间自主选择学习内容

和方式，认真搞好自学。加强对党员学习的具体指导，为党员学习创造良好条件。通过开展读书活动和知识竞赛、

交流学习成果、评选表彰学习标兵等方式，激发党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参加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带头参加所在基层党组织的集体学习，坚持每年给党员讲党课、作形势报告。党员干部还要

按有关规定积极参加干部教育培训。 

  2．加强实践锻炼。组织党员立足本职岗位，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和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党员责任区、

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户、党员承诺、设岗定责、结对帮扶和志愿者服务等多种方式，为党员服务群众、加强党性

锻炼搭建平台。有计划地组织年轻党员到基层锻炼，到艰苦地区、艰苦岗位锻炼。 

  3．严格组织生活。认真执行“三会一课”制度，坚持和完善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定期开展党员党性分析评议

活动。党支部要结合每年一次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民主评议党员要注意听取群众意见，发

扬党内民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要简便易行，注重实效。 

  每 5 年由县级以上党委作出安排，集中开展一次党员党性分析评议活动，组织党员对照党章规定、新时期保持

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和所在党组织提出的具体要求，从思想、学习、工作、纪律和作风等方面查找问题，从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分析原因，切实搞好整改。要在搞好思想发动、征求群众意见、开展谈心交心和撰写党

性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组织党员逐一进行分析评议。党支部要根据党员的一贯表现、征求到

的意见和专题组织生活会的评议情况，对每个党员提出综合评议意见，督促党员整改，并采取适当方式向党员、群

众通报有关情况。党员领导干部还要从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方面，从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方面进行深

入剖析；要带头执行组织生活的各项制度，自觉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要及时帮助教育，促其改正；对经教育不改的，要按照党章和党

内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4．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人为本，从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上关心、爱护、帮助党员。组织党员开展经

常性谈心活动，沟通思想，相互启发教育。经常分析党员思想状况，及时解决思想问题，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预见

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大力宣传优秀党员先进事迹，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党员教育队伍建设。要选好配齐党员教育职能机构工作人员和基层党务工作者，充分发挥他们在党

员经常性教育中的骨干作用。按照素质较高、数量适当、结构合理和专兼职结合的要求，建立由党校教师、专家学

者、科技人员、先进模范人物和领导干部等组成的党员教育师资队伍，有计划地组织他们深入基层开展党员教育培

训工作。加强对党员教育队伍的培训和管理，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每 3 年要安排基层党务

工作者特别是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到县级以上党校轮训一次。 

  （二）加强教育阵地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党校在党员经常性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县级党校和基层党校要把党员

教育培训作为主要任务。利用各类院校、培训机构、革命纪念地（馆）和科技示范基地等方面的教育资源，建立党

员教育基地。充分运用现代远程教育、电化教育等手段和报刊图书、广播电视、信息网络等媒介，拓展党员教育培

训和党员自主学习的途径。加强农村、企业、街道社区、机关和事业单位党员活动场地建设。 

  （三）加强教材体系建设。中央有关部门要组织编写统一规范的党员教育基本教材；地方党委可结合实际编写

制作党员教育辅助教材。党组织还应根据党员需求，向党员推荐、提供自主学习的材料。加强对党员教育教材编写、

出版、发行和使用的管理。教材要通俗易懂、少而精，防止重复编写。 

  （四）确保教育时间。党组织要统筹兼顾，在不影响正常生产和工作的前提下，按照有关规定合理安排党员集

体教育活动。每年参加所在党组织集体教育活动的时间，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党员累计不少于 12 天，其

他党员累计不少于 6 天。对因年老体弱等特殊情况难以参加集体教育活动的党员，应区别对待，有的可采取送学上

门等方式落实教育要求。基层单位要积极支持党员集体教育活动，保障党员参加集体教育活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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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妥善解决教育经费。采取多种途径解决党员教育经费。党员教育经费要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各级党委留

存的党费应主要用于党员教育。党员教育经费要向农村、街道社区和其他有困难的基层党组织倾斜。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党员教育经费在管理费中列支。要厉行节约，少花钱，多办事。 

  四、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党员经常性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切实抓出成效。 

  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党员教育联系会议制度，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组织部门牵头，纪检机关、宣传部门

和党校等为成员单位。联系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制定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政策措施、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并组织实施；对党员经常性教育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各成员单位要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抓好党员经常性教育

工作。地方各级党委的相关工作部门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员教育职能机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根据自身职能，积

极配合做好党员经常性教育工作。 

  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好具体组织实施党员经常性教育的职责，健全各项教育制度，落实各项教育任务。要加

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力度，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尽可能把每个党员都纳入党组织的有效管理

之中，保证教育的覆盖面。对党员参加经常性教育的情况要进行跟踪管理，严格考核，并把考核结果作为评优和选

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党员集体教育活动的，要给予严肃批评；长期不改的，要按照党章

和有关规定给予组织处理。 

  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党员经常性教育工作的督促检查。对党员经常性教育工作成绩显著的党组织给予表

彰，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的党组织给予批评并限期整改。要总结和宣传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成功经验，营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促进党员经常性教育工作的健康开展。 

 

8.3.328）《关于做好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意见》(2006 年 6月 21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96.htm  

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  

  党员经常性教育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

育活动成果、不断提高党员素质，对于建设学习型政党、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对于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有关规定，现就加强党

员经常性教育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 

  （一）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总体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紧紧围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

这一主题，突出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章这一重点，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落实教育责任，确保教育

效果。 

  （二）党员经常性教育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1．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增强党的观念、党员意识和执政意识，牢记党的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清正廉洁、拒腐防变；

严守党的纪律，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 

  2．增强党员工作能力。提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群众、宣传

群众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做好本职工作和自主创业、带领群众创业的能力。 

  3．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努力成为自觉学习的

模范，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勇于创新、创造一流业绩的模范，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模范，践行社会主

义荣辱观、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模范。 

  （三）党员经常性教育要遵循的工作原则：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密联系实际，

促进各项工作；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增强教育的吸引力、感召力，激发党员自

我提高、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坚持面向全体党员，分类实施，按需施教，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坚持教育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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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服务相结合，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坚持开门搞教育，虚心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监督；坚持常抓不懈、不断

创新，努力实现党员教育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二、基本内容和方法途径 

  （一）党员经常性教育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

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教育；党章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教育和形势任务、国情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纪律和反腐倡廉教育；市场经济知识、法律知识、科学文化知识

和业务技能教育。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组织要按照上述要求，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结合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和不同岗

位党员的实际情况，科学安排教育内容。 

  （二）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方法途径： 

  1．抓好学习培训。采取举办培训班、上党课、举行报告会和组织专题研讨等形式，有计划地组织好党员的集

体学习。倡导党员自主学习，引导党员根据自身实际和工作需要，制定学习计划，利用业余时间自主选择学习内容

和方式，认真搞好自学。加强对党员学习的具体指导，为党员学习创造良好条件。通过开展读书活动和知识竞赛、

交流学习成果、评选表彰学习标兵等方式，激发党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参加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带头参加所在基层党组织的集体学习，坚持每年给党员讲党课、作形势报告。党员干部还要

按有关规定积极参加干部教育培训。 

  2．加强实践锻炼。组织党员立足本职岗位，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和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党员责任区、

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户、党员承诺、设岗定责、结对帮扶和志愿者服务等多种方式，为党员服务群众、加强党性

锻炼搭建平台。有计划地组织年轻党员到基层锻炼，到艰苦地区、艰苦岗位锻炼。 

  3．严格组织生活。认真执行“三会一课”制度，坚持和完善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定期开展党员党性分析评议

活动。党支部要结合每年一次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民主评议党员要注意听取群众意见，发

扬党内民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要简便易行，注重实效。 

  每 5 年由县级以上党委作出安排，集中开展一次党员党性分析评议活动，组织党员对照党章规定、新时期保持

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和所在党组织提出的具体要求，从思想、学习、工作、纪律和作风等方面查找问题，从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分析原因，切实搞好整改。要在搞好思想发动、征求群众意见、开展谈心交心和撰写党

性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组织党员逐一进行分析评议。党支部要根据党员的一贯表现、征求到

的意见和专题组织生活会的评议情况，对每个党员提出综合评议意见，督促党员整改，并采取适当方式向党员、群

众通报有关情况。党员领导干部还要从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方面，从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方面进行深

入剖析；要带头执行组织生活的各项制度，自觉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要及时帮助教育，促其改正；对经教育不改的，要按照党章和党

内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4．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人为本，从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上关心、爱护、帮助党员。组织党员开展经

常性谈心活动，沟通思想，相互启发教育。经常分析党员思想状况，及时解决思想问题，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预见

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大力宣传优秀党员先进事迹，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党员教育队伍建设。要选好配齐党员教育职能机构工作人员和基层党务工作者，充分发挥他们在党

员经常性教育中的骨干作用。按照素质较高、数量适当、结构合理和专兼职结合的要求，建立由党校教师、专家学

者、科技人员、先进模范人物和领导干部等组成的党员教育师资队伍，有计划地组织他们深入基层开展党员教育培

训工作。加强对党员教育队伍的培训和管理，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每 3 年要安排基层党务

工作者特别是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到县级以上党校轮训一次。 

  （二）加强教育阵地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党校在党员经常性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县级党校和基层党校要把党员

教育培训作为主要任务。利用各类院校、培训机构、革命纪念地（馆）和科技示范基地等方面的教育资源，建立党

员教育基地。充分运用现代远程教育、电化教育等手段和报刊图书、广播电视、信息网络等媒介，拓展党员教育培

训和党员自主学习的途径。加强农村、企业、街道社区、机关和事业单位党员活动场地建设。 

  （三）加强教材体系建设。中央有关部门要组织编写统一规范的党员教育基本教材；地方党委可结合实际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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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党员教育辅助教材。党组织还应根据党员需求，向党员推荐、提供自主学习的材料。加强对党员教育教材编写、

出版、发行和使用的管理。教材要通俗易懂、少而精，防止重复编写。 

  （四）确保教育时间。党组织要统筹兼顾，在不影响正常生产和工作的前提下，按照有关规定合理安排党员集

体教育活动。每年参加所在党组织集体教育活动的时间，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党员累计不少于 12 天，其

他党员累计不少于 6 天。对因年老体弱等特殊情况难以参加集体教育活动的党员，应区别对待，有的可采取送学上

门等方式落实教育要求。基层单位要积极支持党员集体教育活动，保障党员参加集体教育活动的时间。 

  （五）妥善解决教育经费。采取多种途径解决党员教育经费。党员教育经费要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各级党委留

存的党费应主要用于党员教育。党员教育经费要向农村、街道社区和其他有困难的基层党组织倾斜。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党员教育经费在管理费中列支。要厉行节约，少花钱，多办事。 

  四、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党员经常性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切实抓出成效。 

  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党员教育联系会议制度，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组织部门牵头，纪检机关、宣传部门

和党校等为成员单位。联系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制定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政策措施、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并组织实施；对党员经常性教育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各成员单位要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抓好党员经常性教育

工作。地方各级党委的相关工作部门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员教育职能机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根据自身职能，积

极配合做好党员经常性教育工作。 

  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好具体组织实施党员经常性教育的职责，健全各项教育制度，落实各项教育任务。要加

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力度，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尽可能把每个党员都纳入党组织的有效管理

之中，保证教育的覆盖面。对党员参加经常性教育的情况要进行跟踪管理，严格考核，并把考核结果作为评优和选

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党员集体教育活动的，要给予严肃批评；长期不改的，要按照党章

和有关规定给予组织处理。 

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党员经常性教育工作的督促检查。对党员经常性教育工作成绩显著的党组织给予表

彰，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的党组织给予批评并限期整改。要总结和宣传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成功经验，营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促进党员经常性教育工作的健康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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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已经 2020 年 1 月 19 日第 15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王蒙徽 

2020 年 4 月 1 日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保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特殊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以及其他建设工程的消防验收备案（以下简称备案）、抽查，

适用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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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定所称特殊建设工程，是指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的建设工程。 

本规定所称其他建设工程，是指特殊建设工程以外的其他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

工程。 

第三条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依职责承担本行政区域内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工作。 

跨行政区域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工作，由该建设工程所在行政区域消防设计审查验收

主管部门共同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指定负责。 

第四条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运用互联网技术等信息化手段开展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

工作，建立健全有关单位和从业人员的信用管理制度，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第五条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实施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工作所需经费，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六条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情况告知消防救援机构，并与消防救援机构

共享建筑平面图、消防设施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系统图等资料。 

第七条 从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的工作人员，以及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技术服务等单位的从业

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定期参加职业培训。 

第二章 有关单位的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责任与义务 

第八条 建设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负首要责任。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技术服务等单位依法

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负主体责任。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技术服务等单位的从业人员依法对建

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承担相应的个人责任。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责任和义务： 

（一）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技术服务等单位及其从业人员违反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

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降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 

（二）依法申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办理备案并接受抽查； 

（三）实行工程监理的建设工程，依法将消防施工质量委托监理； 

（四）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 

（五）按照工程消防设计要求和合同约定，选用合格的消防产品和满足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

备； 

（六）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时，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消防要求进行查验； 

（七）依法及时向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建设工程消防有关档案。 

第十条 设计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责任和义务： 

（一）按照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进行设计，编制符合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不得违反国

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 

（二）在设计文件中选用的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规格、性能等

技术指标，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三）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实施情况签章确认，并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质

量负责。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责任和义务： 

（一）按照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以及经消防设计审查合格或者满足工程需要的消防设

计文件组织施工，不得擅自改变消防设计进行施工，降低消防施工质量； 

（二）按照消防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检验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

设备的质量，使用合格产品，保证消防施工质量； 

（三）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签章确认，并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负

责。 

第十二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责任和义务： 

（一）按照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以及经消防设计审查合格或者满足工程需要的消防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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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文件实施工程监理； 

（二）在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使用、安装前，核查产品质量证明文件，不

得同意使用或者安装不合格的消防产品和防火性能不符合要求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三）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签章确认，并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承

担监理责任。 

第十三条 提供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图纸技术审查、消防设施检测或者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等服务的技术服务

机构，应当按照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服务，并对出具的意见或者报

告负责。 

第三章 特殊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 

第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是特殊建设工程： 

（一）总建筑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总建筑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

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总建筑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

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

舍； 

（六）总建筑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

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七）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八）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九）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

站、调压站； 

（十）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十一）设有本条第一项至第六项所列情形的建设工程； 

（十二）本条第十项、第十一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 

第十五条 对特殊建设工程实行消防设计审查制度。 

特殊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向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申请消防设计审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依法对

审查的结果负责。 

特殊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得施工。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设计审查，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 

（二）消防设计文件； 

（三）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应当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 

（四）依法需要批准的临时性建筑，应当提交批准文件。 

第十七条 特殊建设工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除提交本规定第十六条所列材料外，还应当同时提交特殊

消防设计技术资料： 

（一）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必须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境外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 

（二）消防设计文件拟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  

前款所称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应当包括特殊消防设计文件，设计采用的国际标准、境外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的中文文本，以及有关的应用实例、产品说明等资料。 

第十八条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收到建设单位提交的消防设计审查申请后，对申请材料齐全的，应当出具受

理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第十九条 对具有本规定第十七条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消防设计审查申请

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材料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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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由具有工程消防、建筑等专业高级技术

职称人员组成的专家库，制定专家库管理制度。 

第二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组织

召开专家评审会，对建设单位提交的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进行评审。 

评审专家从专家库随机抽取，对于技术复杂、专业性强或者国家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可以直接邀请相应专业的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以及境外具有相应资历的专家参加评审；与特殊建设工程设

计单位有利害关系的专家不得参加评审。 

评审专家应当符合相关专业要求，总数不得少于七人，且独立出具评审意见。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经四分之三以

上评审专家同意即为评审通过，评审专家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注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应当将专家评审意见，书面通知报请评审的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同时报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消防设计审查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审查意见。

依照本规定需要组织专家评审的，专家评审时间不超过二十个工作日。 

第二十三条 对符合下列条件的，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出具消防设计审查合格意见： 

（一）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二）设计单位具有相应资质； 

（三）消防设计文件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具有本规定第十七条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特殊消防设

计技术资料通过专家评审)。 

对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出具消防设计审查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四条 实行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的，应当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的技术审查并入联合审查。 

第二十五条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确需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依照本

规定重新申请消防设计审查。 

第四章 特殊建设工程的消防验收 

第二十六条 对特殊建设工程实行消防验收制度。 

特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当向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

不合格的，禁止投入使用。 

第二十七条 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时，应当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下列要求进行查验： 

（一）完成工程消防设计和合同约定的消防各项内容； 

（二）有完整的工程消防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含涉及消防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 

（三）建设单位对工程涉及消防的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合格；施工、设计、工程监理、技术服务等单位确认工程消

防质量符合有关标准； 

（四）消防设施性能、系统功能联调联试等内容检测合格。 

经查验不符合前款规定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不得编制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消防验收申请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三）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收到建设单位提交的消防验收申请后，对申请材料齐全的，应当出具受理凭证；申请材

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第二十九条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受理消防验收申请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特殊建设工程进行现场

评定。现场评定包括对建筑物防（灭）火设施的外观进行现场抽样查看；通过专业仪器设备对涉及距离、高度、宽

度、长度、面积、厚度等可测量的指标进行现场抽样测量；对消防设施的功能进行抽样测试、联调联试消防设施的

系统功能等内容。 

第三十条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消防验收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出具消防验收意见。对符合下列条

件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合格意见： 

（一）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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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内容完备； 

（三）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与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相符； 

（四）现场评定结论合格。 

对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出具消防验收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一条 实行规划、土地、消防、人防、档案等事项联合验收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

的部门统一出具。 

第五章 其他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备案与抽查 

第三十二条 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申请施工许可或者申请批准开工报告时，应当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

图纸及技术资料。 

未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的，有关部门不得发放施工许可证或者批准开工报告。 

第三十三条 对其他建设工程实行备案抽查制度。 

其他建设工程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 

第三十四条 其他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当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备案。 

建设单位办理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消防验收备案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三）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本规定第二十七条有关建设单位竣工验收消防查验的规定，适用于其他建设工程。 

第三十五条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收到建设单位备案材料后，对备案材料齐全的，应当出具备案凭证；备案

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第三十六条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对备案的其他建设工程进行抽查。抽查工作推行“双随机、一公开”

制度,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抽取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结合辖区内消防设计、施工质量情况确定，并向社会公示。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自其他建设工程被确定为检查对象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按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有关规定完成检查，制作检查记录。检查结果应当通知建设单位，并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七条 建设单位收到检查不合格整改通知后，应当停止使用建设工程，并组织整改，整改完成后，向消防设

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申请复查。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查，并出具复查意见。复查合格后方可

使用建设工程。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技术服务等单位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有关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

标准，除依法给予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规则和执行本规定所需要的文书式样，由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制定。 

第四十条 新颁布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实施之前，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已经依法审查合格的，按原审查意

见的标准执行。 

第四十一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村民自建住宅、救灾和非人员密集场所的临时性建筑的建设活动，不适用本规定。  

第四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结合本地实

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8.3.330）《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2006 年 6月 21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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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各类人员在产业之间转移和地区之间流动

日益频繁，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是新形势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

力的一项重要任务。为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有关规定，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和主要原则 

  流动党员是指由于就业或居住地变化等原因，在较长时间内无法正常参加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活动的党员。 

  （一）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从有利于党组织管理、有利于

流动党员发挥作用出发，创新管理方式，落实管理责任，努力使流动党员都能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管理，始终保持

先进性。 

  （二）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主要原则： 

  1．坚持以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共同管理。构建流出地与流入地党组织密切配合、有机

衔接的流动党员管理机制。 

  2．坚持区别情况、动态管理。根据流动党员的分布状况、职业特点和居住地点等情况，采取单位管理、行业

管理和社区管理等多种方式，努力做到党员流动到哪里，党组织的管理就覆盖到哪里。 

  3．坚持教育、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强化服务意识，寓教育、管理于服务之中，增强流动党员的党性观念、组

织观念和光荣感、归属感与责任感。 

  二、党组织在流动党员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责任和对流动党员的基本要求 

  （一）流出地党组织的主要责任 

  流出地党组织要了解掌握外出流动党员情况，加强与流入地党组织的联系，配合流入地党组织共同做好流动党

员外出期间的教育管理工作。 

  1．在党员外出前进行教育并提出要求，按规定登记并发放《流动党员活动证》。 

  2．掌握外出党员的流动去向、外出时间、地点和联系方式等情况。 

  3．了解党员外出后的思想、就业和生活等情况，及时向外出流动党员通报党组织的重要情况，通知外出流动

党员按规定参加党内选举等重要活动。 

  4．外出流动党员返回后，认真查验《流动党员活动证》等有关材料，及时了解党员外出期间的表现和参加党

的组织生活情况。 

  5．了解预备党员外出期间的表现，按规定做好预备党员转正工作。 

  （二）流入地党组织的主要责任 

  流入地党组织对流动党员管理负有主要责任，要加强与流出地党组织的联系，把流动党员纳入本地党员教育管

理的整体工作中。 

  1．认真查验《流动党员活动证》，做好外来流动党员身份确认工作。 

  2．加强对外来流动党员的经常性教育和管理，将外来流动党员编入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组织他们参加党的组

织生活。 

  3．关心外来流动党员，为他们的就业、学习和生活提供必要帮助。 

  4．在《流动党员活动证》上如实填写党员参加组织生活、交纳党费等情况，及时将外来流动党员的重要情况

反馈给流出地党组织。 

  5．做好外来流动人员中预备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 

  （三）对流动党员的基本要求 

  流动党员要认真履行党员义务，正确行使党员权利，在流入地参加党的日常组织生活，在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

组织参加选举等重要活动，自觉接受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的教育和管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1．外出前，应向所在党支部报告外出事由、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领取《流动党员活动证》。 

  2．凭《流动党员活动证》及时到流入地党组织报到，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按规定交纳党费，完成党组织

交给的任务。流动党员原则上应当按月交纳党费，因外出地点变动频繁等原因按月交纳确有困难的，可以按季交纳。 

  3．主动与流出地党组织保持联系，每年至少向流出地党组织汇报一次外出期间思想、工作和参加党的组织生

活情况。外出地点、就业单位、居住地和联系方式等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向流出地党组织和有关党组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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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外出返回后，及时将《流动党员活动证》交给流出地党组织查验，如实向党组织汇报外出期间的情况。 

  三、改进流动党员管理方法 

  （一）完善流动党员组织关系管理。流动党员一般应当持《流动党员活动证》。简化《流动党员活动证》发放

手续，《流动党员活动证》经流出地党的基层委员会盖章后，由党支部登记发放。流入地党支部要及时验证并报上

级党组织备案。《流动党员活动证》由流动党员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或组织生活所在党支部每年审核一次。流

动党员无正当理由不及时办理组织关系转接事宜、长期不与流入地和流出地党组织联系的，党组织要进行批评教育，

经教育仍不改正的，其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要按党章及党内有关规定进行组织处理。 

  （二）及时将流动党员编入流入地党的基层组织。流动党员就业单位有党组织的，应当编入其就业单位党组织；

就业单位没有党组织的，可以就近就便编入所在社区（村）党组织或其他单位党组织，也可依托商会、行业协会等

单位的党组织进行管理。在流动党员较为集中的社区（村）、项目工地、商务楼宇和集贸市场等，可专门建立流动

党员党组织。流出地党组织可在外出流动党员相对集中的地方建立党组织，依托驻外办事机构党组织或委托流入地

党组织进行管理，条件成熟后移交流入地党组织管理和领导。 

  （三）探索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有条件的地方党委组织部门要通过建立流动党员信息库

等方式，及时掌握本地区外出和外来流动党员的基本情况。 

  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特别是县（市、区、旗）党委要把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基层党建工

作责任制，切实加强领导和指导。党委组织部门要与政府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和协作，定期通报和研究流动党员管理

工作。有关部门在流动人员登记备案中，要增加“政治面貌”内容。要通过多种渠道解决流动党员管理工作所需经

费和场所问题。 

  要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街道（乡镇）、社区（村）党员服务站（点），

积极为流动党员提供就业、培训和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服务。 

  要加强对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督促检查。对在流动党员管理工作中不负责任、推诿扯皮的，要对有关责任人给

予教育帮助，情节严重的，要作出必要的组织处理。市、县党委组织部门每年底要逐级上报流动党员管理工作情况。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门每年要组织一次抽查。 

要鼓励创新并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不断探索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的有效途径。 

 

8.3.331）《关于建立健全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的意见》(2006年 6 月 21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96.htm  

关于建立健全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的意见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为进一步明确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的

责任，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

内有关规定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和主要原则 

  （一）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的总体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眼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努力形成

责任明确、领导有力、运转有序、保障到位的工作机制，促进基层党建工作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不断增强基

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二）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的主要原则： 

  1．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把基层党建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逐级明确责任，强化工作措施，整合各方

面力量，切实加强领导和指导，主要领导亲自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2．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基层党建工作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中去谋

划，紧紧围绕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开展，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 

  3．坚持分类指导、整体推进。从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实际出发，找准基层党建工作着力点，有针对性地采

取措施，全面推进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 

  4．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新工作机制、拓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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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领域、改进工作方法，使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二、主要责任和工作目标 

  （一）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的主要责任 

  按照党组织隶属关系，地方党委领导本地区的基层党建工作；部门党组指导本部门机关及直属单位党建工作；

部门党委根据批准其成立的党组织授权，领导或指导本部门机关和直属单位党建工作。党的组织关系实行属地管理、

业务工作实行垂直管理的基层单位，其党建工作由地方党委领导，业务主管部门党组（党委）指导。党的组织关系

和业务工作都实行垂直管理的基层单位，其党建工作由业务主管部门党委领导，地方党委指导。 

  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的主要责任是： 

  1．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关于基层党建工作的决议、决定和指示，研究制定本地区本部门基层党建工作

规划、计划、制度和措施，并组织实施。 

  2．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领导和指导基层党组织有效开展工作。 

  3．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选好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及时整顿软弱涣散、不起作用的基层党组织。 

  4．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指导基层党组织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注意在生产一线发展党员，注意发展年轻党员，

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认真做好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引导党员自觉履行义务，保障党员充分行

使权利。 

  5．关心爱护基层党务干部，为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6．做好基层党建工作的督促检查和考核评价。 

  （二）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1．组织坚强有力。党的基层组织健全，设置合理，隶属关系明确，各项制度配套落实，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真正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2．党员作用突出。广大党员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理想信念坚定，宗旨观念牢固，

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3．工作得到促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发挥，影响改革

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得到解决，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4．人民群众满意。基层党建工作体现群众意愿，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和服务群众工作成效明显，群众权益得

到有效维护和发展，党群干群关系密切。 

  三、主要工作措施 

  （一）加强统一领导。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对本地区本部门基层党建工作负总责，书记是抓基层党建

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分工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基层党建工作。地方各

级党委要建立健全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形成由党委统一领导，有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地方

党委常委会、部门党组（党委）和各级党建工作领导小组要定期召开会议，听取基层党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决定

基层党建工作重要问题，督促完成基层党建工作各项任务。 

  （二）深入调查研究。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要结合基层党建工作实际，确定重点课题，组织力量进行

调查研究。领导班子成员要经常深入基层，总结推广经验，研究解决问题。 

  （三）建立党员领导干部联系点。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要结合各自分工，建立基层党建

工作联系点。特别要注意在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工作难度大的地方和单位建立联系点。要经常深入联系点具体指

导，努力把联系点建成示范点，以点上经验推动面上工作。 

  （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要根据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目标要

求，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适时评选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五）搞好舆论宣传。要把宣传党的先进性及先进性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通过继续办好新闻媒体各类专栏

等多种形式，深入宣传党的光辉历史和新形势下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及时推广、介绍基层党建工作的好经验

好做法，形成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浓厚氛围。 

  （六）强化督促检查。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要采取督查、巡回检查和随机抽样检查等方式，定期或不

定期地对基层党建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注意检查党员经常性教育、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流

动党员管理等基层党建工作各项制度的落实情况，以及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情况。 

  四、考核及考核结果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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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党委常委会每年要向全委会报告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要把履行抓基层党建工

作责任情况作为述职述廉的重要内容。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每年要向上级党组织书面报告抓基层党建工作

情况。 

对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的落实情况，上级党组织要认真

做好考核评价。要把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内容，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业务工作考核一并

进行，必要时可以组织专门考核。要把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工作实绩评定的重要内容，作为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培养教育和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对抓基层党建工作成绩突出的要予以表彰，对思想不重视、工作不得力

的要提出批评，限期整改。对不认真履行职责，责任范围内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严重问题没有及时解决，造成不良

影响和严重后果的，要追究领导班子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8.3.332）《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和《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修订式样的通知》(2006

年 12 月 8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95.htm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和《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修订式样的通知 

（2006 年 12 月 8 日）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精神，加强和改进对流

动党员和党员组织关系的管理工作，现将《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和《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修

订式样及填写使用和印制说明印发给你们，请按规定做好翻印发放工作，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按新的式样执行。 

 

 

关于《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的填写使用和印制说明 

  一、《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的填写使用 

  1．《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由县级党委组织部门按照《中国共产党基本信息管理系统 2005》设定的编码

进行统一编号，基层党委加盖印章后，由党支部负责登记、填写、发放。 

  2．流出地（单位）党支部负责填写党员的基本信息。 

  3．流入地（单位）党支部栏、流入时间栏、党支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栏，一般由流入地（单位）党支部接收流

动党员时查验填写。 

  4．党员参加党的活动和交纳党费情况栏，一般由流入地（单位）党支部在持证党员离开时查验、填写。主要

填写该党员在流入地的表现和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等情况。 

  5．年审（查验）栏由年审时流动党员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或组织生活所在党支部负责填写，年审应结合

党员民主评议进行，每年一次，一般在当年 12 月底前完成。 

  6．党支部盖章或支部书记签章栏填写时，党支部有公章的须加盖公章，没有公章的可由支部书记个人签章。 

  二、《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的印制 

  1．《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组织部，国资委党委、中央各金融机构党委组织部，铁道部政治部，民航总局党委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按照中央组织部制定的统一式样印制，通过组织系统发放。 

  2．《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封面和封底颜色为中国红，采用涂塑纸制作，与封二和封三连为一体，规格

为 80mm×115mm. 

  3．《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封面党徽和用字烫金印制。党徽规格为 26mm×26mm；“中国共产党”五字

用宋体小二号字，“流动党员活动证”七字用宋体二号字，“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八字用宋体小三号字。封底用字为

宋体五号字，烫金印制。 

  4．《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内芯采用 105 克带底纹铜版纸双面印刷，中缝锁线订，内边距为 10mm，外

边距为 7mm。内芯除封 3“使用说明”内容用仿宋体小五号字外，其余均为楷体或黑体五号字（详见式样）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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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填写使用和印制说明 

  一、《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填写使用 

  1．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一式三联，每联右上角的序号由转出地党组织填写。 

  2．党员基本情况及党员联系电话或其他联系方式，由党员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负责如实填写；党员原所在基

层党委通讯地址等相关信息，由党员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的上一级党委负责填写或刻制固定条章签印；落款处不填

写转出地党组织名称，按照接转党员组织关系的权限，清晰加盖公章即可。 

  3．回执联仅在转出党员组织关系和最终接收党员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的上一级基层党委之间使用，不层层回

执。实行回执制度后，在全国范围内转移党员组织关系的权限不变。转出地党组织在收到接收地党组织的回执联后，

将其粘贴在存根联的“贴回执联处”备查。 

  4．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工作实行回执制度，转出党员组织关系的党组织在该党员未到接收地（单位）党组织接

转组织关系前，负有管理责任。 

  二、《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印制 

  1．《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

工委组织部，国资委党委、中央各金融机构党委组织部，铁道部政治部，民航总局党委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组

织部，按照中央组织部制定的统一规范式样印制，通过组织系统发放。市（地、州、盟）级党委组织部经上一级党

委组织部授权，也可以按照统一规范式样印制。 

  2．《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统一使用 A4 纸张印制，规格为 210mm×297mm. 

  3．《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标题使用华文中宋体二号字加粗，存根和回执联标题使用华文中宋体小

二号字加粗，正文使用仿宋体小三号字，备注使用仿宋体小四号字。 

4．《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存根联边框为 166mm×44mm，介绍信联边框为 166mm×110mm，回

执联边框为 166mm×42mm. 

 

8.3.333）《关于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管理工作的通知》(2006 年 10月 15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94.htm  

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公安部关于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管理工作的通知 

（2006 年 10 月 15 日）    

  《关于办理干部退（离）休等手续时认定出生日期问题的通知》下发后，为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办理干部更改出

生日期事宜提供了政策依据，对保证干部日常管理特别是退（离）休工作的正常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干

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和领导班子的年轻化，现在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同志是建国以后出生的，具有规范的干部档案和

户籍登记，一般不存在因历史原因造成出生日期遗忘或记载不准确的问题。经研究决定，停止执行《关于办理干部

退（离）休等手续时认定出生日期问题的通知》，今后不再办理审批更改干部的出生日期。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的管理工作。在办理干部录用、任免等事项时，要对干部的出

生日期进行认真核对，确保无误。对个别干部的出生日期，档案记载与户籍登记不一致的，应当以干部档案和户籍

档案中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依据。 

  二、各地公安机关户政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户籍与居民身份证的登记、核对和管理工作。对利用职

务之便擅自为干部变更出生日期或出具虚假证明的，要严肃处理。 

  三、干部的出生日期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情况，干部个人不得随意更改。今后凡干部本人要求确定或更改出生日

期的，均不再办理。 

四、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过去的有关规定，凡与本通知精神不符的，即行废止。 

 

8.3.334）《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2006 年 7月 24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92.htm  

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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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7 月 24 日）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统一战线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巩固和发展了团结、稳定、开拓、

活跃的局面，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祖

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统一战线既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也面

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最广泛的力量支持。 

  一、正确认识和把握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新变化 

  （一）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

经验，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基本问题。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对繁重复杂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统一战线作为团结各方

面力量的广泛联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任务更加繁重。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反对和遏制“台独”

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统一战线作为推动“一国两

制”方针实施的重要力量，在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和谐世界建设的过

程中，面对国际敌对势力利用所谓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统一战线处在反

渗透、反颠覆、反分裂斗争的前沿，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领土完

整，牢牢把握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方面的责任更加重大。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始终得到最广大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始终面临的重大课题，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特殊的群众工作，在巩固党

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中具有独特优势。总之，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

法宝，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二）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任务。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服务，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祖国和平统一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服务。 

  （三）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重要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在

我国出现，统战工作对象增多，同时由于“一国两制”的实施，团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

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

下的全体中华儿女团结起来，求同存异、共同奋斗，统一战线具有巨大的包容性；社会各方面成员在根本利益一致

性不断增强的同时，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利益要求，选择性、自主性、差异性日益增强，

统一战线具有鲜明的多样性；统战工作由政治领域拓展到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由大城市拓展到中小城市，由公

有制单位拓展到非公有制单位，参与统战工作的部门和组织日益增多，统一战线具有显著的社会性。 

  （四）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性质。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我国社会阶层发生了新变化，包括知识

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整体素质逐步提高、先进性进一步增强，农民日益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他

们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同时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建设者。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伟大

征程中，需要统一战线在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把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都凝聚起来、

调动起来、发挥出来。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需要继续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这些变化

表明，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已经进一步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

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 

  （五）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在新的发展阶段，统一战线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主要包括：各民

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原工商业者，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眷属，港澳

同胞，台湾同胞、去台湾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统一战线工作的重

点是党外代表人士。 

  （六）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发展目标。全面加强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建设，推动统一战线事业蓬勃发展，

使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更加巩固，各民族的关系更加和谐，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更加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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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更加适应，大陆同胞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联系更加密切，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

聚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统一战线，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提供广泛支持和有力

保障。 

  （七）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长期以来，我们党在统一战线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

原则，主要有：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坚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坚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

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坚持“团结——批评——团结”，

坚持以人为本、照顾同盟者利益等。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和贯彻这些原则。 

  二、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优势和作用 

  （八）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要把发展作为统一战线成员团结奋斗的第一要务，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十一五”规划的总体要求，努力把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

速协调健康发展上来。支持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围绕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考察调研、建言献策；围绕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充分发挥在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进一步优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提高企业素质，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支持非公有制企业

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和对外经贸交流；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开展光彩事业、智力支边和扶贫帮困及温

暖工程等，开展“一企帮一村、多企帮一村”活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支持港澳台企业到祖国大陆投资，

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 

  （九）为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服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

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重要作用，

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切实体现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绝不照抄照搬别

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模式，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丰富民主形式，

扩大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支持他们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

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充

分实现。坚持和遵循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政治准则，支持民主党派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发挥他们在国

家政权建设、国家事务管理、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执行中的重要作用。人民政协要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充分运用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为实现党的总目标总任务

服务。重视发挥政府参事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是中的作用。 

  （十）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文化是民族传承、国家统一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

因素。要充分发挥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领域中的作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有益成果，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民族地区文化设施建设，

支持和保护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发展多元一体、丰富多彩的中华民

族文化。引导宗教界挖掘和弘扬宗教文化中的有益内容，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义利兼顾、诚信守法，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

准则。支持民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体及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国际民间文化交流，大力推进海外中文教育，推动中华文

化的传播。支持文史研究馆馆员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十一）为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统一战线的团结是全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积极参与协调重大的

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统一战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优势所在。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

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机结合起来，始终保

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正确认识和处理各民族特别是汉

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

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正确认

识和处理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巩固和

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和引导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激发创造活力，注重公平正义，鼓励先富帮助后富，形成社会各阶层各尽其能、

各得其所而又互相关爱、和谐相处的局面。正确认识和处理大陆同胞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关系，在

爱国主义旗帜下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要准确把握统一战线成员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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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思想，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十二）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新形势下

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崭新课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不断发展壮大具有广泛包容性的爱国爱港、爱国

爱澳力量，推进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充分发挥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各级政协委员及

各方面代表人士和爱国团体的作用，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推进香港、

澳门政治体制发展，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重视和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强内地与港澳

在经贸、科教、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强同港澳社会各界特别是专业界人士和年轻一代的交流交

往，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继续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以及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贯彻实施反分裂国家法，反对和遏制

“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会、妇联、

青联、工商联、台联、统促会等有关团体的作用，促进两岸民间交流和往来，加强与反对“台独”、主张发展两岸

关系的台湾各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的交流，努力做好争取台湾民心的工作。以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为

目标，坚持把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作为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鼓励和支持他们关心和参与祖

国现代化建设，为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牵线搭桥，为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献计出力；鼓励和支持他们传承和传

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引导华侨华人社团加强团结合作，推动全球“反独促统”

运动，形成全体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局面；鼓励和支持他们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增进中

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促进和谐世界建设作出贡献。加强与华侨华人特别是华裔新生代代表人士的联系交流。 

  三、认真贯彻统一战线若干重要领域的方针政策 

  （十三）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的必然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精神，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不断推

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之中的原则，广泛听取和

吸纳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不断推进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拓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渠道，支持他们围

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献计出力，充分发挥他们参政议政的作用。民主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各级党委要健全监

督制度，完善监督机制，自觉接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切实保障党外人士履行民主监督的职责，鼓

励他们畅所欲言，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各级纪委和监察部门要定期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情况并听取意见，邀请他们参加党风廉政建设有关专项检查工作。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凡是有条件

的，都可在党外人士中开展聘请特约人员工作，充分发挥各类特约人员在民主监督中的作用。支持民主党派根据各

自章程规定的参政党建设目标和原则，全面加强参政党建设，推动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 

  （十四）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涉及民族团结、国家统一、领土完

整，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

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精神，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正确认识和处

理民族问题。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项基本政治制度，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加强相关配套法规

建设，逐步建立比较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和自治地方各项合法权利；以提高

素质、改善结构为重点，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重视培养选拔少数民族中高级领导干部。努力缩小民族地区

与发达地区以及民族地区内部的差距，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按照“五个统筹”

的要求，坚持国家帮助、发达地区支援与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积极帮助民族地区培养更多经济社会发展急需

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资源环境协

调发展，切实解决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大力扶持特困少数民族、人口较少民族、边疆少数民族加快发展

步伐。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和问题，切实加强城市和散居地区的民族工作，依法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正当权益，防范和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祖

国统一。 

  （十五）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正确处理扩大开放条件下的宗教问题，是维护社会团结稳定、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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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观点看待宗教，充分认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既不能用行政手段压制宗教，

也不能放弃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既尊重群众信仰宗教的自由，又尊重群众不信仰

宗教的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确保宗教活动规范有序进行。坚持

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切实加强爱国宗教团体和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增强自养能力，形成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学

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保证宗教组织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积极引导宗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对宗教教义作出符

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当前，要切实加强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工作，把抵御渗透同加强爱国主义、社会

主义教育相结合，同解决信教群众实际困难相结合，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相结合，形成宗教界、信

教群众与党和政府共同抵御渗透的局面。把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和宗教界正常对外交往区别开来，鼓励和支持我

国宗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和对外宣传。着力解决各宗教中存在的重点、难

点问题。努力解决部分地区宗教活动混乱、不正常发展、乱建寺观教堂、滥塑露天宗教造像等问题，坚决制止宗教

干预行政、司法和教育等现象，有效防范和及时处置涉及宗教因素的突发性事件。 

  （十六）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党外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党外代表人士

的源头，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力量。要尊重党外知识分子的劳动和创造，发

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鼓励他们把实现个人价值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按照培养、吸引、用好人才的要求，积

极为党外知识分子从事教育、科研等工作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努力掌握新形势下党外知识分

子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积极探索和建立必要的载体和渠道，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引导。做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注

重发挥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等组织的作用，支持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通过多种形式报效祖国。在加

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中，统战部门要加强同组织、宣传、教育、科技、民政、人事等部门的协作，并注意发挥各民

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体的作用。 

  四、切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十七）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

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

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呈现出快速发展

的态势。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新兴

力量，在促进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广泛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是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需要，是巩固和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需要，是推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要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

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新力量。 

  （十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方针和内容。坚持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

导的方针。要密切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了解和掌握新的社会阶层的发展变化，畅通反映意见建议的渠道，

维护合法权益，鼓励和帮助他们发展事业，表彰宣传他们中的先进典型。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爱国、敬

业、诚信、守法、贡献，致富思源、富而思进，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自觉履行义利兼顾、扶贫济困的社会责任，做

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党的建设，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支持在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积极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十九）探索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机制和方法。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由统战部门牵头、党

政有关部门参加、社会有关团体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合力。要以社团为纽

带，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发挥社会团体在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中的作用；以社区为依托，把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统战工作纳入街道、社区党组织工作范围，认真贯彻落实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以网络为媒介，注意运用互联

网等现代科技手段，掌握情况、宣传政策、开展工作；以活动为抓手，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考察调研、扶贫

济困、专业咨询等，寓统战工作于各类活动之中。 

  （二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队伍。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纳入党外代表人

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按照有较高政治素质、有较大社会贡献、有较强参政议政能力、在所联系阶层中有较大影

响的标准，建立和完善评价体系，有重点地培养选拔，逐步建立一支代表人士队伍。注重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

党员的作用。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适当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在各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中的数量，做好向有关人民团体推荐提名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比较集中的行业协会，可推荐适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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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二十一）重视发挥工商联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的作用。工商联

是党领导的以非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主体的具有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是

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是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充分发挥工商联在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中的主渠道作用，就有关问题听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工商联在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充分发挥工商联在政府管理非公有制

经济方面的助手作用，健全和完善工商联民间商会职能，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制定非公有制经济有关政策和在协调非

公有制经济有关工作时，要吸收工商联参加。在建立新型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工商联既要维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

合法权益，又要与工会等人民团体密切配合，维护职工的具体利益。工商联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体现特色，增强

吸引力，提高履行职责和发挥作用的能力。统战部要切实加强对工商联党组的领导，充分发挥工商联党组在工商联

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五、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二十二）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的原则、要求和重点。当前，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党外人士

已经成为统一战线的主体。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党外代表人士及其后备队伍，直接关系到党

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水平，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坚持和完善，关系到统一战线的持续

发展。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工作原则是：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坚持进步性和代表性相统一，坚持政治教

育和实践锻炼相结合，坚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坚持发扬民主、沟通协商。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要求是：

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抓住源头、打好基础，完善机制、推进选拔，努力造就一支能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

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广泛代表性和较强参政议政能力、与党长期亲密合作、德才兼备的党外代

表人士队伍。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重点是：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各级组织负责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

有关社会团体领导班子中的党外人士，无党派和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加大在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和司法机关担任领

导职务的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加大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及人民团体领导班子中的党外干

部的培养选拔力度。加强对爱国宗教团体负责人和教职人员的培养培训。努力建设一支爱国爱港、爱国爱澳代表人

士队伍。 

  （二十三）努力提高党外代表人士的综合素质。把思想政治建设作为首要任务，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理论培训和政治引导，巩固党外代表人士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

的思想政治基础，提高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把握能力。通过在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以及有关人民团体任职

和多岗位交流等形式加强实践锻炼，提高他们的组织协调能力。组织党外代表人士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

了解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引导党外人士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切实履行岗位职责，支持他

们更好地发挥作用，提高合作共事能力。引导他们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充分发挥党校、

行政学院和社会主义学院在培训党外人士中的作用。社会主义学院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创新培训内容，改进培训

方式，提高培训质量。 

  （二十四）加强党外代表人士后备队伍建设。按照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党外人才成长规律，把党外代表

人士后备队伍建设工作纳入人才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健全党外代表人士后备队伍培养选拔制度，形成科学

合理的后备队伍结构，要拓宽视野，坚持标准，重点培养，梯次配备，促进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与干部人事

制度改革相适应，完善后备人才培养与使用相结合的机制。积极稳妥地开展公开选拔党外领导干部工作。 

  （二十五）完善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任用工作机制。通过建立健全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

机制，不断推进党外代表人士的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党外人士在各级人大、政协中占有比

例和数量的规定，积极选拔优秀党外人士在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并切实保证他们有职有权有责，为他们

健康成长、发挥作用创造条件。统战部要会商有关部门，负责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的党外候选人的推荐提

名工作；加强与组织部门的沟通联系，认真做好党外干部的发现、推荐、培养，并协助组织部门做好考察等工作。

在党委决定对党外干部任免、调动、交流前，组织部门要征求统战部门的意见。统战部、组织部要按照中央有关规

定和程序，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做好各级政协常委、委员的推荐提名工作。统战部要对政府参事、文史研究馆馆员

的遴选聘任工作加强指导。完善党委及其部门负责人与党外代表人士联系交友制度，建立党外代表人士举荐和考察

责任制。 

  六、加强和改善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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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和切实抓好统一战线工作。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各级党委要把统一战线工

作作为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重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着力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为统一战线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把统战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工作的考核内容，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把统战工作纳入宣传、新闻工

作计划，通过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媒体积极宣传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扩大统一战线的社会影响。加大对党

外代表人士的宣传力度，有民主党派职务或身份的在新闻报道中应按规定注明。把统一战线理论政策作为各级党校、

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重要教学内容，作为培训党政干部的必修课程。把多党合作、人民政协、“一国两制”、民族、

宗教理论政策等统一战线知识列入国民教育内容。把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各级

党政主要领导要带头学习宣传统一战线知识，带头贯彻落实统一战线政策，带头参加统一战线重要活动，带头广交

深交党外朋友。建立健全联系党外人士制度，每个党政领导干部都要联系若干名党外代表人士。按照中央的要求配

备好省及省以下党委统战部部长。未由党委常委担任的统战部部长，要担任同级政协副主席，并列席有关党委常委

会议。各级党委统战部部长原则上要能任满一届，任免前要征求上一级统战部门的意见。 

  （二十七）充分发挥统战部门的职能作用。统战部是党委主管统战工作的职能部门。各省（区、市）、地（市、

州、盟）、县（市、区、旗）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和精干、统一、高效的原则，结合各自特点，在统战工作

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重大问题的协调处理和相关干部的管理等方面，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

各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各负其责的体制。各级统战部要切实担负起牵头协调和监督检查本地区统战工作的职责，加

强对民族、宗教等工作部门的沟通、联系、指导，积极支持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行政。各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要增强

统一战线意识，加强同统战部门的沟通和配合，善于在工作中体现统一战线的方法和要求。要着眼增强中华民族凝

聚力，在统一战线中深入开展“凝聚力工程”活动。统战系统各单位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共同做好工作。 

  （二十八）切实照顾同盟者利益。照顾同盟者利益是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则，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实

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在当前社会利益结构不断调整的情况下，照顾统一战线成员利益更为重要。要努力畅通统

一战线成员反映意见和要求的渠道，建立健全照顾同盟者利益的机制。对符合条件的党外人士要进行适当安排，享

受相应待遇。在制定有关政策时要认真听取统一战线成员的意见建议，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对著名党外人士及其

配偶，对生活确有困难的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眷属、原工商业者及其遗孀、归侨侨眷等统一战线成员，

要给予适当照顾。 

  （二十九）加强基层统战工作。基层统战工作是整个统战工作的组成部分。县级统战工作要以民族、宗教、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为重点，社区统战工作要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为重点，高校、科研院所和

国有大中型企业统战工作要以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为重点。保证基层统战工作必要的经费并列入财政预算。统战工作

任务重的乡镇、街道党组织要有统战委员。规模较大、统战工作对象多、任务重的高等学校党委应单独设立统战部，

重点科研院所和大型国有企业党委要设置统战工作机构，配备专职统战干部，其他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也要有人员

负责统战工作。 

  （三十）加强统战部门和统战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党委要按照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具有民主作风、善于

处理复杂问题的要求，配强配好统战部门领导班子。加大统战部门干部与其他部门干部交流的力度，有计划地选派

优秀干部到基层挂职或任职。各级统战部门要加强统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素质培训，全面提高统战干部履

行职责的能力，继承和发扬统一战线工作的优良传统，努力建设一支勤奋学习、作风民主、求真务实、廉洁自律、

团结奉献、开拓创新的统战干部队伍。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精神，结合实际，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 

 

8.3.335）《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见》(国办发〔2019〕51号 2019 年 12 月 03

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12/17/content_54618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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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机关： 

国务院办公厅 

成文日期： 

2019 年 12 月 03 日 

标  题：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见 

发文字号： 

国办发〔2019〕51 号 

发布日期： 

2019 年 12 月 17 日 

主 题 词：政务服务 

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见 

国办发〔2019〕5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全面及时准确了解企业和群众对政务服务的感受和诉求，接受社会监督，有针对性地改进政务服务，提升政府工

作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提出以下

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转变政

府职能，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对接群众需求实施服务供给侧改革，建立政务服务绩效由企业和群众评判

的“好差评”制度，推动各级政府增强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夯实服务责任，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全面规范、公

开公平、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和获得感。 

（二）目标要求。2020 年底前，全面建成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体系，建成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好差

评”管理体系，各级政务服务机构（含大厅、中心、站点、窗口等，下同）、各类政务服务平台（含业务系统、热线

电话平台、移动服务端、自助服务端等，下同）全部开展“好差评”，线上线下全面融合，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全覆

盖、评价对象全覆盖、服务渠道全覆盖。确保每个政务服务事项均可评价，每个政务服务机构、政务服务平台和人

员都接受评价，每个办事企业和群众都能自愿自主真实评价，每个差评都得到整改，形成评价、反馈、整改、监督

全流程衔接，企业和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各界广泛评价、政府部门及时改进的良性互动局面，促进政务服务质量持

续提升。 

二、明确责任标准 

（一）夯实政务服务责任。省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政务服务工作负主要责任，组织领导本地区政务服务工作，明确

政务服务管理机构，统筹政务服务机构、平台建设，统一工作要求、服务程序和标准规范，完善配套政策，监督政

务服务运行。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指导、监督本地区政务服务机构、平台依法依规履行职责，结合实际细化实化相

关规定，推动落实各项工作，强化人员管理和考核，督促问题整改，受理复核申诉，查处违规违纪问题。各级政务

服务机构、平台具体受理、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加强内部管理，明确经办人员职责，接受企业和群众监督评价，及

时整改问题。国务院部门要加强对本系统、本领域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发挥跨区域业务协调作用，加强与地方政

府的协同配合；垂直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本系统政务服务工作的组织领导；跨部门的政务服务工作由牵头部门组织，

相关部门各司其职、积极配合、协同办理。 

（二）厘清政务服务事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行清单管理。要根据法定职责和权责清单，基于国家政务服务事项

基本目录，编制完整的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并纳入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管理，实现同一事项的名称、编码、

依据、类型等基本要素统一。要逐项编制、完善办事指南，明确受理单位、办理渠道、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理

程序、办理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评价渠道等要素，推进同一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清单和办事指南要

公开并及时更新完善。 

（三）规范政务服务要求。要推进服务办理便捷化，优化办事流程，减少办理环节，加快政务信息系统资源整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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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完善现场服务规范，政务服务大厅要合理设置服务标识和办事窗口，提升“一站式”服务功能，原则上实现集

中办理、异地可办；文印、传真、邮寄等配套服务，需要收费的，要合理设定并公开收费标准。完善网上服务规范，

落实“一网通办”要求，健全网上预约、申报、审批服务等流程，提供网上咨询服务，确保企业和群众网上办事流

程清晰、操作便捷、沟通顺畅。压减政务服务办理时限，区分不同种类服务，推行当场办结、一次办结、限时办结，

各地区可以在国家规定的办理时限内进一步压减时间，超过办理时间的，要公开说明理由。完善人员管理规范，做

到业务熟练、服务周到、文明礼貌、仪容整洁。 

（四）科学设置政务服务评价标准。在实践基础上，适时制定政务服务评价国家标准，围绕政务服务事项管理、办

事流程、服务规范、服务质量、整改实效、监督管理等方面建立健全评价体系，按照统分结合、分级分类的方式，

细化评价指标，完善评价方法，推动提升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鼓励国务院各行业

主管部门制定本领域各项政务服务的行业标准，各地区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提出更高

的政务服务评价标准要求。国务院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政务服务评价标准制定工作的指导协调。 

三、畅通评价渠道 

（一）现场服务“一次一评”。政务服务机构要在服务窗口醒目位置设置评价器或评价二维码，方便办事企业和群

众自主评价。偏远地区和基层服务点等暂不具备条件的，应提供书面评价表格。没有在服务现场作出评价的企业和

群众可在一定期限内补充评价。评价一般可设置“很好”、“好”、“一般”、“差”、“很差”或“非常满意”、“满意”、

“基本满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后两个等级为差评。 

（二）网上服务“一事一评”。政务服务平台要设置评价功能模块或环节，方便企业和群众即时评价。发挥信息技

术优势，在五级评价的基础上，针对具体服务事项细化评价问询表单，可设置服务指引是否清晰、办事程序是否便

利、材料手续是否精简、操作界面是否友好、有何改进意见等项目，由办事企业和群众自愿填写。 

（三）社会各界“综合点评”。要通过意见箱、热线电话、监督平台、电子邮箱等多种渠道和方式，主动接受社会

各界的综合性评价。引导社会组织、中介组织、研究机构等对政务服务状况进行专业、科学、客观的评估评价，提

出意见建议。 

（四）政府部门“监督查评”。要积极开展政务服务调查，尤其是对新出台的利企惠民政策、新提供的服务项目以

及直接关系企业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服务事项，及时了解政策知悉度、办事便利度、服务满意度等情况。按照一

定比例随机抽取参与评价的企业和群众，开展回访调查。根据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委托第三方独立开展政务服务

评估，评估结果作为改进服务的重要依据。要进一步发挥中国政府网政务服务投诉与建议平台的作用。 

四、用好评价结果 

（一）强化服务差评整改。要建立差评和投诉问题调查核实、督促整改和反馈机制。收到差评和投诉后，按照“谁

办理、谁负责”的原则，由业务办理单位第一时间启动程序，安排专人回访核实。对情况清楚、诉求合理的问题，

立行立改；对情况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建立台账，限期整改；对缺乏法定依据的，做好解释说明。核实为误评

或恶意差评的，评价结果不予采纳，并通报同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核实整改情况要通过适当方式，及时向企业和

群众反馈，确保差评件件有整改、有反馈。做好差评回访整改情况记录，实名差评回访整改率要达到 100%。强化

对差评回访核实和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 

（二）加强评价数据的综合分析和应用。要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加强对评价数据的跟踪分析和综合挖掘，及时归纳

发现政务服务的堵点难点，分析研判企业群众的诉求和期盼，找准服务企业群众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推进服务供给

精细化，对企业和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限期依法依规整改解决。 

（三）健全政务服务奖惩机制。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激发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创新工作、改进服务的内生动力。

国务院办公厅要通过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汇总、分析评价数据，定期形成各地区、各部门政务服务情况报

告，并以适当形式反馈。各地区、各部门要将政务服务“好差评”情况纳入绩效评价。对企业和群众评价满意度高

的单位和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表彰和奖励；对在政务服务中反复被差评、投诉，弄虚作假，故意刁难，甚

至打击报复企业和群众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四）公开政务服务评价信息。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除依法不得公开的信息外，政务服务情

况、评价结果及整改情况，均要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服务平台和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并建立符合本地区、本

部门实际的政务服务竞争机制。对造成不良影响的案例，要进行内部通报，必要时媒体曝光，推动形成愿评、敢评、

评了管用的社会共识。 

五、完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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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全评价信息管理机制。基于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立“好差评”数据生成、归集、传输、分析、

反馈机制，连通线上线下各类评价渠道，实现“好差评”内容同标准提供、评价结果同源发布、差评整改在线反馈、

评价数据自动生成。各地区、各部门政务服务平台应当按照标准建设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与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互联互通。各地区统一提供“好差评”页面，完整采集、实时报送相关评价数据。各部门直属机构进驻地方政务

服务大厅办理业务的，原则上应当通过所在地区“好差评”系统接受评价。建立评价数据安全保障机制，确保数据

真实、安全、可靠。 

（二）强化评价人和被评价人权益保护。要保障评价人自愿自主评价的权利，不得强迫或者干扰评价人的评价行为。

鼓励办事企业和群众实名评价，建立健全评价人信息保护制度，规范信息查询权限，对泄露评价人信息的，依法依

规严肃查处。保障被评价人举证解释和申诉申辩的权利，建立申诉复核机制，排除误评和恶意差评。 

（三）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把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层

层压实责任，狠抓督促落实，确保工作扎实有序推进，目标任务按期完成；加强同其他投诉、评价制度的整合衔接，

减少基层负担；根据企业和群众评价，及时总结推广创新做法、典型经验；注重政策宣传，引导企业和群众积极参

与政务服务评价。国务院办公厅要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协调、跟踪督促。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本行业承担公共服务职能企事业单位的指导、监督，参照本意见的要求，组织开展公共

服务评价。 

国务院办公厅            

2019 年 12 月 3 日 

 

2020“我向总理说句话”网民建言征集活动_中国政府网 

https://liuyan.www.gov.cn/2020wxzlsjh/index.htm  

 

关注国务院常务会议我来留言_我向总理说句话_中国政府网 

https://liuyan.www.gov.cn/gwycwhy/index.htm  

 

8.3.336）《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意见》(2011 年 11 月 14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7.htm 

http://qinfeng.gov.cn/zxxx1/djfgk/dnfgzd/gfxwj/7.htm 

为全面落实大规模培训干部战略任务，培养造就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根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

《2010—2020 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等有关规定，现就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 

  基层干部处在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肩负着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职责。基层干部素质高低、能力强弱、作风好坏，关系干部队伍整体形象，关系党和国家各项

事业发展。抓好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对于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素质能力，保证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落实，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不同时期都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各地区各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在加强基层干部教育培训、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素质能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实际成效。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各种深层次

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对基层干部队伍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基层干部教育

培训工作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和薄弱环节，主要是：一些地区和部门重视不够、优质培训资源和经费投入不足、

基层干部培训机会偏少、培训针对性实效性不强等。各地区各部门必须进一步增强做好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把基层干部教育培训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做到思想上更加重视、措施上更加务实、保障上更

加有力，不断提高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水平。 

  二、明确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 

  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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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素质的要求，多渠道、全覆盖地开展基层干部教育培训，不断提高教育培训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

坚强保证。 

  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坚持服务大局、以人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准确把握基层干

部队伍特点，真正做到科学发展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基层干部缺什么就补什么，更好地为科学发展服务、为基层

干部成长服务；坚持上下结合、统筹协调，充分整合利用各种培训资源，为基层干部提供更多的教育培训机会、创

造更好的教育培训条件；坚持分级管理、分类实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基层干部实际

开展教育培训，注重实效，不搞“一刀切”。 

  开展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实行全员教育培训，对象包括县（市、区、旗）直属部门机关干部、乡镇（街

道）干部、县域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村（社区）主要负责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负责人、非公有制经

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等，重点抓好县（市、区、旗）直属部门主要负责人、乡镇（街道）党政正职、县

乡两级后备干部、县域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

等对象的教育培训。要合理确定教育培训时间，根据有关规定，县（市、区、旗）直属部门机关干部、乡镇（街道）

干部每年参加各类学习培训的时间累计一般不少于 100 学时或 12 天，其他干部一般不少于 40 学时或 5 天。 

  三、增强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 

  突出基层干部在教育培训中的主体地位，强化教育培训需求导向，从基层工作和基层干部队伍的实际出发，丰

富教育培训内容，创新教育培训方式，提高教育培训效用，真正让基层干部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教育，引导基层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性。加强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情形势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增强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创造性地落实中央和上级的各项决策

部署。加强宗旨意识和公仆意识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切实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做好

事、解难事。加强法律法规培训，帮助基层干部提高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加强社会管理培训，帮助基层干部

提高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纠纷、处置突发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加强业务知识和工作技能培训，提

高基层干部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加强道德品行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带头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自

觉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对基层党员干部，还要抓好以党史党风党纪为重点的党性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引

导他们增强党的意识、提高做好党务工作的能力。 

  坚持和完善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教育培训方式方法，积极探索具有时代特点、符合基层干部实际的教育培训新

途径新方法。实行组织调训与干部选学、集中培训与经常性教育、实体培训与网络培训相结合。充分运用专题讲座、

学习研讨等形式，加强对有关理论知识的培训；采取巡回宣讲、流动课堂、送教上门等方式，深入农村、社区、企

业开展培训；通过“帮带”培训、现场观摩、案例教学等途径，促进学习借鉴和实践运用；探索挂职培训和行动学

习等方法，促进学用结合。 

  四、推动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向基层延伸倾斜 

  充分发挥各级党校（行政院校）的作用。扎实推进市、县党校（行政院校）办学体制改革，整合培训资源，提

升教学质量，更好地发挥其在基层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主阵地作用。大力推行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切实提高市、县

党校（行政院校）教学水平。国家级和省级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加强对市、县党校（行政院校）师资的培训。 

  注重发挥各类培训基地的作用。充分利用高等学校、职业技术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培训机构和社会培训机构

等在新知识新技能新信息培训方面的优势，使之成为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力量。开发利用科技示范、产业园区、

创业创新实践、爱国主义教育、廉政教育、警示教育等各类基地，使之成为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的生动课堂。 

  积极利用网络教育培训资源。充分发挥在线学习平台、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广播电视等在基层干

部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提高利用效率和服务水平，以基层干部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培训。推动部门、行业、区

域间网络教育培训资源整合，提高网络使用的整体效益。 

  探索开展送教下基层活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带头开展各种形式的送教

下基层活动。省级各系统各部门要根据工作需要和基层需求，积极主动送教上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

部要注重搞好对基层干部教育培训需求的分析，加强统筹协调和工作指导，推动送教下基层活动有序有效开展。 

  倡导开展对口支援培训。按照中央关于对口支援的总体安排，有关部门和省（直辖市）要制定计划、加大投入、

创新方式，积极支持西部地区、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做好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重点在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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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培训基地、网络站点建设和骨干人员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组织所辖市、县开展

对口支援培训。 

  鼓励开展结对帮扶培训。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所属高校以及省属高校要积极发挥优势，采取派教师到基层办班

授课和请基层干部进校培训等方式，与欠发达地区的市、县开展结对帮扶培训。中央和省属国有重要骨干企业要发

挥优势，采取多种方式支持地方开展基层干部教育培训。 

  五、加强对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 

  基层干部队伍数量庞大、分布广泛、需求多样，基层干部教育培训任务十分艰巨繁重。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基

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将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狠抓工作落实。党委主要负

责同志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解决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各级干部教育培训领导小组或干

部教育联席会议，要充分发挥宏观指导和沟通协调作用，定期研究重要事项，加强力量整合，强化工作督导，保证

基层干部教育培训任务落到实处。 

  健全落实责任制。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尽其责，分级培训，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中央组织部

负责全国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的宏观指导、制度规范和督促检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负责本地区基

层干部教育培训的统筹规划、工作指导、协调服务和督促检查；市、县党委组织部负责研究制定基层干部教育培训

方案和计划，并抓好组织实施。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负责本系统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部门与地方双重管理的

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由主管方负责组织。干部所在单位负责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教育培训工作。按照优质教育培训

资源向下倾斜、重点教育培训对象适当上收的原则，省（自治区、直辖市）抓好示范培训，市、县抓好重点对象培

训，部门（单位）抓好全员培训。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坚持能者为师，注重选聘理论政策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的党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先进模范人物、优秀基层干部、乡土人才、做群众工作的行家等担任教师。加大市、县党校（行

政院校）教师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业务水平。根据实际需要，各地区可建立基层干部教育培

训师资库。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组织编写符合基层干部特点的教育培训大纲和教材。 

  加大经费投入。地方各级政府要将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保

证教育培训工作需要。企事业单位要按照规定足额安排本单位干部教育培训经费。财政困难的地方可统筹使用自有

财力和上级转移支付财力，为教育培训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地方各级党委留存的党费要对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

训给予适当补贴。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确保教育培训经费及时到位、合理有效使用。 

建立健全考核和激励机制。把开展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情况作为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对措

施得力、效果显著的要予以表彰，对重视不够、基层干部反映较大的要严肃批评、督促整改。注意总结宣传各地区

各部门的好做法好经验，为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8.3.337）《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 年）》(2011 年 7

月 27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6.htm  

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全国第五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已顺利实施完成，取得了显著成效。全民法制宣

传教育深入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蓬勃展开，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活

动深入推进，宪法和法律得到较为广泛普及，全体公民宪法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逐步提高，

法制宣传教育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年来法制

宣传教育取得的成功经验，为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重大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

整个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对法制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继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对

于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有效法治

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做好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 

  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按照全面落实依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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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要求，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相结合、与社会主

义法治理念教育相结合、与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相结合、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依法治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

胜利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深入扎实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深入宣传宪法，广泛

传播法律知识，进一步坚定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提高全社会法治化

管理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推动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环境。 

  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按照“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服务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改革开放，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着眼于群众的实际法律需求，在法制宣传中服务群众，把法制宣传教育的过程

变成做群众工作的过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坚持分类指导，注重实效。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对象的特点，确定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内容，

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坚持学用结合，普治并举。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突出宣传法治实践的重要作用，不断提

高法制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用法制宣传教育引导法治实践，在法治实践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各项事业

依法治理。 

  ——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把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规律，创新工作理念，拓展工作领域，完善工作机制，

改进方式方法，体现法制宣传教育的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 

  二、主要任务 

  （一）突出学习宣传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权威和法律效力。突出抓好

宪法的学习宣传教育，大力宣传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大力宣传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大力宣传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大力宣传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大

力宣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等内容，使广大人民群众全面深刻理解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

神，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公民意识、爱国意识、国家安全统一意识

和民主法制意识。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观念，树立国家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的观念，树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良好氛围，使宪法在全社

会得到一体遵行，促进国家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二）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国家基本法律。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学习宣传，

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意义、基本经验及其基本构成、基本特征。深入学习宣传宪法

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方面的法律，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守法

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充分发挥法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 

  （三）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牢固树立并自觉践行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理念，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和法治意识。加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宣传教育力度，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四）深入学习宣传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学习宣传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财税、金融、投资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学习宣传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和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学习宣传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环境和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学习宣传推进科技进步、加快教育事业发展、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学习宣传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相关法律

法规，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 

  （五）深入学习宣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法规。重点学习宣传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

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学习宣传就业促进、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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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学习宣传土地征收征用与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国有企业改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维护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学习宣传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抗灾救灾、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保障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学习宣传维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做好特殊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 

  （六）深入学习宣传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相关法律法规，

维护社会政治大局稳定；学习宣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促

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学习宣传信访、投诉、调解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化解矛盾纠纷；学习宣传新闻出版、广播

影视、文化文艺、网络电信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加强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法律宣

传，引导公民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加强公正廉洁执法、公正司法教育，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七）加强反腐倡廉法制宣传教育。以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为重点，加强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审计法和廉政

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党纪条规的宣传教育，坚持反腐倡廉法制宣传教育与政治理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

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相结合，充分发挥廉政教育基地的作用，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反腐倡

廉意识，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广泛开展面向社会的反腐倡廉法制宣传教育，促进廉政法制文化建设。坚持廉政

法制教育从青少年抓起，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正确价值观和高尚道德情操。 

  （八）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律、

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法治文化活动，使法制宣传教育与群众文化生活相结合，丰富法

治文化活动载体和形式。引导法治文化产品创作和推广，增加产品数量，提高产品质量，推出精品、创出品牌，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法治文化产品的需求。鼓励各类文化团体参加法治文化建设，探索建设法治文化教育基地，发挥

公共文化场所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资源优势，组织开展法制文艺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活动。 

  （九）继续深化“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主题活动。突出服务科学发展主

题，立足提高公务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化“法律进机关”活动，不断增强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立足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深化“法律进乡村”活动，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立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深化“法律进社区”活动，提高社区自治和服务能力；立足培育青少年法律素养和道德情操，深化“法律进学校”

活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立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法律进企业”活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依法防范

风险的能力；立足促进法治化管理，深化“法律进单位”活动，营造良好法治氛围。突出不同行业和对象特点，针

对机关、乡村、社区、学校、企业、单位的不同需求，采取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效性。加

强长效机制建设，落实责任单位，明确工作职责，量化工作指标，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深入开展“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集中开展以学习宣传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利用法律宣传月、

宣传周、宣传日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十）深入推进依法治理。扎实开展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工作。推进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

总结推广经验，建立健全制度，不断提高创建水平。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活动，推进部门行业结合自身特点

开展依法治理，认真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健全行政执

法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完善执法责任制、执法公示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积极推

进法律的有效实施，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开展基层法治创建活动，推进基层依法治理，促进基层民主法

治建设。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和社会管理薄弱环节，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专项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

平。 

  三、对象和要求 

  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是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

人员和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把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作为重中之重。 

  （一）切实加强领导干部学法守法用法。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宪法和法律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带头学法守法用

法，不断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健全并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

法、法制讲座、法制培训、法律知识考试考核等制度，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经常化、制度化。把法制教育纳入领导干

部理论学习规划，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公务员培训机构教学课程。加强对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的考察、

学法守法用法情况的督促检查和年度评估考核，把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等考核结果作为干部综合考核评

价的重要内容。 

  （二）大力推进公务员学法守法用法。加强通用法律知识和与履行职责相关的专门法律知识学习，不断提高公

务员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大公务员培训力度，定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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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颁布法律法规专题培训。坚持和完善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制度，将公务员依法办事情况作为公务员任职、晋升的重

要依据。加强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培训，完善和推广持证上岗制度，把有关法律知识作为持证上岗考试的重要内

容。 

  （三）深入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和接受能力，结合公民意识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法

制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

各级各类学校要根据学生特点进一步明确法制教育的地位和目标，完善法制教育的内容和体系，创新法制教育的方

法和途径，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努力实现学校法制教育的系统化科学化。深入推进中小学校法制教育课时、

教材、师资、经费“四落实”。整合各种社会法制教育资源，建立多种形式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重视运用互联

网等传播手段丰富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的途径和形式，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格局。

加强高等学校普法教育，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教育力度，积极推进高校法学理论教育教材建设和师资队

伍建设，引导高校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结合学校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和安全防范工作，发挥中小

学校兼职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作用，加强青少年权益保护、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等有关法律法规宣传教

育，加强对有不良行为青少年、社会闲散青少年等特殊青少年群体的法制宣传教育。 

  （四）积极开展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宣传教育。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与企业经营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诚信守法、依法经营、依法办事的观念。把法制培训纳入国有企业负责人

培训内容，把依法决策、依法经营、依法管理情况作为考核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完善企业法律顾

问制度，发挥法律顾问在企业依法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加强事业单位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管理人员法

制宣传教育，提高他们依法管理、依法办事能力。深化企业职工法制宣传教育，引导职工遵纪守法，依法维护合法

权益。 

  （五）扎实开展农民法制宣传教育。宣传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农民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其他

社会管理活动，提高他们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能力。加强农村“两委”干部法制培训，

提高他们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基层事务、防范和处理矛盾纠纷的能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教育培训，发挥他们

在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和化解矛盾中的作用。加强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突出遵纪守法、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等

内容的宣传，在农民工集中居住地、工作场所及主要活动场所开展经常性宣传教育，注重法制宣传教育与法律服务

相结合，提高农民工的法治观念。 

  四、工作步骤和安排 

  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从 2011 年开始实施，到 2015 年结束。分为以下 3 个阶段。 

  宣传发动阶段：2011 年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根据本规划，研究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五年普法规

划，做好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制定的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

报全国普法办备案。 

  组织实施阶段：2011 年下半年至 2015 年。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依据本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结合实际

制定年度计划，认真组织实施，确保本规划得到全面贯彻落实。2013 年开展中期检查督导和表彰。 

  检查验收阶段：2015 年下半年。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对

规划实施情况进行总结验收，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五、组织领导和保障 

  （一）切实加强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把法制宣传教育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党委和

政府目标管理。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领导体制，建立健全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完

善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开展督查等制度。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由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承担。各级

人大要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监督检查，推进法制宣传教育立法。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和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和检查规划的实施工作。各部门各行业负责本部门本行业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积极面向社会开展本部门本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各类媒体要积极承担公益性

法制宣传教育责任。鼓励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支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二）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健全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完善考核评估运行机制，对本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年度

考核、阶段性检查和专项督查。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表彰先进。 

  （三）落实法制宣传教育经费保障。各级政府要把法制宣传教育经费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切实予以保障。

各部门各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相关经费，保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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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抓好队伍建设。培养专兼职相结合的法制宣传教育队伍，提高专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者的政治业务素质

和组织指导能力。加强各级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定期培训和管理制度，提高工作能力和水

平。 

  （五）推进阵地建设。完善城市、乡村公共活动场所法制宣传教育设施。利用各类教育基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培训和实践活动。引导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类媒体办好普法节目、专栏和法制频道，结合法治实践，采取以案说

法等形式，深入浅出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探索利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办好普法网站，

推动政府网及门户网站加大法制宣传力度。组织编写一批高质量的普法书籍和读物。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参照本规划进行安排部署。 

 

8.3.338）《2010—2020 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2010 年 8月 17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4.htm  

 为进一步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化水平，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根据党的

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制定本纲要。 

  一、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

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地位和作用。 

  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干部教育培训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党委（党

组）高度重视，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充分发挥作用，广大干部积极参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面对世

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党的十七大作出继续大规模培

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这对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

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做好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不断开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新局面。 

  3．改革创新是提高干部教育培训质量的不竭动力，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保持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近年来，

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提出的联系实际创新路、加强培训求实效的要求，积极推进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取得了明显

进展。但是，干部教育培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党性教育比较薄弱，培训机构体系的开放度和竞

争性不够、优质培训资源不足与资源相对过剩并存，干部学习内生动力不足、学用脱节、学风不正等问题。这些问

题不仅涉及干部教育培训内容方式，而且涉及干部教育培训体制机制。各级党委（党组）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

大改革创新力度，着力破除制约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提高干部教育培训质量和效益，全面

推进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发展，努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二、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4．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围绕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以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为目标，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以

提高培训质量为主线，不断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化水平，全面落实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

任务，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5．基本原则 

  ——坚持服务大局、以人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谋划和推进改革，突出干部在

学习培训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培训需求导向，真正做到科学发展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干部成长缺什么就补什么，

更好地为科学发展服务、为干部成长服务。 

  ——坚持改革创新、竞争择优。在继承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以改革促动力释

放，以创新促活力增强，以竞争促资源盘活，以择优促质量提升，实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发展。 

  ——坚持联系实际、学用结合。认真研究解决干部教育培训中学用脱节、学风不正问题，把理论素养、学习能

力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形成推动培训机构联系实际办学、教师联系实际教学、学员联系实际真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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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坚持质量第一、注重实效。将提高教学质量和培训效果作为谋划、推进和评价改革的基本要求，贯穿于改

革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实现干部教育培训规模和质量、效益相统一。 

  6．主要目标 

  到 2020 年，建立健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适应，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要求相符合，与干部人

事制度改革相衔接，更加开放、更具活力、更有实效的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形成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主渠道作用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和其他培训机构积极参与，网络培训广泛

运用，开放竞争、优势互补、充满活力的办学体制。 

  ——形成以培训需求为导向，组织调训为主、自主选学为辅，激励与约束相结合，规范有序、健全高效的运行

机制。 

  ——形成遵循干部成长规律和教育培训规律，培训理念、内容和方式不断创新，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

染力的教育培训模式。 

  ——形成适应科学发展新要求、广大干部新期待，吸引各类优秀人才，并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师资选聘、培

养、评价机制。 

  ——形成促进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化，指导与服务相结合，职责明确、制度健全、保障有力、效能显著的宏观管

理体制。 

  三、办学体制改革 

  7．深化市（地）、县（市）党校（行政学院）办学体制改革。着眼于提高办学水平、满足基层干部日益增长的

培训需求，深入推进市（地）、县（市）党校（行政学院）办学体制改革。通过整合本行政区域内同级各类干部教育

培训机构等途径，增强市（地）级党校（行政学院）办学实力，提高培训水平。县级党校（行政学院）可作为市（地）

级党校（行政学院）分校，由市（地）级党校（行政学院）统筹教学工作；也可拓展培训职能，整合本行政区域内

其他干部教育培训资源，将培训对象延伸到基层广大党员干部。市（地）属区级党校（行政学院）和不具备办学条

件的县级党校（行政学院）可以精减重组，其培训任务由相应市（地）级党校（行政学院）承担。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可根据本地实际，继续探索县级党校（行政学院）办学体制改革新途径，为广大基层干部提供更好的培训

资源。到 2015 年，基本完成市（地）、县两级党校（行政学院）办学体制改革任务。 

  8．优化整合部门、行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按照少而精、突出特色的原则，大力推进部门、行业干部教育培

训机构优化整合，不断提升其专业化水平。中央和国家机关各有关部门、人民团体要综合考虑培训任务总量、专业

化程度和市场可替代性，优化整合本部门本单位所属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对直属部门所

属的职能、业务相近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进行整合，原则上不再建立新的部门、行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市（地）、

县两级部门、行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除特殊需要外，要逐步撤销，其培训资源和职能可并入上级部门、行业干部

教育培训机构或同级党校（行政学院）。市（地）、县两级部门、行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改革涉及面广，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党委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认真谋划、周密部署，积极稳妥推进。对名为培训干校、培训中心等

实为宾馆、度假村，主要靠非教育培训业务进行营利性活动的，坚决取消其办学资格。 

  9．构建更加开放的干部教育培训格局。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充分发挥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突出培

训特点，增强培训实效。中央组织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可利用高等学校优质资源开展新理论、新

知识、新技能、新信息培训。发挥资源优势，开辟各类实践教研基地，为加强干部能力培养和党性锻炼提供直观、

生动的课堂。鼓励和引导具备干部教育培训资质的社会培训机构参与干部教育培训。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趋

利避害、注重实效的方针，积极利用境外著名大学和其他培训机构开展干部培训。积极稳妥开展领导人才培训国际

合作交流。 

  10．加快建设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平台。适应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加强网络培训基础设施建设，规

范干部网络培训管理，更好地满足干部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整合现有网络培训资源，建立开放、兼容、共享的全国

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到 2012 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资源共享、规范高效的干部网络培训体系。 

  四、运行机制改革 

  11．完善体现培训需求的计划生成机制。牢固树立按需培训理念，把需求调研作为培训计划生成的必经环节。

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要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对干部素质能力的新要求，提出做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

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组织专门力量，开展深入细致的需求调研，准确把握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和干部需求，以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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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设计培训项目，提出教学计划。干部所在单位要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成长需要，主动提出培训需求。建立干部

教育培训需求调研成果共享制度。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和培训机构要建立培训计划协调会商机制，研究确定需求

调研、重点班次、培训计划等事项。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年度培训计划，由中央组织部征求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党组（党委）的意见。 

  12．建立激发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活力的竞争择优机制。省级以上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要制定干部教育培

训机构资质认证标准，对承担干部教育培训职能的社会培训机构进行资质认证。推行项目管理制度，对部分培训项

目采取直接委托等方式，在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高校培训基地和经过资质认证的社会培训机构中，择优确定培训

项目承担者。加强对干部培训竞争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培训机构公平参与、规范运作、能进能出。 

  13．建立组织调训为主、自主选学为辅的干部参训机制。坚持和完善组织调训制度，严格执行调训计划申报制

度，加强对调训计划的统筹协调，提高调训计划的科学性和透明度，解决多头调训、重复调训、多年不训的问题。

对政治理论、党性教育、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等需要组织调训的，坚持实行组织调训。对主要领导干部、重点岗

位干部以及需要点名调训的，可实行点名调训。把组织要求和干部个人需求结合起来，推行干部自主选学，鼓励干

部自愿参训，逐步扩大干部选择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培训师资、培训时间的自主权。充分利用干部教育培训网络

平台，抓好“供、选、教、管”等关键环节和配套制度建设，提高干部自主选学质量。2010 年，进行中央和国家机

关司局级干部自主选学试点，取得经验后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普遍推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积极推动

干部自主选学工作。中央组织部要适时研究制定干部自主选学办法，规范和推进干部自主选学工作。 

  14．建立健全干部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机制。严格执行干部学习培训情况考核制度。全面考核干部的学习态度和

表现、掌握运用理论和知识、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等情况。对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重点班次，由干部教育培训主管

部门委托或会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考核并作出鉴定，向干部所在单位反馈。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登记管理制

度，将干部学习培训情况和考核结果如实记入干部信息库，并将重要培训情况纳入干部人事档案。建立干部教育培

训跟踪管理制度，不断拓展和延伸培训效果。 

  15．完善干部学习培训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健全组织人事部门内部干部培训工作与干部管理工作之间的沟通协

调机制，把理论素养、学习能力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对干部进行任职考察，要把干部学习培训情况

作为重要内容。提拔担任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要达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规定的培训时间要

求，确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要求的，须在提任后１年内完成培训，仍未完成的要延长试用期。结合干部年度

考核，开展述学评学考学活动。干部学习培训考核不合格的，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将开展干部教育培训

工作情况作为各地区各部门和干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16．建立干部教育培训质量评估机制。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要会同同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等，研究

制定教学质量评估办法和指标体系，定期开展评估工作，将评估结果作为培训机构承担培训任务、深化教学改革的

重要依据。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组织学员对培训项目、课程设置、师资水平、教学管理等进行评价，根据评价情况

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教学水平。到 2012 年，在全国普遍推行教学质量评估制度。 

  五、内容方式改革 

  17．制定分类培训大纲。各级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要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

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研究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干部的素质能力模型，制定分类培训

大纲，明确干部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岗位培训等的目标、内容和方式等，不断提高干部教育培训

科学化水平。 

  18．完善培训内容体系。着眼于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建立以培训需求为导向的培训内容更新机制，不断完善

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党性教育体系。致力于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在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

的同时，重点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教育，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党

的历史、国情和形势教育；致力于提高干部的知识素养和实践能力，广泛开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所需的各种知识的教育培训，重点抓好提高推动科学发

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所需知识的教育培训；致力于提高干部的道德品行和精神境界，大力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重点开展忠于党和人民、尽职尽责工作、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拒腐防变的教育。干

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要会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学科、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打造品牌培训项目，

实施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工程，大力开发案例教材。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要加强宏观指导和审核把关，

确保教材质量。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每年定期向党员干部推荐学习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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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创新培训方式方法。改进培训班次设置方式，推广专题研究、短期培训、小班教学，突出按干部类别开展

培训。改进讲授式教学，推广研究式、案例式、体验式、模拟式教学。倡导异地培训、挂职培训、分段式培训，探

索完善干部免职脱岗培训、后备干部个性化定制培训制度。探索跨地区、跨部门、跨学校的合作培训模式。上级干

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针对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干部的特殊培训需求，主动送教上门。鼓励干

部利用业余时间多读书、读好书，不断改进干部在职自学。 

  六、师资管理改革 

  20．改进师资队伍选聘。探索建立符合干部教育培训特点的师资准入和退出机制，引导优秀师资积极参与干部

教育培训，做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优胜劣汰、有进有出。坚持专兼结合，面向社会公开选拔、择优聘用专职教

师，大力选聘优秀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师，形成结构合理、专兼职比例适

当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市（地）级以下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师资构成要逐步过渡到以兼职教师为主。建立领导干部上

讲台制度，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坚持到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授课。积极开展送教下基层活动，选送优

秀教师支持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到 2012 年，中央组织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分别牵头建成

国家级、省级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为实现优秀师资资源共享创造条件。 

  21．强化师资队伍培养。实施培训者培训工程。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优秀教师特别是中青年骨干教师，到境

内外知名高校和上级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学习进修。通过挂职锻炼、实地调研、跟班学习等途径，切实提高教师理论

联系实际能力和业务水平。 

  22．完善师资队伍评价。深化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人事制度改革，探索建立符合干部教育培训特点的师资考核评

价体系和职称评定、岗位聘任办法。研究制定干部教育培训师资职业道德规范。推行教师竞争竞聘上岗，并将岗位

等级、工作业绩与薪酬挂钩。 

  七、宏观管理改革 

  23．强化管理职能。中央组织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对干部教育培训要以宏观管理为主，

在抓好重点培训项目的同时，切实履行好整体规划、宏观指导、协调服务、督促检查、制度规范职能。干部教育培

训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其他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强对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工作指导，及时研究解决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加强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加大对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干部教育培训支持力度，指

导东部地区做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继续做好军地领导干部交叉培训工作。 

  24．改进管理方式。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法制建设，研究制定规范公务员培训的法规，完善干部教育培训权益保

障、竞争择优、考核评估和监督约束等方面配套制度。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理论和政策研究。推进干部教育培训

管理信息化建设，建立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管理工作者队伍建设，注重培训，促进

交流，优化结构，提高素质。 

  25．加强和改进学风建设。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严治校，勤俭办学。学员要加强党性锻

炼，端正学习态度，严守校纪校规。教师要严守纪律、严谨治学、以德施教。组织人事部门要将干部学习态度、参

与程度、互动效果、学习成果作为评价学风情况的重要内容。纪检监察机关要将干部学习培训期间的表现纳入干部

日常监督管理范围，对培训期间违反有关规定和纪律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26．改革经费管理。各级政府要将干部教育培训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随着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保证干

部教育培训工作需要。建立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和个人出资相结合的干部教育培训经费投入机制。建

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专项经费制度，加强专项经费管理，完善经费“跟着项目走”的管理办法，探索建立经费“跟

着干部走”的使用方式，促进经费向优质培训资源流动。加大干部教育培训经费使用监督检查力度。 

  八、加强组织领导 

  27．落实领导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切实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充

分发挥领导作用，做到思想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掌握情

况，解决干部教育培训改革中的困难和问题。各级组织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履行好牵头抓总职能，纪检监察、宣传、

统战、机关工委、编制、发展改革、教育、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有资产管理等有关部门，党校、行政学

院、干部学院等教育培训机构，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落实好相关改革任务和要求，形成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密

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工作的

沟通协调。 

  28．强化工作指导。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切实解决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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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问题。认真总结推广各地区各部门创造的成功经验，及时转化为改革的具体措施。注重分类指导，针对不同地

区、不同部门、不同培训机构的特点，提出推动改革的指导意见。 

  29．加强督促检查。中央组织部要对本纲要实施情况进行跟踪了解和督促检查，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

具体意见和措施。地方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也要及时对本地区干部教育培训改革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确保改革扎实推

进，取得实效。 

  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本纲要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可根据本纲要精神，制定

相应的实施意见。 

 

 

8.3.339）《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2010 年 7月 29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3.htm  

 根据党的十七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为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全面提高国

民素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制定本《教育规划纲要》。 

序 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寄托着   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强国必先强教。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实现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毛 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

代中央领   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社会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辟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     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投入大

幅增长，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改革逐步深化，办学水平不断提高。进入本世纪以来，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

现，职     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农村教育得到加强，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教育的发

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推进了科技创新、文化繁荣，为经   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作出了不可替代

的重大贡献。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

争日趋激   烈。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   展，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发展方

式加快转变，都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   

靠人才，基础在教育。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 教育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

好教育的   要求。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学生适

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   缺；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学校办学活力不足；

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

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接受良好教育成为人民群众强烈期盼，深化教育改革成为全社会共同

心声。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必须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

位置。按   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坚持

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     为核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动教育事业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和   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第一部分 总体战略 

第一章 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3.htm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753 页 共 3277 页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全面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把握教育发展阶段性特征，坚持以人为本，遵

循教育规律，面向社会需求，优化结构布局，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二）工作方针。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优先发展是党和国家提出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把优   先发展教育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基本要求，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

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     源开发需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的

积极性，共同担负起培育下一代的责任，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完善体制和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

育，   不断扩大社会资源对教育的投入。 

  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人 力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的主

要途径。   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     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努力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

新人  才。 

  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要以体 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

校大胆探   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建设现     代学校制度。加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质

量多样化人才需要与教育培养能力不足的矛盾、人民群众期盼良好教育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增强教育活力与体

制机制   约束的矛盾，为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 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

求是保障   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

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   教育差距。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全社

会要共同促进教育公平。 

  把提 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

量教育质   量的根本标准。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

水平，出名师，育英才。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     和工作机制，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

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   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第二章 战略目标和战略主题 

  （三）战略目标。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达到   9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 40%；扫除青壮年文盲。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从 12.4 年提高到 13.5 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9.5 年提高到 11.2 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

达到 2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 2009 年翻一番。 

   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覆盖

城乡的基   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

好每一个学生，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切实解决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保

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 

  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教育质量整体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断扩大，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各类人才服务国家、

服务人民和参与国际竞争能力显著增强。 

   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职前教育和职

后教育有   效衔接。继续教育参与率大幅提升，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年参与率达到 50%。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

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   成、学有所用。 

  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革，提高教育开放水平，全面形成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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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

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四）战略主题。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

代要求，   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

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   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教育，引   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教育，坚定学生对中国共产党

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和信心；加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

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培养学生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良好品质。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树立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

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     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

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构建大中小学有效衔接的德育体系，创新德育

形   式，丰富德育内容，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辅导员、

班主任队伍建设。 

  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

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开创美好未

来。 

   坚持全面发展。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坚持文化知识学习与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

学习与社   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加强体育，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确保学生体育课

程和课余活动时间，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加

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加强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重视安

全教   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第二部分 发展任务 

第三章 学前教育 

   （五）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对幼儿身心健康、习惯养成、智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遵循幼儿身心发

展规律，   坚持科学保教方法，保障幼儿快乐健康成长。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到 2020 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

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重   视 0 至 3 岁婴幼儿教育。 

  （六）明确政府职责。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

办民办并   举的办园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加大政府投入，完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

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补助。加强学前教育管理，规范     办园行为。制定学前教育办园标准，建立幼儿

园准入制度。完善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严格执行幼儿教师资格标准，切实加强幼儿教师培养培训，提高幼儿教师

队伍   整体素质，依法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学前教育的宏观指导和管理，相关部门履

行各自职责，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发展学前教育。 

   （七）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着力保证留守儿童入园。采取多种形式扩

大农村学   前教育资源，改扩建、新建幼儿园，充分利用中小学布局调整富余的校舍和教师举办幼儿园（班）。发

挥乡镇中心幼儿园对村幼儿园的示范指导作用。支持贫困地区   发展学前教育。 

第四章 义务教育 

   （八）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义务教育是国家依法统一实施、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具

有强制   性、免费性和普及性，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注重品行培养，激发学习兴趣，培育健康体魄，养成良

好习惯。到 2020 年，全面提高普及水平，全面提高教育质   量，基本实现区域内均衡发展，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接

受良好义务教育。 

  巩固 义务教育普及成果。适应城乡发展需要，合理规划学校布局，办好必要的教学点，方便学生就近入学。

坚持以输   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

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     的办法。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先满足留守儿童住宿需求。采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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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   适龄儿童少年不因家庭经济困难、就学困难、学习困难等原因而失学，努力消除辍学现象。 

  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建立国家义务教育质量基本标准和监测制度。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标准、教师资格

标准。深化课程与教学方法改革，推行小班教学。配齐音乐、体育、美术等学科教师，开足开好规定课程。大力推

广普通话教学，使用规范汉字。 

  增强学生体质。科学安排学习、生活、锻炼，保证学生睡眠时间。大力开展“阳光体育”运动，保证学生每天

锻炼一小时，不断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倡合理膳食，改善学生营养状况，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营养水平。

保护学生视力。 

  （九）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推

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均衡配置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资源。 

   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加快薄弱学校改造，着力提高师资水平。实行县（区）域内教师、

校长交流   制度。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义务教育阶段

不得设置重点学校和重点班。在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进入公办   学校的前提下，发展民办教育，提供选择机会。 

  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

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 

  努力缩小区域差距。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鼓励发达地

区支援欠发达地区。 

  （十）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课业负担严重损害儿童少年身心健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减负落实到中小学教育全过程，促进学

生生动活泼学习、健康快乐成长。率先实现小学生减负。 

   各级政府要把减负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统筹规划，整体推进。调整教材内容，科学设计课程难度。改

革考试评   价制度和学校考核办法。规范办学行为，建立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不得以升学率对地区和

学校进行排名，不得下达升学指标。规范各种社会补习机构和教   辅市场。加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丰富

学生课外及校外活动。 

  学校要 把减负落实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给学生留下了解社会、深入思考、动手实践、健身娱乐的时间。提

高教师业   务素质，改进教学方法，增强课堂教学效果，减少作业量和考试次数。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爱好。严

格执行课程方案，不得增加课时和提高难度。各种等级考试和竞   赛成绩不得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与升学的依

据。 

  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儿童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

重子女的健康情趣，培养子女的良好习惯，加强与学校的沟通配合，共同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第五章 高中阶段教育 

   （十一）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是学生个性形成、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对提高国民素质和

培养创新   人才具有特殊意义。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强自立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克服应试教育倾向。到 2020

年，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满足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   育需求。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确定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今后一个时期总体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

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高中阶段教育的扶持力度。 

   （十二）全面提高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深入推进课程改革，全面落实课程方案，保证学生全面完成国家

规定的文   理等各门课程的学习。创造条件开设丰富多彩的选修课，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

性的发展。逐步消除大班额现象。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社区服     务和社会实践。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体

系，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加强对学生的理想、心理、学业等多方

面指  导。 

  （十三）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促进办学体制多样化，扩大优质资 源。推进培养模式多样化，满足不同

潜质学生   的发展需要。探索发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途径。鼓励普通高中办出特色。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根据

需要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探索综合高中发展模式。采   取多种方式，为在校生和未升学毕业生提供职

业教育。 

第六章 职业教育 

   （十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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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

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到   2020 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

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   的

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政府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

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统筹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健全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大职业教育投

入。 

   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

实习的人   才培养模式。坚持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制定职业学校基本办学标准。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和实训基地建设，提升职业教育基础能     力。建立健全技能型人才到职业学校从教的

制度。完善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资格标准和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办法。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吸收   企业参加教育质量评估。开展职业技能竞赛。 

  （十五）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 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

办学法   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鼓励行业组织、企业举办职业学校，鼓励委托职业学校进行职工培训。制定

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鼓励企业   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十六）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把加强职 业教育作为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基

础教育、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统筹，促进农科教结合。强化省、市（地）级政府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责任，扩大

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覆盖面，根据需要办好县级职教中心。强化     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协调和综合利用，推进城

乡、区域合作，增强服务“三农”能力。加强涉农专业建设，加大培养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力度。

支持   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参与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开展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

训。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 

   （十七）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完善职业教育支持政策。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完善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   助政策。改革招生和教学模式。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推进职业学校专

业课程内容和职业标准相衔接。完善就业准入制度，执行“先培     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规定。制

定退役士兵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办法。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课程衔接体系。鼓励毕业生在职继续学习，完善职业学校

毕     业生直接升学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渠道。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加大对有突出贡献高

技能人才的宣传表彰力度，形成行行出状元的良好社会氛  围。 

第七章 高等教育 

   （十八）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   的重大任务。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到 2020 年，高

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

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十九）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

知识丰   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加大教学投入。把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内容，把

教授为低年级学生授课作为重要制度。加强实验室、校内外实     习基地、课程教材等基本建设。深化教学改革。

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加强就业创业教

育     和就业指导服务。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全面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严格教学管理。健全教学质量保   障体系，改进高校教学评估。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

性和主动性，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增强诚信意识，养成良好学风。 

  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建立以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推行产学

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制”。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管理，不断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质

量。 

   （二十）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鼓励高校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

国防科   技创新和区域创新中作出贡献。大力开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坚持服务国家目标

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加强基础研究；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     攻方向，加强应用研究。促进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科技教育资源共享，推动高校创新组织模式，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团队。促进科研与教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757 页 共 3277 页 

学     互动、与创新人才培养相结合。充分发挥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加强高校重点科研创新基地与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完善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   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实

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二十一）增强社会服务能力。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推进产学研用结

合，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规范校办产业发展。为社会成员提供继续教育服务。开展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公众科

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   展先进文化。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

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鼓励师生开展志愿服务。 

   （二十二）优化结构办出特色。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

结构。优   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

模。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优化区域布局结构。设立     支持地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实施中西部高等

教育振兴计划。新增招生计划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地区倾斜，扩大东部高校在中西部地区招生规模，加大东

部高   校对西部高校对口支援力度。鼓励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率先发展。建立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军队人才

培养体系。 

  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

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继续实施“985 工程”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继

续实   施“211 工程”和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改进管理模式，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绩效评估，进行动态管理。

鼓励学校优势学科面向世界，支持参与和设立国际学术     合作组织、国际科学计划，支持与境外高水平教育、

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步伐，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形成一批世   

界一流学科，产生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贡献力量。 

第八章 继续教育 

   （二十三）加快发展继续教育。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特别是成人教育活

动，是终   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新继续教育观念，加大投入力度，以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

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稳步发展学历继续教育。重视老年教   育。倡导全民阅读。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

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二十四）建立健全继续教育体制机制。政府成立跨部门继续教育协调机构，统筹指导继续教育发展。将继

续教育纳   入区域、行业总体发展规划。行业主管部门或协会负责制定行业继续教育规划和组织实施办法。加快

继续教育法制建设。健全继续教育激励机制，推进继续教育与工     作考核、岗位聘任（聘用）、职务（职称）评

聘、职业注册等人事管理制度的衔接。鼓励个人多种形式接受继续教育，支持用人单位为从业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提

供条   件。加强继续教育监管和评估。 

  （二十五）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发展和规范教育培训服务，统筹扩大继续教育资源。鼓励学校、

科研院   所、企业等相关组织开展继续教育。加强城乡社区教育机构和网络建设，开发社区教育资源。大力发展

现代远程教育，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   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方便、

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 

  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提供多次选择机会，满足个人多样化的学

习和发展需要。健全宽进严出的学习制度，办好开放大学，改革和完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建立继续教育学分

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 

第九章 民族教育 

   （二十六）重视和支持民族教育事业。加快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对于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加强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

党的民族政策，切实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面   临的特殊困难和突出问题。 

  在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推动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国家法律法规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引导广大师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不断夯实各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增强中华民族自

豪感和凝聚力。 

  （二十七）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公共教育资源要向民族地区倾斜。中央和地方政府要

进一步加大对民族教育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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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巩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确保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接受义务教

育，全面   提高普及水平，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支持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地方贫困县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

加强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建设。加快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发     展。支持教育基础薄弱地区改扩建、新建一批

高中阶段学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加大对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积极发展民族地区高等教

育。   支持民族院校加强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进一步办好高校民族预科班。加大对

人口较少民族教育事业的扶持力度。 

  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

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全面加强学前双语教育。国家对双语教学的师资培养培训、教学研究、教材开发和出版给予

支持。 

   加强教育对口支援。认真组织落实内地省市对民族地区教育支援工作。充分利用内地优质教育资源，探索多

种形式，   吸引更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接受教育。办好面向民族地区的职业学校。加大对民族地区师

资培养培训力度，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国家制定优   惠政策，鼓励支持高等学校毕业生到民族地区

基层任教。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第十章 特殊教育 

  （二十八）关心和支持特殊教育。特殊教育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基本途径。

各级政府要加快发展特殊教育，把特殊教育事业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列入议事日程。全社会要关心支持特

殊教育。 

  提高残疾学生的综合素质。注重潜能开发和缺陷补偿，培养残疾学生积极面对人生、全面融入社会的意识和自

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加强残疾学生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培养。 

   （二十九）完善特殊教育体系。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市（地）和 30 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市）   

都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各级各类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接收残疾人入学，不断扩大随班就读和普通学校特教班规模。

全面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加快   发展残疾人高中阶段教育，大力推进残疾人职业教育，重视发

展残疾人高等教育。因地制宜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 

   （三十）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国家制定特殊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标准，地方政府制定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

准。加大   对特殊教育的投入力度。鼓励和支持接收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为残疾学生创造学习生活条件。加强特

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采取措施落实特殊教育教师待遇。在优秀   教师表彰中提高特殊教育教师比例。加大对家

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的资助力度。逐步实施残疾学生高中阶段免费教育。 

第三部分 体制改革 

第十一章 人才培养体制改革 

   （三十一）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核心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目的

是提高人   才培养水平。树立全面发展观念，努力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树立人人成才观念，面

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成长成才。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     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为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树立系统培养观念，推进小学、中学、大学有机衔接，教学、科研、实

践紧     密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加强学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

作等多种联合培养方式，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  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 

  （三十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 

   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

学生的兴   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推

进课程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建立健全教材质量监管制度。深入   研究、确定不同教育阶段学生必须掌握的核心

内容，形成教学内容更新机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作用，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注重知行统一。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增强学生科学实验、

生产实   习和技能实训的成效。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开展各种课外及校外活动。加强中小学校外活动场所建

设。加强学生社团组织指导，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公   益事业。 

  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 优势潜能。推进分层教学、走班制、学分

制、导师   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学习困难学生的帮助机制。改进优异学生培养方式，在跳级、转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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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专业以及选修更高学段课程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健全公  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拔方式，改进中学生升

学推荐办法，创新研究生培养方法。探索高中阶段、高等学校拔尖学生培养模式。 

   （三十三）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改进教育教学评价。根据培养目标和人才理念，建立科学、

多样的评   价标准。开展由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各方面参与的教育质量评价活动。做好学生成长记录，完善

综合素质评价。探索促进学生发展的多种评价方式，激励学生乐   观向上、自主自立、努力成才。 

  改进人才评价及选用制度，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环境。树立科学人才观，建立以岗位职责为基础，以品德、能

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科学化、社会化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强化人才选拔使用中对实践能力的考查，克服社会用人单纯

追求学历的倾向。 

第十二章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三十四）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推进素质教育

实施和创   新人才培养。按照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探索招生与考试

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     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

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加强考试管理，完善专业考试机构功能，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成立国

家教育   考试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考试改革方案，指导考试改革试点。 

  （三十五） 完善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完善初中就近免试入学的具体办法。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

评价，为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改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方式，发挥优质普通高中和

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的导向作用。规范优秀特长   生录取程序与办法。中等职业学校实行自主招

生或注册入学。 

  （三十六）完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着重考查综合素质和能力。以高等学校人

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为依据，完善国家考试科目试题库，保证国家考试的科学性、导向性和规范性。探索有

的科目一年多次考试的办法，探索实行社会化考试。 

  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组织。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深入推进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改革，

加强创新能力考查，发挥和规范导师在选拔录取中的作用。 

   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方式和招生录取办法，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

的多元录   取机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招生以统一入学考试为基本方式，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择

优录取。对特长显著、符合学校培养要求的，依据面试或者测试     结果自主录取；高中阶段全面发展、表现优

异的，推荐录取；符合条件、自愿到国家需要的行业、地区就业的，签订协议实行定向录取；对在实践岗位上作出

突出贡   献或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建立专门程序，破格录取。 

  （三十七）加强信息 公开和社会监督。完善考试招生信息发布制度，实现信息公开透明，保障考生权益，加

强政府和   社会监督。公开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原则和办法，公开招生章程和政策、招生程序和结果，公开自

主招生办法、程序和结果。加强考试招生法规建设，规范学校招   生录取程序，清理并规范升学加分政策。强化

考试安全责任，加强诚信制度建设，坚决防范和严肃查处考试招生舞弊行为。 

第十三章 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三十八）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

参与的   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明确政府管理

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权利和责任。探索适应不     同类型教育和人才成长的学校管理体制与办学

模式，避免千校一面。完善学校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机制。健全校务公开制度，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的监督。随着

国家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

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三十九）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监管机制，减

少和规范   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法律

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     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

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

自主管   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扩大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在办学模式、育人方式、资源配置、人事管理、

合作办学、社区服务等方面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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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健全议   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

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   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

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全

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确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 

   扩大社会合作。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高等学

校与行   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

机制，提高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推进高校后勤社   会化改革。 

  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

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

发布制度。 

   （四十一）完善中小学学校管理制度。完善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负责制。完善校长任职条件和任

用办法。   实行校务会议等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扩大中等职

业学校专业设置自主权。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引导社区和有   关专业人士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发挥企业参

与中等职业学校发展的作用。建立中等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合作机制。 

第十四章 办学体制改革 

   （四十二）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

多样、充   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

格局。调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教育活力，满足人   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深化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积极鼓励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学校办学，扶持薄弱学校发展，扩大优

质教育资源，增强办学活力，提高办学效益。各地可从实际出发，开展公办学校联合办学、委托管理等试验，探索

多种形式，提高办学水平。 

  改进非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完善优惠政策，鼓励公平竞争，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进入教育领域。 

   （四十三）大力支持民办教育。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各级政

府要把发   展民办教育作为重要工作职责，鼓励出资、捐资办学，促进社会力量以独立举办、共同举办等多种形

式兴办教育。完善独立学院管理和运行机制。支持民办学校创新   体制机制和育人模式，提高质量，办出特色，

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 

  依 法落实民办学校、学生、教师与公办学校、学生、教师平等的法律地位，保障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清理

并纠正对   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制定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具备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授

予单位条件的民办学校，按规定程序予以审批。建立完善民办学   校教师社会保险制度。 

  健全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的扶持政策。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有关教育和培训任务，拨付相应教育经费。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民办学校。国家对发展民办教育作出突出贡

献的组织、学校和个人给予奖励和表彰。 

   （四十四）依法管理民办教育。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民办教育的统筹、规划和管理工作。积极探索营利

性和非营   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规范民办学校法人登记。完善民办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民办学校依法设立理

事会或董事会，保障校长依法行使职权，逐步推进监事制度。积     极发挥民办学校党组织的作用。完善民办高

等学校督导专员制度。落实民办学校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依法明确民办学校变更、退出机制。

切实落     实民办学校法人财产权。依法建立民办学校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学

校资产、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建立民办学校办学风险防   范机制和信息公开制度。扩大社会参与民办学

校的管理与监督。加强对民办教育的评估。 

第十五章 管理体制改革 

   （四十五）健全统筹有力、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深化教育管理体

制改革，   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促进管办评分离，形成政事分开、

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中央政府统一     领导和管理国家教育事业，制定发展规划、

方针政策和基本标准，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和区域布局。整体部署教育改革试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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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   府负责落实国家方针政策，开展教育改革试验，根据职责分工负责区域内教育改革、发展和稳定。 

   （四十六）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进一步加大省级政府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统筹管理义务教育，

推进城   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依法落实发展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促进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合理分布，加

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重点扶持困难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     促进省域内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和资源共享，支

持行业、企业发展职业教育。完善以省级政府为主管理高等教育的体制，合理设置和调整高等学校及学科、专业布

局，     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质量。依法审批设立实施专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审批省级政府管理本科院校学

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已确定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授予点。     完善省对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加大对经

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根据国家标准，结合本地实际，合理确定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教师编制等实施标准。

统   筹推进教育综合改革，促进教育区域协作，提高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支持和督促市（地）、县级政

府履行职责，发展管理好当地各类教育。 

   （四十七）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统筹规划、政策引导、监督管理和提供公共教育服

务的职   责，建立健全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维护教育公平和教育秩序。改变

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   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

的行政干预。 

  提高政府决策 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规范决策程序，重大教育政策出台前要公开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

见。成立   教育咨询委员会，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咨询论证，提高重大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建立和完善国家教

育基本标准。整合国家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机构及资源，完善监测   评估体系，定期发布监测评估报告。加强教育

监督检查，完善教育问责机制。 

  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

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第十六章 扩大教育开放 

   （四十八）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

高我国教   育国际化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

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   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

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四十九）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吸引境外知名学校、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合作设立教育教学、实训、研

究机构或项目。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探索多种方式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吸引更多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来华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有计划地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学术团队。引进

境外优秀教材，提高高等学校聘任外籍教师的比例。吸引海外优秀留学人员回国服务。 

   （五十）提高交流合作水平。扩大政府间学历学位互认。支持中外大学间的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

和学位互   授联授。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建立教学科研合作平台，联合推进高水平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

究。加强中小学、职业学校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国际理解教  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

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推动我国高水平教育机构海外办学，加强教育国际交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和教育服务。支持国际汉语教育。

提高孔子学院办学质量和水平。加大教育国际援助力度，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培训专门人才。拓宽渠道和领域，建立

高等学校毕业生海外志愿者服务机制。 

  创新和完善公派出国留学机制，在全国公开选拔优秀学生进入国外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加强对自费出

国留学的政策引导，加大对优秀自费留学生资助和奖励力度。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提

高对留学人员的服务和管理水平。 

  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重点资助发展中国家学生，优化来华留学人员结构。

实施来华留学预备教育，增加高等学校外语授课的学科专业，不断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 

  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和全球性、区域性教育合作。积极参与和推

动国际组织教育政策、规则、标准的研究和制定。搭建高层次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与政策对话平台，加强教育研究领

域和教育创新实践活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加强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扩展交流内容，创新合作模式，促进教育事业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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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保障措施 

第十七章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五十一）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提高教师地位，维护教

师权益，改善教师待遇，使教师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严格教师资质，提升教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

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五十二）加强师德建设。加强教师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教师要关   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

指导者和引路人。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考核、聘任（聘用）和评   价的首要内容。采取综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

形成良好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克服学术浮躁，查处学术不端行为。 

  （五十三）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完善培养培训体系，做好培养培训规划，优化队伍结构，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和

教学能力。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等方式，培养教育教学骨干、“双师型”教师、学术带头人和校长，

造就一批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 

   以农村教师为重点，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创新农村教师补充机制，完善制度政策，吸引更多优秀

人才从   教。积极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完善代偿机制，鼓励高校毕

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当教师。完善教师培训制度，将教师培训     经费列入政府预算，对教师实行每五年一周期

的全员培训。加大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培养培训力度。加强校长培训，重视辅导员和班主任培训。加强教师教育，构

建以     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大学参与、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创新培养模式，增强

实习实践环节，强化师德修养和教学能力训练，提高教师培养   质量。 

  以“双师型”教师为重点，加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加大职业院 校教师培养培训力度。依托相关高等学

校和大中   型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完善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制度。完善相关人事制度，聘

任（聘用）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担任专兼   职教师，提高持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职业资

格证书教师比例。 

  以中青年教 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建设高素质的高校教师队伍。大力提高高校教师教学水平、科研创新和社

会服务能   力。促进跨学科、跨单位合作，形成高水平教学和科研创新团队。创新人事管理和薪酬分配方式，引

导教师潜心教学科研，鼓励中青年优秀教师脱颖而出。实施海外   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人才项目，为高校集聚具有国际影响的学科领军人才。 

   （五十四）提高教师地位待遇。不断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吸引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依法保   证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落实教师绩效工资。对

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在工资、职务   （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贴标准。

建设农村艰苦边远地区学校教师周转宿舍。研究制定优惠政策，改善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关心教师身心健康。    

落实和完善教师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政策。国家对在农村地区长期从教、贡献突出的教师给予奖励。 

   （五十五）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准入制度，严把教师入口关。国家制定教师资格标准，

提高教师   任职学历标准和品行要求。建立教师资格证书定期登记制度。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和资格认定，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按规定履行中小学教师   的招聘录用、职务（职称）评聘、培养培训和

考核等管理职能。 

  逐步实行城 乡统一的中小学编制标准，对农村边远地区实行倾斜政策。制定幼儿园教师配备标准。建立统一

的中小学   教师职务（职称）系列，在中小学设置正高级教师职务（职称）。探索在职业学校设置正高级教师职务

（职称）。制定高等学校编制标准。加强学校岗位管理，创新     聘用方式，规范用人行为，完善激励机制，激发

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和校长流动机制。城镇中小学教师在评聘高级职务（职称）时，

原     则上要有一年以上在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经历。加强教师管理，完善教师退出机制。制定校长任职资

格标准，促进校长专业化，提高校长管理水平。推行校长职   级制。 

  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

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大力表彰和宣传模范教师的先进事迹。国家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设立荣誉称号。 

第十八章 保障经费投入 

  （五十六）加大教育投入。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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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要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 

   各级政府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各项收入，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严格按照教育

法律法规   规定，年初预算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收入分配都要体现法定增长要求，保证教育财政拨款增长明显高

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     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

逐步增长。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 3％足额征收教育费附加，专项用于教育事业。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支出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 年达到 4％。 

  社会投入是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 部分。充分调动全社会办教育积极性，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途径，多渠道

增加教育   投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办学。完善非义务

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培养成本和群众承   受能力，调整学费标准。完善捐赠教育激励机

制，落实个人教育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所得税税前扣除规定。 

  （五十七）完善投入机制。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教育服务职责，完善各级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保障学

校办学经费的稳定来源和增长。各地根据国家办学条件基本标准和教育教学基本需要，制定并逐步提高区域内各级

学校学生人均经费基本标准和学生人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 

  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投入体制。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提高保障水平。尽快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债务。 

   非义务教育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学前教育建立政

府投入、   社会举办者投入、家庭合理负担的投入机制。普通高中实行以财政投入为主，其他渠道筹措经费为辅

的机制。中等职业教育实行政府、行业、企业及其他社会力量依   法筹集经费的机制。高等教育实行以举办者投

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筹措经费的机制。 

  进一步加大农村、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投入。中央财政通过加大转移支付，支持农村欠发达地区和民

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解决突出问题。 

   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各地根据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和发展情况，逐步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和城镇低保家庭

子女接受   学前教育予以资助。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改善中小学生营养状况。

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完善普通本科高     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完善助学贷款体制机制。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完善

资助政   策，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建立国家奖助学金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五十八）加强经费管理。坚持依法理财，严格执行国家财政资金管理法律制度和财经纪律。建立科学化、

精细化预   算管理机制，科学编制预算，提高预算执行效率。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增强经费分配的科

学性。加强学校财务会计制度建设，完善经费使用内部稽核和内     部控制制度。完善教育经费监管机构职能，

在高等学校试行设立总会计师职务，提升经费使用和资产管理专业化水平。公办高等学校总会计师由政府委派。加

强经费     使用监督，强化重大项目建设和经费使用全过程审计，确保经费使用规范、安全、有效。建立并不断

完善教育经费基础信息库，提升经费管理信息化水平。防范学校     财务风险。建立经费使用绩效评价制度，加

强重大项目经费使用考评。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建立健全学校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管理制度，防止国有

资产流   失，提高使用效益。 

  完善学校收费管理办法，规范学校收费行为和收费资金使用管理。坚持勤俭办学，严禁铺张浪费，建设节约型

学校。 

第十九章 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 

   （五十九）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把教育

信息化纳   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超前部署教育信息网络。到 2020 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各级各类学校的

教育信息化体系，促进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     充分利用优质资源和先进技术，创新运行机制和

管理模式，整合现有资源，构建先进、高效、实用的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加快终端设施普及，推进数字化校园建   

设，实现多种方式接入互联网。重点加强农村学校信息基础建设，缩小城乡数字化差距。加快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

机网、中国教育卫星宽带传输网升级换代。制定教   育信息化基本标准，促进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六十）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 发与应用。加强网络教学资源体系建设。引进国际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

网络学习   课程。建立数字图书馆和虚拟实验室。建立开放灵活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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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共享。创新网络教学模式，开展高质量高水平远程学历教育。   继续推进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使农村和边远

地区师生能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强化信息技术应用。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水平，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鼓励学生利

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增强运用信息技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加快全民信息技术普及和应用。 

   （六十一）构建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制定学校基础信息管理要求，加快学校管理信息化进程，促进学校

管理标准   化、规范化。推进政府教育管理信息化，积累基础资料，掌握总体状况，加强动态监测，提高管理效

率。整合各级各类教育管理资源，搭建国家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   台，为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公众提供公

共教育信息，不断提高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 

第二十章 推进依法治教 

   （六十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按照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加快教育法制建设进程，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法律法规。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修订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

学位条例、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有关考试、学校、终   身学习、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加强教育

行政法规建设。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制定促进本地区教育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六十三）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各级政府要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依法履行教育职责。探索教育行政执

法体制机   制改革，落实教育行政执法责任制，及时查处违反教育法律法规、侵害受教育者权益、扰乱教育秩序

等行为，依法维护学校、学生、教师、校长和举办者的权益。完   善教育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对教育的知情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六十 四）大力推进依法治校。学校要建立完善符合法律规定、体现自身特色的学校章程和制度，依法办学，

从严治   校，认真履行教育教学和管理职责。尊重教师权利，加强教师管理。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对学生实施

的奖励与处分要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健全符合法治原则的教   育救济制度。 

  开展普法教育。促进师生员工提高法律素质和公民意识，自觉知法守法，遵守公共生活秩序，做遵纪守法的楷

模。 

   （六十五）完善督导制度和监督问责机制。制定教育督导条例，进一步健全教育督导制度。探索建立相对独

立的教育   督导机构，独立行使督导职能。健全国家督学制度，建设专职督导队伍。坚持督政与督学并重、监督

与指导并重。加强义务教育督导检查，开展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   教育督导检查。强化对政府落实教育法律法规

和政策情况的督导检查。建立督导检查结果公告制度和限期整改制度。 

  严格落实问责制。主动接受和积极配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教育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司法机关

的司法监督。建立健全层级监督机制。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强化社会监督。 

第二十一章 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 

  （六十六）组织实施重大项目。2010—2012 年，围绕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目标，着眼于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

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加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为重点，完善机制，组织实施一批重大项目。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均衡配置、合理布局。

实施中小   学校舍安全工程，集中开展危房改造、抗震加固，实现城乡中小学校舍安全达标；改造小学和初中薄

弱学校，尽快使义务教育学校师资、教学仪器设备、图书、体育   场地基本达标；改扩建劳务输出大省和特殊困

难地区农村学校寄宿设施，改善农村学生特别是留守儿童寄宿条件，基本满足需要。 

   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吸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加强

农村中小   学薄弱学科教师队伍建设，重点培养和补充一批边远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急需紧缺教师；对义务教育

教师进行全员培训，组织校长研修培训；对专科学历以下小学教   师进行学历提高教育，使全国小学教师学历逐

步达到专科以上水平。 

  推进农村学前教育。支持办好现有的乡镇和村幼儿园；重点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充分利用中小学富余校舍和社

会资源，改扩建或新建乡镇和村幼儿园；对农村幼儿园园长和骨干教师进行培训。 

   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支持建设一批职业教育实训基地，提升职业教育实践教学水平；完成一大批“双师

型”教师   培训，聘任（聘用）一大批有实践经验和技能的专兼职教师；支持一批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示范校和优

质特色校建设，支持高等职业教育示范校建设；支持一批示范性   职业教育集团学校建设，促进优质资源开放共

享。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实施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加强中西部地方高校优势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实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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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高校对   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支持建设一批高等学校产学研基地；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和卓

越工程师、医师等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继续实施“985 工程”     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实施“211 工程”

和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继续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  “高等

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和“高等学校高层次创新人才计划”。 

  发 展民族教育。巩固民族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果，支持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地方贫困县实现义务教育学校

标准化；   重点扶持和培养一批边疆民族地区紧缺教师人才；加强对民族地区中小学和幼儿园双语教师培养培训；

加快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启动内地中职班，支持教育   基础薄弱县改扩建、新建一批普通高中和中等职

业学校；支持民族院校建设。 

  发展特殊教育。改扩建和新建一批特殊教育学校，使市（地）和 30 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市）

都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为现有特殊教育学校添置必要的教学、生活和康复训练设施，改善办学条件；对特殊教育

教师进行专业培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启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免除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学费；把普通高中学生和研究生纳入国家助学体系。 

   教育信息化建设。提高中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为农村中小学班级配备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建

设有效共   享、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国家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和公共服务平台；基本建成较完备的国家级和省级教

育基础信息库以及教育质量、学生流动、资源配置和毕业生就业   状况等监测分析系统。 

  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支持一批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支持在高校建设一批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研究中

心；引进   一大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开展大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海外研修培训；支持扩大公派出国留学规模；

实施留学中国计划，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培养各种外语人才；   支持孔子学院建设。 

  （六十七）组织开展改革试点。成立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研究部署、指导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工作。根

据统筹规划、分步实施、试点先行、动态调整的原则，选择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重大改革试点。 

  推进素质教育改革试点。建立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有效机制；加强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建设；开展高中办学

模式多样化试验，开发特色课程；探索弹性学制等培养方式；完善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定期发布测评结果等。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试点。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实行县（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实

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切实解决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

题等。 

  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试点。以推进政府统筹、校企合作、集团化办学为重点，探索部门、行业、企业参与办

学的机制；开展委托培养、定向培养、订单式培养试点；开展工学结合、弹性学制、模块化教学等试点；推进职业

教育为“三农”服务、培养新型农民的试点。 

  终身教育体制机制建设试点。建立区域内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之间的沟通机制；建立终身学习网络

和服务平台；统筹开发社会教育资源，积极发展社区教育；建立学习成果认证体系，建立“学分银行”制度等。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点。探索贯穿各级各类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途径；鼓励高等学校联合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支持有条件的高中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研究和试验，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完善初中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探索实行高水平大学联考；探索高等

职业学校自主考试或根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注册入学；探索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破格录取的具体方式；

探索缩小高等学校入学机会区域差距的举措等。 

   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研究制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意见。制定和完善学校章程，探索学校理事

会或董事   会、学术委员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机制；全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实行新进人员公开招聘制

度；探索协议工资制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办法；建立多种形式的专   职科研队伍，推进管理人员职员制；完善校务

公开制度等。 

  深化办学体制改革试点。探索公办学校联合办学、中外合作办学、委托管理等改革试验；开展对营利性和非营

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试点；建立民办学校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探索独立学院管理和发展的有效方式等。 

   地方教育投入保障机制改革试点。建立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长效机制；制定各级学校学生人均经费基本标准

和学生人   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探索政府收入统筹用于支持教育的办法；建立教育投入分项分担机制；依法制

定鼓励教育投入的优惠政策；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   工作的教师实行工资福利倾斜政策等。 

  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探 索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实现形式；合理部署区域内学校、学科、专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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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制定   办学条件、教师编制、招生规模等基本标准；推进县（市）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加强教育督导制度建

设，探索督导机构独立履行职责的机制；探索省际教育协作改革   试点，建立跨地区教育协作机制等。 

第二十二章 加强组织领导 

   （六十八）加强和改善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推动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科学发展作为重要职责，健全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及

时研究解决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要把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作为各级党委和政

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完善考核机制和问责制度。各级政府要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教育

工作   情况。建立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定点联系学校制度。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支持教育改革和发展。

扩大人民群众对教育事业的知情权、参与度。 

  加强教育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鼓励和支持教育科研人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研究和回答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六十九）加强和改进教育系统党的建设。把教育系统党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党组织。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

干部、教育广大师生。深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学习教育。 

  健全各 级各类学校党的组织。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贯穿学校党组织活动

始终，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牢牢把握党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高等学校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在学校

改革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小学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在学校工   作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

积极探索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法。 

  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办学治校能力。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

人标准，选拔任用学校领导干部。加大学校领导干部培养培训和交流任职力度。 

  着力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推进工作创新，增强生机活力。充分发挥学校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加强在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重视学校共青团、少先队工作。 

   加强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求真务实之风、艰苦奋斗之风、批评和自

我批评之   风。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完善体现教育系统特点的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大教育、监督、改  革、制度创新力度，坚决惩治腐败。坚持从严治教、

规范管理，积极推行政务公开、校务公开。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种不正之风。 

   （七十）切实维护教育系统和谐稳定。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平安校

园、文明   校园、绿色校园、和谐校园创建活动。重视解决好师生员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机制，完善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妥善处置各种事端。     加强校园网络管理。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

和工作机制，完善人防、物防和技防措施。加强师生安全教育和学校安全管理，提高预防灾害、应急避险和防范违

法犯罪   活动的能力。加强校园和周边环境治安综合治理，为师生创造安定有序、和谐融洽、充满活力的工作、

学习、生活环境。 

实 施 

  《教育规划纲要》是 21 世纪我国第一个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任务重、要求高，必

须周密部署、精心组织、认真实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明确目标任务，落实责任分工。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各地区各部门要

在中央   统一领导下，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部署和要求，对目标任务进行分解，明确责任分工。国务院教育

行政部门负责《教育规划纲要》的组织协调与实施，各有关部   门积极配合，密切协作，共同抓好贯彻落实。 

  提出实施方案，制定配套政策。各地要围绕《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体制改革、重大措

施和项目等，提出本地区实施的具体方案和措施，分阶段、分步骤组织实施。各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切实可行、

操作性强的配套政策，尽快出台实施。 

  鼓励探索创新，加强督促检查。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创造性地实施

《教育规划纲要》。对各地在实施《教育规划纲要》中好的做法和有效经验，要及时总结，积极推广。对《教育规

划纲要》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和跟踪检查。 

   广泛宣传动员，营造良好环境。广泛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广泛宣传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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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和   紧迫性，广泛宣传《教育规划纲要》的重大意义和主要内容，动员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关心支持教育事

业的改革和发展，为《教育规划纲要》的实施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和舆论氛围。 

8.3.340）《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2010 年 6月 6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2.htm  

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总体要求，着眼于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人才保证，

制定《人才规划纲要》。 

序 言 

  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

较高的劳动者。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才是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富裕幸福、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推动力量。当今世界正处

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加快人

才发展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重大战略选择。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

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在继续发挥我国人力

资源优势的同时，加快形成我国人才竞争比较优势，逐步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一系列加强人才工作的政策措

施，培养造就了各个领域的大批人才。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决策，

人才强国战略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战略，人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科学人才观逐步确立，以高层

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各类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配置人才资源

的基础性作用初步发挥，人才效能明显提高，党管人才工作新格局基本形成。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人才

发展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主要

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

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等等。 

  未来十几年，是我国人才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感，积极应

对日趋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主动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定不移地走人才强国之路，科学规划，深化改革，

重点突破，整体推进，不断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 

  一、指导方针、战略目标和总体部署 

  （一）指导方针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

以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的人才

保证和广泛的智力支持。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才发展的指导方针是：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

整体开发。 

  服务发展。把服务科学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科学发展目标确定人才队伍建设任务，

根据科学发展需要制定人才政策措施，用科学发展成果检验人才工作成效。 

  人才优先。确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充分发挥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做到人才

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制度优先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

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以用为本。把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围绕用好用活人才来培养人才、引进人才，

积极为各类人才干事创业和实现价值提供机会和条件，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 

  创新机制。把深化改革作为推动人才发展的根本动力，坚决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制度障碍，构建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造活力。 

  高端引领。培养造就一批善于治国理政的领导人才，一批经营管理水平高、市场开拓能力强的优秀企业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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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一大批技

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一大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一大批职业化、专业化的高级社会工作人才，充分发挥

高层次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整体开发。加强人才培养，注重理想信念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培育拼搏奉献、艰苦创业、诚实守信、团结协

作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心人才成长，鼓励和支持人人都作贡献、人人都能成才、行行出状元。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推进城乡、区域、产业、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人才资源开发，实现各类人才队伍协调发展。 

  （二）战略目标 

  到 2020 年，我国人才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和造就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确立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人才基础。 

  ——人才资源总量稳步增长，队伍规模不断壮大。人才资源总量从现在的 1.14 亿人增加到 1.8 亿人，增长 58%，

人才资源占人力资源总量的比重提高到 16%，基本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人才素质大幅度提高，结构进一步优化。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 20%，每万劳动力中

研发人员达到 43 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 28%。人才的分布和层次、类型、性别等结构趋于合理。 

  ——人才竞争比较优势明显增强，竞争力不断提升。人才规模效益显著提高。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

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金融财会、生态环境保护、新能源、农业科技、宣传思想文化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

建成一批人才高地。 

  ——人才使用效能明显提高。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环境基本形成。

人力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 15%，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33%，人才贡献率达到 35%。 

   

国家人才发展主要指标  

 

 

指标单位 2008 年 2015 年 2020 年人才资源总量万人 113851562518025 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人年/万人 24.83343

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24.42728 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9.21520 人力资本投资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例％10.751315 人才贡献率％18.93235  注：人才贡献率数据为区间年均值，其中 2008 年数据为 1978—

2008 年的平均值，2015 年数据为 2008—2015 年的平均值，2020 年数据为 2008—2020 年的平均值。 

  （三）总体部署 

  一是实行人才投资优先，健全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个人多元人才投入机制，加大对人才发展的投入，提高

人才投资效益。二是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注重思想道德建设，突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

养，大幅度提升各类人才的整体素质。三是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改善宏观调控，促进人才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四是造就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突出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

重视培养领军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大力开发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统筹抓好党政人才、企业经

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以及社会工作人才等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

各类人才，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五是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人才管理体制，创新

人才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机制，营造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

环境。六是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坚持自主培养开发与引进海外人才并举，积极利用国（境）

外教育培训资源培养人才。七是加快人才工作法制建设，建立健全人才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管理，保护人才合法权

益。八是加强和改进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完善党管人才格局，创新党管人才方式方法，为人才发展提供坚强的组

织保证。 

  推进人才发展，要统筹兼顾，分步实施。到 2015 年，重点在制度建设、机制创新上有较大突破。到 2020 年，

全面落实各项任务，确保人才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人才队伍建设主要任务 

  （一）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 

  发展目标：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以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为重点，努力造就一批世界水

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建设宏大的创新

型科技人才队伍。到 2020 年，研发人员总量达到 380 万人年，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总量达到 4 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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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举措：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学校教育和实践锻炼相结合、国内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相衔接的开放式培

养体系。探索并推行创新型教育方式方法，突出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加强实践培养，依

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工程、重点学科和重点科研基地、国际学术交流合作项目，建设一批高层次创新型科技

人才培养基地。加强领军人才、核心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形成科研人才和科研辅助人才衔接有序、

梯次配备的合理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权责明确、评价科学、创新引导的科技管理制

度，健全有利于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评价、使用、激励措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制定加强高层次创新

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意见。改进完善院士制度，注重院士称号精神激励作用，规范院士学术兼职。加大海外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力度。组织实施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推进“百人计划”、“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人才项目。注重复合型人才培养，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观念，加大对优

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和资助力度。加强产学研合作，重视企业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的培养，推动科

技人才向企业集聚。发展创新文化，倡导追求真理、勇攀高峰、宽容失败、团结协作的创新精神，营造科学民主、

学术自由、严谨求实、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建立健全科研诚信体系，从严治理学术不端行为。 

  （二）大力开发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 

  发展目标：适应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加大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开发力度。

到 2020 年，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金融财会、国际商务、生态环境保护、能

源资源、现代交通运输、农业科技等经济重点领域培养开发急需紧缺专门人才 500 多万人；在教育、政法、宣传思

想文化、医药卫生、防灾减灾等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培养开发急需紧缺专门人才 800 多万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

各类专业人才数量充足，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人才结构趋于合理。 

  主要举措：加强产业、行业人才发展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围绕重点领域发展，开展人才需求预测，定期发布

急需紧缺人才目录。调整优化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加大急需研发人才和紧缺技术、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大规

模开展重点领域专门人才知识更新培训。建设一批工程创新训练基地，建立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工程师认证认可制

度，提高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化、国际化水平。根据国家规划，制定人才特别是产业领军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向重点

产业集聚的倾斜政策。继续实施“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文艺等领域高层次

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依托重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力

培养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医药卫生人才培养。支持重点领域科学家参加国际科研计划、

学术交流。完善重点领域科研骨干人才分配激励办法。建立重点领域相关部门人才开发协调机制。 

  （三）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1.党政人才队伍 

  发展目标：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要求，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为核心，以中高级领

导干部为重点，造就一批善于治国理政的领导人才，建设一支政治坚定、勇于创新、勤政廉洁、求真务实、奋发有

为、善于推动科学发展的高素质党政人才队伍。到2020年，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干部占党政干部队伍的85%，

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结构更加合理，总量从严控制。 

  主要举措：适应科学发展要求和干部成长规律，开展大规模干部教育培训，加强干部自学。实施党政人才素质

能力提升工程，构建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党性教育和实践锻炼“四位一体”的干部培养教育体系。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改革方针，树立坚定信念、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

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用人导向。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加大竞争性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力度，拓宽选人

用人渠道，提高干部工作科学化水平，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实施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注重从基

层和生产一线选拔党政人才。加强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非中共党员干部培养选拔和教育培训工作。实施促进科

学发展的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建立健全党政干部岗位职责规范及其能力素质评价标准，加强工作业绩考核。完

善党政人才分类管理制度。加大领导干部跨地区跨部门交流力度，推进党政机关重要岗位干部定期交流、轮岗。健

全权力约束制衡机制，加强干部管理监督。 

  2.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 

  发展目标：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以提高现代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国际竞争力

为核心，以战略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为重点，加快推进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培养

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和一支高水平的企业经营

管理人才队伍。到 2015 年，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总量达到 3500 万人。到 2020 年，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总量达到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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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培养造就 100 名左右能够引领中国企业跻身世界 500 强的战略企业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际化人才总量

达到 4 万人左右；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通过竞争性方式选聘比例达到 50%。 

  主要举措：依托知名跨国公司、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和其他培训机构，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提高战略管

理和跨文化经营管理能力。采取组织选拔与市场化选聘相结合的方式选拔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健全企业经营管理者

聘任制、任期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实行契约化管理。完善以市场和出资人认可为核心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价体

系，积极发展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价机构，建立社会化的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价制度，加强规范化管理。健全企业经

营管理人才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年度薪酬管理制度、协议工资制度和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制度。建立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库。培养和引进一批科技创新创业企业家和企业发展急需的战略规划、资本运作、科技管理、项目

管理等方面专门人才。实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和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 

  3.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发展目标：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提高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为核心，以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为

重点，打造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到 2015 年，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达到 6800 万人。到 2020 年，专

业技术人才总量达到 7500 万人，占从业人员的 10%左右，高级、中级、初级专业技术人才比例为 10∶40∶50。 

  主要举措：进一步扩大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培养规模，提高专业技术人才创新能力。构建分层分类的专业技术人

才继续教育体系，加快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进一步实施并完善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组织实施青年

英才开发计划、高素质教育人才培养工程、文化名家工程、全民健康卫生人才保障工程。加大现代物流、电子商务、

法律、咨询、会计、工业设计、知识产权、食品安全、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开发力度，重视传统服务业各类

技术人才的培养。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作用。制定双向挂职、短期工作、项目合作等灵活多样的

人才柔性流动政策，引导党政机关、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专业技术人才向企业、社会组织和基层一线有序流动，促

进专业技术人才合理分布。统筹推进专业技术职称和职业资格制度改革。完善政府特殊津贴制度，强化激励，科学

管理。改进专业技术人才收入分配等激励办法。改善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工作、生活条件，拓展职业发展空间。注重

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才的作用。 

  4.高技能人才队伍 

  发展目标：适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以提升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为核心，以技师和

高级技师为重点，形成一支门类齐全、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到 2015 年，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3400 万人。

到 2020 年，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3900 万人，其中技师、高级技师达到 1000 万人左右。 

  主要举措：完善以企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紧密联系、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

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加强职业培训，统筹职业教育发展，整合利用现有各类职业教育培训资源，依托大型

骨干企业（集团）、重点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建设一批示范性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和公共实训基地。改革

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和顶岗实习。加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在职业教

育中推行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和学生生活补助制度。实施国家高

技能人才振兴计划。促进技能人才评价多元化。制定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办法。建立高技能人

才绝技绝活代际传承机制。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竞赛和岗位练兵活动。完善国家高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制度，

进一步提高高技能人才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 

  5.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发展目标：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提高科技素质、职业技能和经营能力为核心，以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

和农村生产经营型人才为重点，着力打造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数量充足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到 2015 年，农

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 1300 万人。到 2020 年，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 1800 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0.2 年，每

个行政村主要特色产业至少有 1—2 名示范带动能力强的带头人。 

  主要举措：大规模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充分发挥农村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网络、

各类农民教育培训项目、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各类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的主渠道作用。整合现有培训项目，健全县

域职业教育培训网络，推进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素质提升计划和新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重点实施现代农业人才

支撑计划。鼓励和支持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牵头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和专业技术协会，加快培养农业产业化发展急需

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头人和农村经纪人。积极扶持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兴业，在创业培训、项

目审批、信贷发放、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因地制宜，建立健全农村实用人才评价制度。加大对农村实用

人才的表彰激励和宣传力度，提高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地位。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发展急需的农业技术人员、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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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等方面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继续开展城乡人才对口扶持，推进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

育、社会工作者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科技人才下乡支农等工作。 

  6.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发展目标：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以人才培养和岗位开发为基础，以中高级社会工作人才为重点，

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到 2015 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 200 万人。到 2020 年，社

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 300 万人。 

  主要举措：建立不同学历层次教育协调配套、专业培训和知识普及有机结合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加强社

会工作学科专业体系建设。建设一批社会工作培训基地。加强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专业知识培训，制定社会工作培训

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评价制度。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职业化管理。加快制定社会工作岗位开

发设置政策措施。推进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城乡社区和公益类社会组织建设，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

的政策。组织实施社会工作服务组织标准化建设示范工程。研究制定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政策。建立社会工作人

才和志愿者队伍联动机制。制定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意见。 

  三、体制机制创新 

  （一）改进完善人才工作管理体制 

  1.完善党管人才的领导体制 

  目标要求：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创新党管人才方式方法，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

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格局。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发展，

切实履行好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的职责，用事业凝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

制保障人才，提高党管人才工作水平。党政主要负责人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团结人

才、用好人才、服务人才。 

  主要任务：制定完善党管人才工作格局的意见。健全各级党委人才工作领导机构，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协调

机制和督促落实机制，形成统分结合、上下联动、协调高效、整体推进的人才工作运行机制。建立党委、政府人才

工作目标责任制，提高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核指标体系中人才工作专项考核的权重。建立各级党委常委会听取

人才工作专项报告制度。完善党委联系专家制度。实行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制度。完善党委组织部门牵头抓总职能，

发挥政府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作用，强化各职能部门人才工作职责，充分调动各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

积极性，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形成人才工作整体合力。 

  2.改进人才管理方式 

  目标要求：围绕用好用活人才，完善政府宏观管理、市场有效配置、单位自主用人、人才自主择业的人才管理

体制。改进宏观调控，推动政府人才管理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转变，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

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捷高效转变。健全人才市场体系，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遵循放开搞活、

分类指导和科学规范的原则，深化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管理体制，转换用人机制，扩大和落实

单位用人自主权。发挥用人单位在人才培养、吸引和使用中的主体作用。 

  主要任务：按照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完善人才管理运行机制。规范行政行为，推动人才管理部

门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和规范人才评价、流动等环节中的行政审批和收费事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

“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科研、医疗等

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

生制度相适应的人才管理制度。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健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人事制度。鼓

励地方和行业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与国际人才管理体系接轨的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 

  3.加强人才工作法制建设 

  目标要求：坚持用法制保障人才，推进人才管理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形成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法制环

境。加强立法工作，建立健全涵盖国家人才安全保障、人才权益保护、人才市场管理和人才培养、吸引、使用等人

才资源开发管理各个环节的人才法律法规。 

  主要任务：研究制定人才开发促进法和终身学习、工资管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职

业资格管理、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外国专家来华工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善保护人才和用人主体合法权益的法律

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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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创新人才工作机制 

  1.人才培养开发机制 

  目标要求：坚持以国家发展需要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创新能力为核心，完善现代国民教

育和终身教育体系，注重在实践中发现、培养、造就人才，构建人人能够成才、人人得到发展的人才培养开发机制。

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充分发挥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立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突

出培养创新型人才，注重培养应用型人才，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统筹规划继续教育，基

本形成学习型社会。 

  主要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开发全过程，不断提高各类人才的思想道德水平。建立

人才培养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动态调控机制，优化教育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和区域布局。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因材施教，建立高等学校拔尖学生重点培养制度，实行特殊人才特殊培养。

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建立健全多元招生录取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立社会参与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

机制。完善发展职业教育的保障机制，改革职业教育模式。完善在职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分类制定在职人员定期培

训办法，倡导干中学。构建网络化、开放式、自主性终身教育体系，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支持发展各类专业化

培训机构。支持建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军队人才培养体系。 

  2.人才评价发现机制 

  目标要求：建立以岗位职责要求为基础，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科学化、社会化的人才评价发现机制。

完善人才评价标准，克服唯学历、唯论文倾向，对人才不求全责备，注重靠实践和贡献评价人才。改进人才评价方

式，拓宽人才评价渠道。把评价人才和发现人才结合起来，坚持在实践和群众中识别人才、发现人才。 

  主要任务：健全科学的职业分类体系，建立各类人才能力素质标准。建立以岗位绩效考核为基础的事业单位人

员考核评价制度。分行业制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考核评价办法。完善重在业内和社会认可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

加快推进职称制度改革，规范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准入，依法严格管理；完善专业技术人才职业水平评价办法，提高

社会化程度；完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评价办法，落实用人单位在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聘任中的自主权。完善以任

期目标为依据、工作业绩为核心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考核评价办法。探索技能人才多元评价机制，逐步完善社会化

职业技能鉴定、企业技能人才评价、院校职业资格认证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办法。健全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

机制。建立健全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建立在重大科研、工程项目实施和急难险重工作中发现、识别人才的机制。

健全举才荐才的社会化机制。 

  3.人才选拔任用机制 

  目标要求：改革各类人才选拔使用方式，科学合理使用人才，促进人岗相适、用当其时、人尽其才，形成有利

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能的选人用人机制。深化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健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选拔制度，加大市场化选聘力度。完善事业单位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健全事业单位领

导人员选拔制度。 

  主要任务：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探索公推公选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规范干部选拔

任用提名制度。推行和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坚持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建立聘

任制公务员管理制度。建立组织选拔、市场配置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制度，完善国有资

产出资人代表派出制和选举制。健全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委任、聘任、选任等任用方式。全面推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竞聘上岗和合同管理制度。建立事业单位关键岗位和国家重大项目负责人全球招聘制度。 

  4.人才流动配置机制 

  目标要求：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推进人才市场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服务功能，畅通人才流

动渠道，建立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中介组织提供服务、人才自主择业的人才流动配置机制。健

全人才市场供求、价格、竞争机制，进一步促进人才供求主体到位。大力发展人才服务业。加强政府对人才流动的

政策引导和监督，推动产业、区域人才协调发展，促进人才资源有效配置。 

  主要任务：在建立统一规范、更加开放的人力资源市场基础上，发展专业性、行业性人才市场。健全专业化、

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的人才市场服务体系。积极培育专业化人才服务机构，注重发挥人才服务行业协会作用。

进一步破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制定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基础性作用的政策措施。推进政府所属人才服务机

构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使之有利于

引进人才。加快建立社会化的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系统。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建立人才需求信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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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布制度。完善劳动合同、人事争议仲裁、人才竞业避止等制度，维护各类人才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建立完

善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相配套的区域人才交流合作

机制，加快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等区域人才开发一体化进程。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布局，引导各类人

才合理分布。 

  5.人才激励保障机制 

  目标要求：完善分配、激励、保障制度，建立健全与工作业绩紧密联系、充分体现人才价值、有利于激发人才

活力和维护人才合法权益的激励保障机制。完善各类人才薪酬制度，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宏观管理，逐步建立秩序规

范、激发活力、注重公平、监管有力的工资制度。坚持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健全以政府奖励为导向、用人

单位和社会力量奖励为主体的人才奖励体系。完善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国家、社会

和单位相结合的人才保障体系。 

  主要任务：统筹协调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稳步推进工资制度改革。建立产权激励制度，制定

知识、技术、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健全国有企业人才激励机制，推行股权、期权等中长

期激励办法，重点向创新创业人才倾斜。逐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对在企业退休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

给予重点倾斜。建立完善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探索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协议工资制和项目工资制等多

种分配形式。建立国家荣誉制度，表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才。调整规范各类人才奖项设置。研究

制定人才补充保险办法，支持用人单位为各类人才建立补充养老、医疗保险。扩大对农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

社会组织人才的社会保障覆盖面。 

  四、重大政策 

  （一）实施促进人才投资优先保证的财税金融政策 

  各级政府优先保证对人才发展的投入，确保国家教育、科技支出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卫生

投入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幅度。逐步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投入结构，较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比重，提高投资效益。进一步加大人才发展资金投入力度，保障人才发展重大项目的实施。鼓励和支持企业和社会

组织建立人才发展基金。在重大建设和科研项目经费中，应安排部分经费用于人才培训。适当调整财政税收政策，

提高企业职工培训经费的提取比例。通过税收、贴息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用人单位、个人投资人才资源

开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引导中西部地区加大人才投入。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投

资人才开发项目。 

  （二）实施产学研合作培养创新人才政策 

  建立政府指导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多种形式的产学研战略联盟，通过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开展合作

教育、共同实施重大项目等方式，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发展专业学位教育，建

立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高层次人才双向交流制度，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制”。改革完善博

士后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渠道，发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主体作用，提高博士后培养质量。实行“人

才＋项目”的培养模式，依托国家重大人才计划以及重大科研、工程、产业攻关、国际科技合作等项目，重视发挥

企业作用，在实践中集聚和培养创新人才。对企业等用人单位接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等实行财税优惠政

策。 

  （三）实施引导人才向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流动政策 

  对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人才，在工资、职务、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提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

标准，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采取政府购买岗位、报考公职人员优先录用等措施，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和

中小企业就业。逐步提高省级以上党政机关从基层招录公务员的比例。制定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创业就业扶

持办法。开发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实施公职人员到基层服务和锻炼的派遣和轮调办法。完善科技特派员

到农村和企业服务的政策措施。实施东部带西部、城市带农村的人才对口支持政策，引导人才向西部和农村流动。

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培养计划，继续做好“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

设岗位计划等工作。加强和改进干部援藏援疆、博士服务团、“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少数民族科技骨干和少数民

族地区小学“双语”教师特殊培养等工作，为西部地区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实施边远贫

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 

  （四）实施人才创业扶持政策 

  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创业贷款等业务的规范发展，完善支持人才创业的金融政策。完善知识产权、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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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本参股的措施。加大税收优惠、财政贴息力度，扶持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支持创办科技型企业，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加强创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服务指导，提高创业成功率。继续加大对创业孵化器等基础设施的投

入，创建创业服务网络，探索多种组织形式，为人才创业提供服务。制定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技人员创办科技型

企业的激励保障办法。 

  （五）实施有利于科技人员潜心研究和创新政策 

  在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企业建立符合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不同特点的职业发展途径，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在

创新实践中成就事业并享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对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全面推行职员制度。完善科研管理制

度，扩大科研机构用人自主权和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健全科研机构内部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各项制度。建立以学

术和创新绩效为主导的资源配置和学术发展模式。改进科技评价和奖励方式，完善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

办法，克服考核过于频繁、过度量化的倾向。加大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的投入力度，

建立以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研机构创新绩效综合评价制度。完善科技经费管理办法和国家科技计划管理办法，对高

水平创新团队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健全科研院所分配激励机制，注重向科研关键岗位和优秀拔尖人才倾斜。改善青

年科技人才的生活条件，有条件的城市可在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中优先解决住房问题。 

  （六）实施推进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合理流动政策 

  完善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交流和挂职锻炼制度，打破人才身份、单位、部门和所有制

限制，营造开放的用人环境。扩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跨地区跨部门交流任职范围。拓宽党政人才

来源渠道，完善从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选拔人才制度。完善党政机关人才向企事业单位流动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办法。 

  （七）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 

  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制定完善出入境和长期居留、税收、保险、住房、子女入学、

配偶安置，担任领导职务、承担重大科技项目、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参加院士评选和政府奖励等方面的特殊政策措

施。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特聘专家制度。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创业或以多种方式为国服务。加强留学人员

创业园区建设，提供创业资助和融资服务。建立统一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信息库和人才需求信息发布平台。完善外国

人永久居留权制度，吸引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工作。加大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力度，探索实行技术移民，制定国外智

力资源供给、发现评价、市场准入、使用激励、绩效评估、引智成果共享等办法。扩大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和来华留

学规模。开发国（境）外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完善出国（境）培训管理制度和措施。支持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海

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推动我国企业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积极支持和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

织任职。推进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资格国际、地区间互认。发展国际人才市场，培育一批国际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制

定维护国家重要人才安全的政策措施。 

  （八）实施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发展政策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所有制组织中的人才，坚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

会组织人才开发纳入各级政府人才发展规划。制定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意见。政府在

人才培养、吸引、评价、使用等方面的各项政策，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平等享受。政府支持人才创

新创业的资金、项目、信息等公共资源，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平等开放。政府开展人才宣传、表

彰、奖励等方面活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平等参与。 

  （九）实施促进人才发展的公共服务政策 

  完善政府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全国一体化的服务网络。健全人事代理、社会保险代理、企业用工登记、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人事档案管理、就业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满足人才多样化需求。创新政府提供人才公共服

务的方式，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为各类人才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创造条件。加强对人才公共服务产品的标

准化管理，大力开发公共服务产品。 

  （十）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职务技术成果条例，完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保护科技成果

创造者的合法权益。明确职务发明人权益，提高主要发明人受益比例。制定职务发明人流动中的利益共享办法。建

立非职务发明评价体系，加强对非职务发明创造的支持和管理。制定国家支持个人和中小企业发明创造的资助办法，

鼓励创造知识财产。加强专利技术运用转化平台建设。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措施。完善知

识产权工作体系，加大知识产权宣传普及和执法保护力度。建立健全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信用制度。营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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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知识产权的法制、市场和文化氛围，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推进国际合作交流。 

  五、重大人才工程 

  （一）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为积极应对国际科技竞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眼于培养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在我国具有相对优势

的科研领域设立 100 个科学家工作室；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每年重点支持和培养一批具有发展潜

力的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着眼于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每年重点扶持 1000 名科技创新创业人才；依

托一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国家重点工程和重大建设项目，建设若干重点领域创新团队；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依托，建设 300 个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二）青年英才开发计划 

  着眼于人才基础性培养和战略性开发，提升我国未来人才竞争力，在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等重

点学科领域，每年重点培养扶持一批青年拔尖人才；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优势基础学科建设一批国家

青年英才培养基地，按照严入口、小规模、重特色、高水平的原则，每年选拔一批拔尖大学生进行专门培养；为培

养造就未来国家所需的高素质、专业化管理人才，每年从应届高中、大学毕业生中筛选若干优秀人才送到国外一流

大学深造，进行定向跟踪培养。 

  （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 

  着眼于提高我国企业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到 2020 年，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创

新精神和经营能力的企业家；培养 1 万名精通战略规划、资本运作、人力资源管理、财会、法律等专业知识的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 

  （四）高素质教育人才培养工程 

  为建设一支高素质、创新型教育人才队伍，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等方式，每年重点培养和支持

2 万名各类学校教育教学骨干、“双师型”教师、学术带头人和校长，在中小学校、职业院校、高等学校培养造就一

批教育家、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 

  （五）文化名家工程 

  为更好地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一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着眼于培养造就一批造诣高深、成就突出、影

响广泛的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杰出人才，每年重点扶持、资助一批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

文物保护名家承担重大课题、重点项目、重要演出，开展创作研究、展演交流、出版专著等活动。到 2020 年，由

国家资助的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文化名家达到 2000 名。 

  （六）全民健康卫生人才保障工程 

  适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保障全民健康需要，加大对卫生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到 2020 年，培养造就一批

医学杰出骨干人才，给予科研专项经费支持；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支持培养 5 万名住院医师；加强以全

科医师为重点的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多种途径培训 30 万名全科医师，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七）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重点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在中央、国家有关部门、地方分层次、有计划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其中，中央层面实施“千人计划”，建设一批海

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用 5—10 年时间引进 2000 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 

  （八）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围绕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

海洋、金融财会、生态环境保护、能源资源、防灾减灾、现代交通运输、农业科技、社会工作等重点领域，开展大

规模的知识更新继续教育，每年培训 100 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到 2020 年，累计培训 1000

万名左右。依托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现有施教机构，建设一批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 

  （九）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 

  适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加强职业院校和实训基地建设，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

精湛技艺的高技能人才。到 2020 年，在全国建成一批技能大师工作室、1200 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培养 100 万

名高级技师。 

  （十）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 

  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加大对现代农业的人才支持力度。到 2020 年，选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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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农业科研杰出人才，给予科研专项经费支持；支持 1 万名有突出贡献的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开展技术交流、学习

研修、观摩展示等活动；选拔 3 万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和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10 万名生产能手和农村

经纪人等优秀生产经营人才，给予重点扶持。 

  （十一）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 

  为促进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在职务、职称晋升

等方面采取倾斜政策，每年引导 10 万名优秀教师、医生、科技人员、社会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到边远贫困地区、

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工作或提供服务。每年重点扶持培养 1 万名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急需

紧缺人才。 

  （十二）高校毕业生基层培养计划 

  着眼于解决基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层人才匮乏问题，培养锻炼后备人才，积极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创业就业。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用 5 年时间，先期选派 10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到 2020 年，实现一村

一名大学生目标。统筹各类大学生到基层服务创业计划。通过政府购买工作岗位、实施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提供

创业扶持等方式，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和社区服务、就业和自主创业。 

  六、组织实施 

  （一）加强对《人才规划纲要》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负责《人才规划纲要》实施的统筹协调和宏观指导。制定各项目标任务的分解落实方案

和重大工程实施办法。建立《人才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监测、评估、考核机制，加强督促检查。 

  （二）建立健全人才发展规划体系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以《人才规划纲要》为指导，根据实际，编制地区、行业

系统以及重点领域的人才发展规划，形成全国人才发展规划体系。 

  （三）营造实施《人才规划纲要》的良好社会环境 

  大力宣传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宣传实施《人才规划纲要》的重大意义和《人才规划

纲要》的指导方针、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宣传《人才规划纲要》实施中的典型经验、做法和成效，形成全社会关

心、支持人才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四）加强人才工作基础性建设 

  深入开展人才理论研究，积极探索人才资源开发规律。加强人才学科和研究机构建设。建立健全人才资源统计

和定期发布制度。推进人才工作信息化建设，建立人才信息网络和数据库。加强人才工作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

提高人才工作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人才发展规划，由中央军委另行制定。 

 

8.3.341）《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2010 年 5 月

13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0.htm 

 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是巩固和拓展全党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的重要举措，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组织实施这项活动，对于进一步抓好学习

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工作、完善长效机制、推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于激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生机活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对于促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更好地联系和服务群

众、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对于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

中心工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确保创先争优活动健

康有序开展，取得实际成效，现就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提出如下意见。 

  一、把握总体要求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主题，坚持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出发，改革创新，务求

实效，统筹推进党的建设其他经常性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推

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的实践中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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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科学发展，就是要求基层党组织认真履行职责，切实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本单位科学发展规划、

思路、举措；党员以模范行动影响和带领广大群众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促进社会和谐，就是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及时了解群众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好引导工作；积极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主动排查矛盾纠纷，做好化解工作；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 

  服务人民群众，就是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充分尊重群众，紧紧依靠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及时反映群众

意愿，主动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积极参加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多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 

  加强基层组织，就是要求基层党组织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积极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

设，增强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造就高素质的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

基层党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 

  二、明确主要内容 

  创先争优活动，以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为主要内容。 

  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要求是，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成效明显，出色完成党章规定的基本任务，努力做到“五个

好”：一是领导班子好。领导班子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协作，求真务实，

勤政廉洁，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党员队伍好。党员素质优良，有较强的党员意识，能够充分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三是工作机制好。规章制度完善，管理措施到位，工作运行顺畅有序。四是工作业绩好。本单位各项工作

成绩显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事迹突出。五是群众反映好。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党员在群众中有良

好形象，党群干群关系密切。 

  优秀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是，模范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努力做到“五带头”：一是带头学习提高。认真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二是带头争创佳绩。具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埋头苦干、开拓创新、无私奉献，在本职岗位上做出显著成绩。三是带头服务群众。积

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自觉维护群众正当权益。四是带头遵纪守法。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五是带头弘扬正气。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敢于同不良风气、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 

  各单位在坚持以上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可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明确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具体条

件。 

  三、实施分类指导 

  各级党组织要根据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和党员的岗位特点，精心设计特色鲜明、务实管用的载体，分类提出开

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具体要求。 

  农村党组织要把创先争优活动与深化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三级联创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认真落实“一定三有”政

策，大力推广“四议两公开”工作法，通过设岗定责、依岗承诺、“一强双带”等形式发挥党员作用，大力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 

  街道社区党组织要把创先争优活动与借鉴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经验，在区、街道、社区开展基层党建工作三级联

创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认真落实“三有一化”，通过开展党员示范楼院、党员志愿服务等活动发挥党员作用，努力

建设文明和谐社区。 

  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党组织要把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与深化“四好”领导班子创建活动和开展“四强”党组织、

“四优”共产党员创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党员责任区、党员品牌工程、党员攻关项目等发挥党员作用，增强

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机关党组织要把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与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

党员示范窗口等发挥党员作用，切实改进机关作风，提高机关效能。 

  高等学校党组织要紧紧围绕推进教育改革、搞好教书育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设计载体，可通过设立党员教学

科研和后勤服务示范岗、开展党员志愿服务等发挥党员作用，努力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科研、文化、卫生、体育、中等职业学校和中小学校等事业单位党组织要围绕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事

业发展设计载体，可结合各自实际，通过创建课题攻关党员先锋团队，争当德艺双馨党员艺术家、“优秀共产党员·人

民满意的白衣天使”、“优秀共产党员·师德标兵”等活动发挥党员作用，努力提升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要围绕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促进生产经营和各项业务工作设计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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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可通过开展立足岗位比奉献等活动发挥党员作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

会组织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健康发展。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党组织还要把团结各族群众推动发展、促进和谐、反对分裂、维护稳定贯穿于创先争优活动

始终，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四、扎实推进活动 

  各基层单位党组织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围绕中心工作设计主题，把广大党员吸引到创先争优活动中来。要紧紧

围绕确定的主题，通过以下方式，扎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 

  （一）公开承诺。基层党组织制定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实施方案，党员提出参加活动的具体打算，并采取适当方

式向群众公布，作出承诺，接受群众监督。 

  （二）领导点评。上级党组织负责人适时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点评，实事求是肯定

取得的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和努力方向。 

  （三）群众评议。上级党组织对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对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适时组织党员、群众

进行评议。 

  （四）评选表彰。上级党组织对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对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考核。在此基础上，

适时评选表彰创先争优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评选表彰要注重工作实绩和社会公认度，

广泛听取党员和群众意见。 

  从 2010 年 4 月开始，着重围绕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在搞好动员的基础上，各基层

单位要坚持抓好学习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后续工作，切实兑现向群众作出的承诺，建立健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的长效机制；引导基层党组织切实履行职责，共产党员立足本职岗位争创一流业绩，掀起创先争优活动高潮。2012

年“七一”前，中央组织部将专项表彰 2010—2012 年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以及开展创

先争优活动成绩显著的先进县（市、区、旗）党委。 

  五、加强组织领导 

  （一）落实领导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负责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创先争优活动，结合实际制定开展创先争优

活动实施意见，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共同负责、相关部门参与指导的工作机制。全国创先争优

活动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牵头成立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相关领域

（行业）创先争优活动的具体指导。垂直管理单位和条块共管单位的主管部门也要加强对本行业本系统创先争优活

动的指导。县（市、区、旗）党委要切实担负起本地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领导和指导责任。基层党组织要具体负责

本地区本单位创先争优活动的组织实施。注重发挥党建工作指导员和大学生“村官”在创先争优活动中的作用。要

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创先争优活动带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开展创建先进集体、争当先进个人活动。 

  （二）运用典型引路。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以及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党员电化教育、党建信息

网和手机短信平台的作用，采取基层党员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力宣传各行各业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

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党员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的先进典型为榜样，争做优秀共产党员，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学习

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 

  （三）加强督促检查。采取分领域分行业召开座谈会、经常性督查、随机抽查等方式，了解活动进展，通报活

动情况，总结交流经验，研究解决问题。对创先争优活动思想上不重视、工作上不得力的，有关党组织要及时提出

批评，要求限期整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务院国资委、中央金融机构、铁道部、国

家民航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实施意见后，要及时报中央创先争优活动

领导小组。 

  军队和武警部队的创先争优活动，由总政治部作出具体部署。 

8.3.342）《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2010 年 6月 5日) 

http://news.12371.cn/2015/03/12/ARTI1426162886863572.shtml 

http://www.sasac.gov.cn/n2588035/n2588320/n2588335/c4260827/content.html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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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５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全文如下：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领导人

员廉洁从业，规范决策行为，提高决策水平，防范决策风险，保证国有企业科学发展，按照中央关于凡属重大决策、

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简称“三重一大”）事项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的要求，

现就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根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部署，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

规定》要求，以明确决策范围、规范决策程序、强化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为重点，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的贯彻落实。 

  （二）“三重一大”事项坚持集体决策原则。国有企业应当健全议事规则，明确“三重一大”事项的决策规则

和程序，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国有企业党委（党组）、董事会、未设董事会的

经理班子等决策机构要依据各自的职责、权限和议事规则，集体讨论决定“三重一大”事项，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

断。要坚持务实高效，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保证决策的民主性；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党内法规和有关政策，保证决策合法合规。 

 

  二、“三重一大”事项的主要范围 

  （三）重大决策事项，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规定的应当由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职工代表

大会和党委（党组）决定的事项。主要包括企业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上级重要决定的重

大措施，企业发展战略、破产、改制、兼并重组、资产调整、产权转让、对外投资、利益调配、机构调整等方面的

重大决策，企业党的建设和安全稳定的重大决策，以及其他重大决策事项。 

  （四）重要人事任免事项，是指企业直接管理的领导人员以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的职务调整事项。主要包括企

业中层以上经营管理人员和下属企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任免、聘用、解除聘用和后备人选的确定，向控股和参

股企业委派股东代表，推荐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经理、财务负责人，以及其他重要人事任免事项。 

  （五）重大项目安排事项，是指对企业资产规模、资本结构、盈利能力以及生产装备、技术状况等产生重要影

响的项目的设立和安排。主要包括年度投资计划，融资、担保项目，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业务，重要设备和技术

引进，采购大宗物资和购买服务，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项目安排事项。 

  （六）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是指超过由企业或者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所规定的企业领导人员有权

调动、使用的资金限额的资金调动和使用。主要包括年度预算内大额度资金调动和使用，超预算的资金调动和使用，

对外大额捐赠、赞助，以及其他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 

  三、“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的基本程序 

  （七）“三重一大”事项提交会议集体决策前应当认真调查研究，经过必要的研究论证程序，充分吸收各方面

意见。重大投资和工程建设项目，应当事先充分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重要人事任免，应当事先征求国有企业和履

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机构的纪检监察机构的意见。研究决定企业改制以及经营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涉及职工切

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应当听取企业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

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八）决策事项应当提前告知所有参与决策人员，并为所有参与决策人员提供相关材料。必要时，可事先听取

反馈意见。 

  （九）党委（党组）、董事会、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应当以会议的形式，对职责权限内的“三重一大”事项作

出集体决策。不得以个别征求意见等方式作出决策。紧急情况下由个人或少数人临时决定的，应在事后及时向党委

（党组）、董事会或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报告；临时决定人应当对决策情况负责，党委（党组）、董事会或未设董

事会的经理班子应当在事后按程序予以追认。经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决策“三重一大”事项的，按照本意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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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决策会议符合规定人数方可召开。与会人员要充分讨论并分别发表意见，主要负责人应当最后发表结论

性意见。会议决定多个事项时，应逐项研究决定。若存在严重分歧，一般应当推迟作出决定。 

  （十一）会议决定的事项、过程、参与人及其意见、结论等内容，应当完整、详细记录并存档备查。 

  （十二）决策作出后，企业应当及时向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报告有关决策情况；企业负责人应当按

照分工组织实施，并明确落实部门和责任人。参与决策的个人对集体决策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或者向上级反映，

但在没有作出新的决策前，不得擅自变更或者拒绝执行。如遇特殊情况需对决策内容作重大调整，应当重新按规定

履行决策程序。 

  （十三）董事会、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研究“三重一大”事项时，应事先与党委（党组）沟通，听取党委（党

组）的意见。进入董事会、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的党委（党组）成员，应当贯彻党组织的意见或决定。企业党组

织要团结带领全体党员和广大职工群众，推动决策的实施，并对实施中发现的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不符

或脱离实际的情况及时提出意见，如得不到纠正，应当向上级反映。 

  （十四）建立“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的回避制度；建立对决策的考核评价和后评估制度，逐步健全决策失误纠

错改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四、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十五）国有企业党委（党组）书记、董事长、未设董事会的总经理（总裁）为本企业实施本意见的主要责任

人。 

  （十六）国有企业应当依据本意见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报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审查批准。履行国

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在制定或审批国有企业章程时，应当根据本意见明确相关要求。 

  （十七）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对国有企业制定的“三重一大”事项范围是否全面科学、决策程

序是否严密、责任追究措施是否有效进行严格审查，予以批准的，应当在批准后监督其实施。 

  （十八）纪检监察机关应当督促指导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机构的纪检监察机构，切实加强对所管辖的国有

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 

  （十九）国有企业的纪检监察机构在依照《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的规定，结合年度考核进行

监督检查，作出评估，并向企业党组织和上级纪检监察机构报告时，应当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执行“三重一大”决

策制度的情况作为重点内容。 

  （二十）“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执行情况，应当作为巡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和企业领导

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事项；作为民主生活会、企业领导人员述职述廉的重要内容；作为厂务公开的重要内容，

除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应当保密的事项外，在适当范围内公开。 

  （二十一）组织人事部门、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和审计机关，应当将“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执行

情况，作为对企业领导人员考察、考核的重要内容和任免以及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审计评价的重要依据。 

  （二十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应当依照《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

和相关法律法规给予相应的处理，违反规定获取的不正当经济利益，应当责令清退；给国有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

应当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二十三）本意见适用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机构）。 

 

8.3.343）《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2009 年 12 月 29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09.htm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

在全社会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现就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充分认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廉政文化以崇尚廉洁、鄙弃贪腐为价值取向，融价值理

念、行为规范和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人们对廉洁政治和廉洁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精神追求，是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面向全党全社会，以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为重点，以培育廉洁价值理念

为根本，以廉政制度和规范为支撑，以群众广泛参与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和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产品为载体，在反

腐倡廉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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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深入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战略举措，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

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增强全社会反腐倡廉意识，形成廉荣贪耻的思想道德基础和文化氛围，从源头

上预防和减少腐败现象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廉政文化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紧密结合实际，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廉政文化建设充满活力，影响力、渗透力不断增强。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

会对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与之相比，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一方面，

反腐倡廉制度、措施有效运行所必需的文化基础和社会环境尚未完全形成，影响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效能。另一

方面，腐朽落后文化的存在，腐蚀人们心灵、败坏社会风气，致使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价

值观扭曲，甚至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因此，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在全党全社会形成有利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思

想观念和文化氛围，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二）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把廉政文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反腐倡廉

建设的全过程，着力培育廉洁价值理念，广泛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大力营造崇尚廉洁的社会风尚，为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提供思想保障和文化支撑。 

  （三）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坚持服务大局、统筹协调。把廉政文化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建设各个领域，

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与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整体推进；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教育。尊重干部群众的

主体地位，坚持用科学理论引导人、廉洁理念教育人、先进文化熏陶人，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廉洁

从政、廉洁从业意识；坚持突出重点、面向社会。以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为重点，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扩大覆盖面，

增强影响力，形成有利于反腐倡廉建设的广泛群众基础和良好社会氛围；坚持继承创新、与时俱进。注重继承和发

扬我们党清正廉洁的优良传统，挖掘和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廉政建设有益成果，适应时代

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重在建设、务求实效。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廉政文化

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以建设性的思路、举措和方法扎实推进，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二、大力培育和弘扬廉洁价值理念 

  （一）树立领导干部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的价值理念。扎实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组织广大党

员干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牢廉洁从政的思想政治基础。

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重点，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党风党纪、廉洁从政、艰苦奋斗教育，引导领

导干部正确对待和依法行使权力。着力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

格、廉洁操守和政治本色。把从政道德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教育引导领导干部时刻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的执政理念，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坚持把廉洁从政教育贯穿于

领导干部培养、管理和使用的全过程，引导领导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自觉遵守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把

培育廉洁价值理念与廉洁从政实践结合起来，引导领导干部做到学与用、知与行相统一。加强廉洁从政行为规范教

育，大力宣传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的先进典型，努力形成有利于落实廉洁从政行为规范的社会氛围。 

  （二）培育公民廉荣贪耻、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为重点，深入贯彻落实《公

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培育廉洁价值理念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普

及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加强道德修养，自觉遵守公民基本道德准则。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

高公民道德素质，使廉洁、诚信、勤俭、守法等道德观念成为广大群众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推动形成知荣辱、讲

正气、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气。加强国家公职人员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教育，把廉洁知识和诚信要求纳入各类职业

资格考试内容。广泛开展行业廉洁教育，加强以公正、诚信、自律、守法为主要内容的行业廉洁文化建设。把廉洁

要求寓于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和行业规范之中，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职

业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教育，提高自律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研究建立廉荣贪耻的道德评价机制和奖惩机制，褒扬

和鼓励廉洁从业行为，抵制和克服违规从业行为。 

  （三）增强全社会大力支持、有序参与反腐倡廉的责任意识。广泛开展反腐倡廉形势任务、工作成效宣传，加

强反腐倡廉舆论引导，进一步增强干部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通过多种形式，推动廉政理论和廉洁规范通俗化、大

众化，使反对腐败、崇尚廉洁的价值理念被人们认同和接受。深入宣传腐败对党和国家事业以及社会的危害，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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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公民检举腐败行为，提高公民监督意识，在全社会倡导和弘扬不容忍腐败和抵制腐败的良好风气。引导人民群

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有序参与反腐倡廉建设。主动做好反腐倡廉网络信息收集研判和处置工作，及

时回应群众关切，营造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 

  三、广泛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 

  （一）推动廉政文化深入社会领域。把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结合起来，突出先进思想

和廉政文化内涵，强化道德教化功能，使廉政文化进机关、社区、学校、农村、企业、家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在

参与中自觉增强廉洁意识。 

  1.结合创建学习型、服务型机关，将廉政文化融入机关文化建设，使机关干部在文化熏陶中增强廉洁自律意识。

积极推行廉政承诺制度。大力宣传、表彰勤廉兼优的先进典型，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教育干

部廉洁从政。 

  2.结合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将廉政文化建设的相关要求纳入示范单位指标体系之中，积极推进廉

政文化进社区。适应社区居民的文化需要，广泛开展以廉政为主题的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有效整合和利用社区文

化资源，充分发挥社区文化活动场所、文化设施的作用，大力营造崇尚廉洁的良好社区人文环境。 

  3.结合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把青少年廉洁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在中小学思想品德类课程和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中明确廉洁教

育内容，扎实推进廉洁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针对青少年特点，定期开展各类青少年廉洁教育实践活

动，深入推进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大力加强师德建设，充分发挥教师在开展廉洁教育中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把青少

年廉洁教育工作的指导、检查、考核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评估范畴。 

  4.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送文化下乡活动和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文化惠

民工程，使廉政文化进入农村日常生活，建设文明乡风。发挥农家书屋、农村文化大院、文化中心户等公益性文化

实体的作用，利用民间艺术、地方戏曲等形式，开展富有农村特色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广泛宣传村务公开、民主

管理等政策措施，引导农民增强民主监督意识。 

  5.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把企业廉政文化建设纳入企业发展战略，融入企业党建工作和文化建设之中。开展

依法经营、廉洁从业教育，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意识教育和勤俭办企业教育。建设反贪拒腐、诚信守法的企业文

化，引导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教育企业管理人员自觉抵制商业贿赂。 

  6.结合创建文明家庭，积极开展家庭助廉教育，倡导清廉家风。大力弘扬以廉立身、以廉治家、以廉教子的优

秀文化传统，把廉洁教育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为增强党员干部及其家庭成员抵御腐败的能力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结合创建文明行业活动，加强窗口行业廉洁教育，树立廉洁新风，把打造廉洁行业纳入创建文明行业活动之中，

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向社会全面覆盖。大力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创新工程。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品位，体现特色，打造

健康向上、富有声势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品牌。 

  （二）加强各类基层廉政文化阵地建设。注重挖掘各类历史文化名胜、旅游景点中蕴含的廉政资源，使之成为

弘扬廉政文化的重要场所。加强廉政教育基地的建设、管理和使用，有步骤地命名一批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及时总

结和推广各地区各部门开展廉政文化阵地建设的有效经验，建设一批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示范点。重视廉政文化景观

建设，设置与城乡环境相协调、与自然生态相融合的廉政文化设施。将廉政文化活动场所建设纳入公共文化设施网

络布局，充分发挥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群艺馆、文化馆、文化站、社区文化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的

作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四、积极推动廉政文化产品的创作和传播 

  （一）推动廉政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与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机结合，大力提高廉

政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坚持弘扬时代主旋律，把廉政题材纳入文学艺术创作，舞台艺术生产，电影和电视

剧制作，报刊、图书、音像电子与网络出版计划。重点规划、扶持一批体现廉政主题的创作项目，着力打造一批思

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的，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廉政文化作品，把廉政文化产品纳入各类评奖范围。与文化

古籍整理和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相配套，整理、挖掘古今中外的廉政文化资源，建设廉政文化作品共享库。

编写廉政文化通俗读本，不断丰富优秀廉政文化出版物品种。结合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向公众推荐优秀廉政文化读

物。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增强廉政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完善激励机制，引导文化企事业单位开发和推广弘扬廉洁

价值理念的文化产品。 

  （二）加大廉政文化传播力度。大力宣传、积极传播廉政文化，营造崇尚廉洁、抵制腐败的良好舆论环境。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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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组织优秀廉政文化作品的宣传和展演、展示工作。切实发挥大众传媒在传播廉政文化中的作用。中央和地方各级

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加大反腐倡廉建设宣传报道力度，办好廉政专版、专栏，在重要版面和重要时段经常

安排刊播廉政公益广告。中央和地方重点新闻网站、政府门户网站开设廉政频道、网页，准确发布权威信息，及时

回应社会关注、关切的反腐倡廉热点问题，推动健康向上的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注重发挥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

网络广播电视、手机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介的优势，打造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廉政文化传播平台。注重

研究传播艺术，采用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不断提高廉政文化传播能力。 

  （三）加强廉政文化理论研究。把廉政文化理论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加强对廉政文化建设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的系统研究。党政机关、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科研究机

构、高等学校要密切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理论创新，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五、加强对廉政文化建设的领导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要把廉政文化建设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融入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寓于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建设的各个环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科学制定廉政文化建设发展规划，及时了解廉政文化建设工作情况，认

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建立健全廉政文化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等领导协调机制，统筹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二）明确责任，形成整体合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加强对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导和

督促检查。各级宣传、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以及发展改革、教育、工业和信息化、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农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旅游等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等群团组织，在加强廉政文化

建设中担负着重要责任，要结合业务工作，发挥各自优势，密切配合，形成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合力。将廉政文化

建设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绩效考核范围，作为评价地区发展水平、发展质量和领导干部工

作实绩以及创建文明城市、文明行业、文明单位的重要内容，确保廉政文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三）加大投入，健全保障机制。建立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各方支持的廉政文化建设经费保障机制。把廉政文

化建设经费列入各级地方财政预算及党员教育经费支出，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加大支持力度。切实保障实施

廉政文化建设精品工程、开展重大廉政文化活动所必需的资金。大力扶持和奖励为廉政文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单

位和个人。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本意见精神，结合

实际，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真正把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8.3.344）《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2009 年 5月 30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05.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 

近年来，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在全国各地农村深入开展，对保障村民实行自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也应看到，有的地方村民委员会选举竞争行为不规范、贿选现象严重，影响了选举的公正性；有的地方没有严格

执行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影响了村民的参与热情；有的地方对村民委员会选举中产生的矛盾纠

纷化解不及时，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为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保障村民委员会

选举的公正有序，保障村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推动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经

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就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 

  村民委员会选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形式之一。当前，我国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农

村社会结构快速变动，社会利益格局和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适应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不断加强和改进村民

委员会选举工作，进一步完善选举各项程序，做深做细做实选举各个环节工作，有利于保障村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

权利，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调动亿万农民群众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各地区各部门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

度的要求，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研究解决目前选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把以

直接选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实践进一步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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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切实加强村民委员会选举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加强选举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凡举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地方，省、市、县、乡各级都要成立专门的领导

机构和工作机构，保证必要的工作人员和经费，推动选举工作有组织、有步骤、有秩序地开展。要积极指导依法推

选村民选举委员会，组织好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 

  加强选举教育和培训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在农民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激发他们参

与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热情，了解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基本程序，珍惜民主权利，真正把办事公道、廉洁奉公、遵纪守

法、热心为村民服务的人选进村民委员会。县级党委和政府要重点做好对县乡两级负责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党政

干部的培训工作，使他们牢固掌握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不断提高指导选举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乡级党委和政府要

重点做好对包村干部、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培训工作，使他们熟悉村民委员会选举程序和方法步骤，不断提高实

际操作的规范化水平。凡不掌握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县乡干部以及在选举培训中不合格的县乡干

部，不得派到村里指导选举工作。 

  加强选举方案制定工作。县乡两级要围绕组建村民委员会选举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选举教育和培训、选举工

作各个阶段的基本要求、选举工作进展安排等制定工作方案。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本地区社会结构变化、人口

流动、基层干部群众思想状况等社情民意，增强选举方案的指导性和针对性。加强与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联络沟通，

妥善解决他们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重点关注村情复杂、干群矛盾突出以及历次选举中问题较多的村，

并制定工作预案，加强工作力量，加大指导力度。未经县（市、区）委批准，无故取消或拖延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的，要依法追究乡（镇、街道）党委（工委）、政府和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加强村级财务审计工作。乡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组织开展对现任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民主评议，做好村级财务清

理和村民委员会成员任期届满审计工作。村集体财务收支情况、集体财产管理使用情况、生产经营和建设项目的发

包和管理情况、土地补偿分配和使用情况、村级债权债务情况，以及农民群众反映集中、强烈要求审计的其他内容，

要列入审计范围，并及时将审计结果公之于众。 

  三、依法规范村民委员会选举程序 

  规范村民选举委员会产生程序。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必须依法推选产生，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任意指定、撤换。

提倡按照民主程序将村党组织负责人推选为村民选举委员会主任，主持村民选举委员会工作，发挥村党组织的领导

核心作用。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依法被确定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应当退出村民选举委员会，所缺名额从原

推选结果中依次递补。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不履行职责的，经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小组讨论同意，按

照原推选结果依次递补或者另行推选。 

  规范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提名方式。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候选人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

产生，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各地要对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条

件作出规定，引导村民把办事公道、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热心为村民服务的人提名为候选人。鼓励农村致富能手、

复转军人、外出务工经商返乡农民、回乡大中专毕业生、大学生“村官”、县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提前离岗或退休

干部职工通过法定程序积极参与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的竞争。提倡村党组织成员和村民委员会成员交叉任职，但要

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提倡把更多女性村民特别是村妇代会主任提名

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 

  规范候选人的竞争行为。村民选举委员会应积极主动、客观公正地向村民介绍正式候选人的情况。有条件的地

方，提倡组织候选人同村民见面，介绍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禁止候选人或候选人指使的人

私下拉票。要加强对候选人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的审核把关工作，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不得有与宪法、法律、法规

和国家政策相抵触的内容，不得有侵犯其他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不得有对竞争对手进

行人身攻击的内容。要引导候选人着力围绕发展经济、完善管理、改进服务提出方案和措施，防止出现为当选进行

个人捐助村内公益事业财物比拼加码的现象。对候选人承诺捐助村集体的资金或物资，不应由候选人在选举前或选

举后私自决定分配方案，而应交由依法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组织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讨论决定。 

  规范投票行为。全面设立秘密划票处，普遍实行秘密写票制度，保障村民在无干扰的情况下自主表达选举意愿。

严格规范委托投票，限定选民接受委托投票的人次，禁止投票现场临时委托。严格控制流动票箱的使用，确有必要

使用流动票箱的，其对象和人数应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并张榜公布。切实维护选举大会的现场秩序，禁止任

何人实施向选民展示钱物等扰乱选举现场秩序、影响选民投票意向的行为。投票结束后，应当公开唱票、计票，当

场公布选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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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扎实做好村民委员会选举后续工作 

  扎实做好新老村民委员会交接工作。新老村民委员会的交接工作，由乡级政府负责主持，村党组织参与。原村

民委员会应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将印章、办公场所、办公用具、集体财务账目、固定资产、工作档案、债权债务及其

他遗留问题等，及时移交给新一届村民委员会。已经完成选举的地方，要认真检查验收。对拒绝移交或者无故拖延

移交的，乡级党委和政府、村党组织应当给予批评教育，督促其改正。要耐心做好落选人员思想工作，引导他们积

极支持新当选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开展工作。选举工作结束后，要及时统计、汇总、上报选举结果，建立健全村民委

员会选举工作档案。 

  扎实做好新当选村民委员会成员培训工作。选举结束后，各地区应根据当地实际，制订规划，广泛培训新当选

的村民委员会成员，组织他们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学习法律法规和实用技术，增强

村民委员会成员坚持党的领导的信念，增强正确执行政策、坚持依法办事、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增强带领广大

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领。 

  扎实做好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健全工作。加强对村民委员会成员履行选举期间竞职承诺的监督，防止其利

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理顺村级各类组织的关系，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领导和支持村民

委员会等村级组织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开展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深入

开展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主要

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以村务公开、财务监督、群众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

规范化、程序化。凡未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擅自以集体名义借贷，变更和处置

村集体的土地、企业、设备、设施等，均为无效，村民有权拒绝，造成的损失由相关责任人承担，构成违纪的给予

其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为村民服务职责或拒不协助乡（镇）

政府开展工作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村党组织和乡（镇）党委、政府应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对拒不改正的应依法启动

罢免程序。 

  扎实做好村民委员会成员合法权益保障工作。妥善解决村干部的报酬和养老保险等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按规定渠道，切实解决村民委员会的活动场所问题，及时拨付工作运行

经费；乡级政府需要委托村民委员会承办的事项，应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妥善解决。对于一心为民、

工作成绩突出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应及时给予宣传表彰。 

  五、坚决查处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贿选等违法违纪行为 

  坚决制止和查处贿选行为。在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过程中，候选人及其亲友直接或指使他人用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收买本村选民、选举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候选人，影响或左右选民意愿的，都是贿选。各地要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

贿选的界限，加强监督，加大查处力度。对参与或指使他人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

等违法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碍村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以及对控告、检举选举违法行为的人进行打击、

报复的，要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对选举中的违法违纪行为，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

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对

参与或指使他人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违法手段参选的，一经发现即取消其参选

资格，已经当选的，其当选无效；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加大对选举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有违法违纪行为的，

要及时终止其资格。对伪造选举文件、篡改选举结果或者以威胁、贿赂、欺骗等手段，妨害村民依法行使选举权、

被选举权的农村党员干部，要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农村党员和国家公务员有参与或者

怂恿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违法违纪行为的，要分别给予党纪或者政纪处分。对假借选举之名，打着宗教旗号从事非法

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的，要坚决依法予以打击。 

  六、加强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 

  健全和落实领导责任制。各级党委、人大、政府要把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形成

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县级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

任人”的职责，乡级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直接责任人”的职责，村党组织要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充分发挥领导核

心作用。地方各级人大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要切实保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保障

村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统筹协调村级党组织选举工作和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加强指导。各

级民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抓好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各级财政部门要落实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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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保证选举工作顺利进行。各级纪检监察、宣传、信访、公安、司法、综合治理、妇联等部门，各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要积极参与、配合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要建立健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因领导和指导工作不力、

敷衍应付、处置不当引发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要追究相关领导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县乡两级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要向社会公布办公地址和

工作电话，提供咨询服务。对有关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来信来访，要及时调查研究，妥善答复，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如果属实或基本属实的，要及时纠正解决；对与实际情况有出入的，要本着有什么问题就

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进行完善；对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要尽快说明情况，争取群众的认可；对群众听信谣传、

上当受骗的，要及时予以揭露，澄清事实，消除群众误解。县乡村三级都要建立健全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信息报告

制度，全面掌握选举动态，及时上报选举引发的重大事件。在选情复杂的地方，县乡两级要建立应急处置工作机制，

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对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处置。 

  加大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监督力度。要充分发挥党委、人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同时结合实

际，发挥村民选举委员会、村民对选举全过程的监督作用。要积极探索舆论监督以及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担任选举监督员等形式，加强社会力量对选举工作的监督。 

  加强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舆论引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积极作用，大力宣传党的十七大

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宣传选举中涌现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正面

引导的强大声势。县乡村三级都要把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贯穿于选举工作全过程，把依法办事贯穿于选举实践全过

程，把为什么举行村民委员会选举、应该选举什么样的人进村民委员会、什么样的选举行为为法律法规所允许等问

题，通过多种方式清清楚楚地告诉广大村民，引导他们行使好自己的民主权利，引导候选人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

正确对待自己、其他候选人和村民，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促进理性公平竞争，努力形成和谐选举的良好局

面。 

  各地区各部门要将本通知精神尽快传达贯彻到农村干部群众中，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请及时

报告中央。 

8.3.345）《2009—2013 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2009年 7 月 26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06.htm 

 党员教育培训工作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为了切实做好这项工作，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要求，适应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需要，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和党章为重点，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大规模开展党员教育培训，全方位提高党员队伍素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二）基本要求 

  1．坚持把增强党性作为第一任务，将理想信念教育与能力建设贯穿始终。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武装广大党员，引导党员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把增强党性与提高能力统一起来，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始终保持和发展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2．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把握党员需求，按需施教，分类施

教，在服务中加强教育培训，在教育培训中体现服务，激发党员参加教育培训的主动性、积极性，使广大党员愿意

学、学得懂、用得上、用得好。 

  3．坚持统筹协调，做到经常性教育与集中培训并重。面向全体党员，突出重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抓

好经常性教育和集中培训，把党员享有接受教育培训的权利与履行学习的义务落到实处。 

  4．坚持改革创新，探索建立大规模教育培训党员工作新机制。创新培训理念，完善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

整合培训资源，拓宽培训渠道，促使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二、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工作目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787 页 共 3277 页 

  从 2009 年起，用 5 年时间，在切实加强经常性教育的基础上，对未纳入各级党委干部教育培训范围的广大基

层党员普遍进行培训。通过教育培训，使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党性观念进一步增强、优良作风进一步

养成、工作能力进一步提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二）主要任务 

  在认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贯彻落实 200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

育的意见》有关精神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党员的实际需求，科学拟定计划，有步骤、有

重点地组织开展党员教育培训。 

  党员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始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放在首位，对广大党员进行党章和党的基

本理论、党的基本知识、党的历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任务教育，法律法规和党风党纪教育，业务知识和技

术技能培训。 

  广大农村、城市社区党员和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党员的教育培训分别由其所在地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和学

校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员的教育培训由其上一级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每年至少进行

一次，时间一般不少于 16 学时，其中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及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指导员一般不少于

24 学时。 

  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以及金融机构党员的教育培训，由其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每年至少

进行一次，时间一般不少于 24 学时，其中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一般不少于 40 学时。 

  其他各类基层党员的教育培训，均按党组织隶属关系由其上一级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 

  纳入各级党委干部教育培训范围的党员领导干部，除认真执行干部教育培训的有关要求外，要带头参加所在单

位的党员教育培训。 

  三、重点工程 

  ——农村党组织书记培训工程。着眼于建设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农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

切实抓好农村党组织书记的培训。通过省级示范培训、市级重点培训、县级普遍培训，将农村党组织书记组织到县

级及以上党校和有关培训机构进行集中培训，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时间一般不少于 40 学时。对新任的农村党组织

书记及时进行任职培训。 

  ——新党员培训工程。着眼于增强党员意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从思想上入党，切实抓好新党员的教

育培训。通过集中学习、党课教育、座谈研讨、主题活动等方式，使每名新党员在入党后一年内至少参加一次集中

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 24 学时，按党组织隶属关系由其上一级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 

  ——大学生“村官”党员培训工程。着眼于培养善于做群众工作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切实抓好大学

生“村官”党员的培训。采取在县级及以上党校集中培训、到先进村实践培训、请优秀乡村干部传授经验等多种方

式，组织大学生“村官”党员在上岗前培训一次，签约期内每年至少培训一次，时间一般均不少于 40 学时。 

  ——党员创业就业技能培训工程。着眼于提高党员带头奔小康、带领群众奔小康的本领，切实加强党员的创业

就业技能培训。将党员创业就业技能培训纳入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绿色证书培训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

光工程、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工程等。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与农业、科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密切配

合，重点抓好农村党员的实用技术培训和流动党员特别是农民工党员、下岗失业职工党员、退伍转业军人党员的创

业就业技能培训，努力使他们掌握１门以上技术技能，切实提高创业就业本领。 

  四、工作措施 

  （一）创新方式方法，激发党员参加教育培训的内在动力 

  坚持和完善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党员教育培训方式方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积极探索更加务实管用、

灵活多样的党员教育培训方法和途径。 

  积极组织党员参加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坚持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的方针，解放思想、联系实际，解决自

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党员普遍受教育、群众长期得实惠。 

  建立健全党员集中轮训制度。加强党员培训需求调研，有针对性地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分期分批开

展党员集中轮训。普遍推行农村党员春训、冬训的培训方式。推广菜单式选学等模式，采取专题辅导、案例分析、

交流研讨、知识竞赛、现身说法等方式，增强党员教育培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完善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组织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和基层党委负责同志定期为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讲党课，围绕党员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深入浅出地作出解答，使党员思想上受到启发、理论上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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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 

  广泛开设党员“流动课堂”。组织党校教师、讲师团成员、先进典型代表、专家学者、科技人员等，进农村、进

社区、进企业、进学校，流动办学、送教上门，力求做到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教育课堂。“流动课堂”要紧贴党员

实际，从党员最想学到的知识、最想掌握的技术技能教起，帮助党员提高认识、丰富知识、增强能力。 

  开展主题党日教育培训活动。结合党员实际和工作需要，确定特色鲜明的党日主题，组织党员开展学习培训或

实践活动。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主题党日教育培训活动。 

  （二）开发整合资源，构建富有活力的党员教育培训新格局 

  开发整合党员教育培训阵地资源。完善功能，强化服务，把村（社区）级组织活动场所、党员服务中心（站、

点）和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建设成为农村、街道社区党员教育培训的主阵地。突出党的创新理论培训这

一办学特色，充分发挥各级党校在党员教育培训中的重要作用。依托高等学校、职业技术院校和科研院所、社会培

训机构、科技示范基地等，开展党员业务技能培训。充分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警示教育基地、廉政教育示范基

地等，对党员进行党的历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纪律等的教育培训。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县

（市）要结合实际建立党员教育培训示范基地。积极推进军民共建、警民共建党员教育培训基地建设。 

  优化整合党员教育培训师资资源。按照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专兼结合的要求，优化整合党员教育

培训师资队伍。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县（市）都要建立开放式党员教育培训师资库，选聘党校干校和

大中专院校教师、领导干部、先进模范人物、科技人员、技术骨干、乡土人才、致富能手等担任专兼职教师。鼓励

建立党员教育培训志愿者讲师队伍。完善遴选制度，探索实行师资联聘、动态管理机制，逐步实现优质师资资源共

享。 

  加强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建设。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党的基本知识简明读本、党史简明读本。地方

各级党委可编写制作符合实际、各具特色、少而精的党员教育培训辅导材料。基层党组织可根据党员多样化、个性

化的学习需要，为党员推荐学习书目，提供学习材料。充分发挥图书、报刊在党员教育培训中的作用，倡导创建农

村、社区“党员书屋”。 

  （三）积极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努力提高党员教育培训的现代化水平 

  继续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党员电化教育。到 2010 年底，实现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乡

村网络基本覆盖。积极推进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进党政机关，入街道社区、企业和高等学校。坚持重在使用，

努力拓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党员电化教育服务的领域、对象、内容、手段、功能，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的质量

和效果。 

  充分利用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开展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在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开办党员教育栏目。整

合党员教育培训网络资源，建立全国党员教育培训网。本单位建有网站的，党组织要在网站上设立党员教育栏目。

倡导建立网上党校，探索运用在线学习、“红色”短信、手机报等手段开展党员教育培训。 

  积极开发党员教育培训信息资源。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县（市）要建立数量充足、内容丰富、使

用方便的党员教育培训信息资源库，加强对电教片、远程教育课件等现代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应用，满足党员教育培

训的需要。 

  五、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将其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

导。要健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党员教育培训联系会议制度，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组织部门牵头，纪检机关、宣

传部门、党校等为成员单位，负责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安排部署和督促检查。联系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专题研

究解决党员教育培训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纪检机关、宣传部门和党校要健全党员教育培训职

能机构，保证足够的人员编制，充实必要的工作力量。基层党委可从实际出发，配备专兼职组织员，负责党员教育

培训的组织管理工作。 

  妥善解决党员教育培训经费。各级党委（党组）留存的党费主要用于党员教育培训。各级财政在安排培训经费

预算时要统筹安排党员教育培训经费。国有企业要从按规定提取的职工教育经费中足额安排党员教育培训经费。事

业单位要按规定渠道合理安排党员教育培训经费。各级安排的党员教育培训经费要向农村、街道社区和其他有困难

的基层党组织倾斜。中央组织部代中央管理的党费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特别是遭受

严重自然灾害地区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支持力度。 

  加强对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督促检查。建立党员教育培训登记制度，承担党员教育培训任务的单位要建立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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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和学籍档案制度，将党员参加培训的情况及时向其所在党组织反馈。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党员

教育培训工作的督促检查，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推动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本规划，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意见和年度工作计划。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本规划的精神制定实施

意见。 

8.3.346）《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2008年 5 月 13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03.htm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

设，制定本工作规划。 

  一、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和工作目标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建立健全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颁布以来，各级党委、政府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认真抓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任

务的落实，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全党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为重点，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切实贯彻维护党章，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坚持标本兼治、综

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密结合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以改革创新精神整体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

设各项工作，为实现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提供有力保证。 

  （二）基本要求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适应，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把反腐倡廉建

设贯穿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各个方面，既发挥服务和

促进作用，又推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逐步完善。 

  ——坚持改革创新、开拓进取。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反腐倡廉

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加强和改进惩治和预防腐败各项工作，总结新经验、研究新情况，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

制，破解工作难题，使反腐倡廉建设更加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更加富有实际成效。 

  ——坚持惩防并举、重在建设。以建设性的思路、举措和方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使惩治与预防、教育与监督、

深化体制改革与完善法律制度有机结合，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

设，做到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形成有利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体制条件、法制保证。 

  ——坚持统筹推进、综合治理。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

力结合起来，把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阶段性任务与战略性目标结合起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

量，增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 

  ——坚持突出重点、分类指导。紧紧抓住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以规

范和制约权力为核心，紧密结合实际，区分不同情况，加强政策指导，探索有效途径，不断取得新进展。 

  （三）工作目标 

  经过今后 5 年的扎实工作，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初步建立，反腐倡廉法

规制度比较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基本形成，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党风政风明显改进，腐败

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有新的提高。 

  二、推进反腐倡廉教育 

  （一）加强领导干部党风廉政教育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教育。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贯彻，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

部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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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认

真学习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倡廉重要思想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重要论述，认真

学习党章等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党性修养和从政道德修养，增强法制观念和纪律意识，打牢廉洁从政的

思想政治基础。制定《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育的意见》。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定

期安排反腐倡廉理论学习。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讲廉政党课。把反腐倡廉教育列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纳入各级

党校、行政学院及其他干部培训机构教学计划，定期举办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教育专题培训班。在领导干部任职培训、

干部在职岗位培训中开设廉政教育课程。 

  加强党的作风和纪律教育。中央纪委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等部门组织开展党风党纪专题教育，教育和

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切实改进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作风，着力解决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增强公仆意识，密切联系群众，做到为民、务实、清廉。继承党的光荣传统，牢记“两个务必”，

弘扬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讲实话、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大力精简

会议和文件，改进会风和文风。切实改进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作风，纠正一些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在国内外公务活动中

奢侈浪费、违规公款消费、重大问题个人说了算以及对职工困难漠不关心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形成依法经营、

廉洁从业、民主管理的风尚。切实改进高等学校领导人员作风，提高民主决策和校务公开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切

实改进农村基层、街道社区干部作风，认真解决少数基层站所存在的干部吃拿卡要、刁难群众和工作效率低下等问

题，做到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二）加强面向全党全社会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 

  把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纳入全党宣传教育总体部署，融入在全党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之中。纪检

监察、组织人事、宣传思想、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部门要对反腐倡廉宣传教育作出年度工作安排。健

全联席会议制度，完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格局。 

  落实《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建设一批反腐倡廉教育基地，丰富“三会一课”内容，创新示范教

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和主题教育形式，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加大反腐倡廉宣传力度。深入宣传党的反腐倡廉理论、方针政策、基本经验和工作成果，宣传勤廉兼优的先进

典型。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和重点新闻网站、政府网站继续办好反腐倡廉专栏、专题节目。完善反腐倡廉新闻发

布制度。做好反腐倡廉对外宣传工作。严格执行反腐倡廉新闻宣传纪律。加强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开展

反腐倡廉网上宣传和热点问题引导。积极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 

  （三）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按照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结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制定《关于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结合企业文化建设，深入开展依法经营、廉洁从业教育。充分利用农村党员干部

现代远程教育系统，结合农村传统文化活动，加强农村廉政文化建设。按照《关于在大中小学全面开展廉洁教育的

意见》，在学校德育教育中深入开展廉洁教育，丰富青少年思想道德实践活动。在家庭和社区中倡导清廉家风和文

明风尚。引导社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增强依法执业、公正廉洁意识。发扬革命传统，挖掘中华优秀文化的丰厚资源，

实施“廉政文化精品工程”。推动廉政文化内容形式和传播手段创新，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形成“以廉为荣、

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 

  三、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 

  （一）完善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制度 

  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修订《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

工作条例（试行）》。制定《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 

  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制定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具体实施办法，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

制。制定《关于在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中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健全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重大决策征求意

见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修订《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

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 

  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

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在试点基础上，研究制定《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提出罢免或撤换要求处理办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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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

行）》。 

  （二）完善违纪行为惩处制度 

  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配套规定。健全对党的机关、人大机关、

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公务员的纪律处分规定，制定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人员的纪律处分规定。制定

在查处违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 

  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制定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办案、规范办案工作的若干

意见。制定国（境）外中资企业及其工作人员违纪违法案件调查处理办法。进一步规范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相

互移送案件工作。 

  （三）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具体制度 

  修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制定《国有企业纪律检查工作条例》和关于实行农村基层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 

  （四）加强反腐倡廉国家立法工作 

  建立健全防治腐败法律法规，提高反腐倡廉法制化水平。在国家立法中，充分体现反腐倡廉基本要求。适时将

经过实践检验的反腐倡廉具体制度和有效做法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在今后 5 年内有计划、分步骤地制定或修订一

批法律、法规和条例。 

  四、强化监督制约 

  （一）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 

  加强对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情况的监督。加大执行政治纪律力度，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维护中央权威和党

的集中统一，始终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确保党的十

七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全面贯彻落实。 

  加强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监督。围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等重大政策和措施进行监督检查，防止和纠正违背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行为。 

  加强对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监督。认真开展对涉及全局性问题、重要干部推荐任免和奖惩等方面贯彻执行民

主集中制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党委全委会和常委会议事规则、决策程序的严格执行，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

断。 

  加强对落实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情况的监督。重点治理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

收受干股，违反规定插手市场交易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获取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以及在住房上以权谋私等

问题。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从业的有关规定。 

  加强上级党委和纪委对下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健全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常委的经常性考察和定期考核机制。

加强常委会内部监督，主要负责人要自觉接受常委会成员的监督。加强同级纪委对常委会成员的监督。充分发挥党

代表大会代表的作用，探索建立同级党代表大会代表、全委会对常委会工作进行评议监督制度。 

  加强巡视工作。制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继续加强对省（区、市）的巡视。加强对金融机构、国有重

要骨干企业、高等学校和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巡视。继续开展对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巡视试点。各省（区、市）党委

要认真开展对市（地、州、盟）的巡视，并延伸到县（市、区、旗），逐步开展对所属国有企业、高等学校和直属机

关的巡视。中央和国家机关可结合实际开展对直属单位、派出（驻）机构的巡视。 

  加强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制定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有关规定，完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协助驻在部门党组和行政领导班子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组织协调

反腐倡廉工作。 

  （二）加强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权力行使的监督 

  加强对干部人事权行使的监督。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

检查办法（试行）》。坚持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前征求同级纪委意见的制度，坚持和完善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肃

纠正的干部监督工作机制。发挥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作用。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的监督，有效防范考察失

真和干部“带病提拔”。严肃查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坚决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加强对司法权行使的监督。完善纪委和党委政法委、组织部等部门在对司法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监督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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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作配合机制。重视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强化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

中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强化司法机关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坚决防止和纠正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

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加强对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行使的监督。认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等法律法规。推行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实行接办分离和程序公开，保证行政权力依法、公正、透明运

行。 

  加强对财政资金和金融的监管。开展对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政府非税收入和“收支两条线”

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继续对“小金库”进行专项清理。强化对国有金融企业产权和上市金融企业股权交易的

监督，规范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激励制度。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健全金融企业内控机制，提升监事会和内审、

稽核、合规、监察等监督机构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加强案件防控工作。 

  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充分发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政府职能部门和外派监事会的作用，加强对企业国

有产权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交易、重大投资决策等事项的监管。加强对企业重组、改制、破产和国有资本运营各个

环节的监管。加大对国（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力度。开展对国有企业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运作事

项及重要人事任免等实行集体决策情况的监督检查。 

  （三）发挥各监督主体的作用 

  加强和改进党内监督。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切实改进民主生活会的方式方法，增强党内

政治生活的原则性，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相互监督。坚持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

会制度，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执行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实施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内询

问和质询办法，落实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和函询制度。推进党务公开，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落实党员在党

内监督中的责任和权利，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切实保障党员批评、

建议、检举等权利。建立健全党的纪检机关与组织部门有关情况通报制度。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自觉

接受党组织、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支持和保证人大监督。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通过听取和审议人民政

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

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进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方式，加强人大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的监督。重视本级人大常委会统一安排的人大代表视察工作，认真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和建议。 

  支持和保证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充分发挥行政监察职能作用，积极开展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加强

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严肃查处违反政纪的案件。加强行政服

务中心的建设和管理。落实地（厅）级及以下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试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经济责任审计。加强对重点专项资金和重大投资项目的审计。依法公告审计结果，促进审计结果落实。支持公安、

财政、土地、建设、环保等职能部门依法开展监督。 

  支持和保证司法监督。支持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审理和执行行政诉讼案件，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支

持人民检察院依法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强化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 

  支持和保证政协民主监督。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支持政协运用会议、专题调研、委

员视察、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对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和廉政情况等进行监督。各级党委、政府要发挥政协、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作用，认

真听取他们的批评和建议，定期通报情况，自觉接受监督。认真办理政协委员的提案和建议。 

  支持和保证群众监督。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进政府上网工程，深化政务公开，健全

政府信息发布制度，推行社会听证、专家咨询等制度，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推进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

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监督作用。落实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健

全信访举报工作机制，畅通信访渠道。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重视和支持新闻媒体正

确开展舆论监督。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增强接受舆论监督的自觉性，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推动和改进工作。新闻媒体要坚持科学监督、依法监督和建设性监督，遵守职业道德，把握正确导向，注重社会效

果。 

  发挥国家预防腐败机构的职能作用。加强对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和政策制定，对预防腐败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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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革措施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论证。建立预防腐败信息共享机制和腐败风险预警机制。总结预防腐败工作的有效

做法，提高预防腐败工作水平。 

  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切实把

防治腐败的要求落实到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各个环节，最大程度地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坚持党内监督与党

外监督相结合，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五、深化体制机制制度改革 

  （一）推进干部人事和司法体制改革 

  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规范干部任用提名制度，

地方党委讨论任用重要干部推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着力解决民主推荐、

民主测评及选举中的拉票贿选等问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

回避和交流制度。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发挥考核结果在干部任用和监督管理中的作用。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程序、措施和范围。完善减刑、假释、保外就

医、暂予监外执行、服刑地变更的条件和裁定程序。健全司法人员执法过错、违纪违法责任追究和领导干部失职责

任追究等制度。健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完善司法管理制度和司法财政保障机制。积极推进审判公开、检

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完善法律统一适用制度，规范司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行使，保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二）推进行政管理和社会体制改革 

  贯彻落实《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

组织分开。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推进教育、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加强住房改革和建设，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三）推进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规范预算资金分配，完善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向社会公开预算内容和转移

支付情况。完善国库集中收付运行机制，健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政

府非税收入管理体系。切实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纳入基金预算管理。推进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及国有企事业单

位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改革。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严格执行资产配置管理办法和配置标准。进一步

改革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继续清理规范津贴补贴。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度，强化税收调节。规范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严格控制税收减免。深入推行办税公开，健全税收管理员制度。 

  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健全支付监管体系，完善账户管理系统，依法落实金融

账户实名制。完善反洗钱合作机制，逐步将特定非金融机构纳入统一的反洗钱监管体系，加强对大额资金和可疑交

易资金的监测。完善防范和查处上市公司信息虚假披露和市场操纵等行为的制度。 

  制定《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规范企业投资核准制、备案制。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决策机制，完

善重大项目专家评议和论证制度、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推行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 

  （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大型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

未设立董事会的企业逐步实行党委（党组）书记和总经理分设。推进国有企业监管体制改革。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和企业重大决策失误追究等制度。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主导地位企业

领导人员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健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薪酬制度和国有企业管理层投资持股制度，规范收入分配

秩序。完善国有金融资产、行政事业性资产和自然资源资产监管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监管体制。 

  （五）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及相关改革 

  完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制度。实施严格的资格预审、招标公告发布、投标、评标定标以及评标专家管理制

度和惩戒办法。健全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机制。研究制定电子化招标投标办法。逐步构建统一的招标投

标信息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公开、共享。 

  规范土地征收和使用权出让制度。推进征地制度改革，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征地补偿和安置办法。进一步完善

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程序。深化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探矿权、采矿权

有偿使用制度改革。 

  推进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建立完善国有产权交易监管法规体系，实行企业国有产权进场交易。完善企业国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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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交易监管措施，重点建设和推广使用信息监测系统，实现交易动态监管。加强产权交易行业

自律组织建设。 

  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严格实行“管采分离”，加强对政府采购各个环节的监管。

研究建立统一的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规范国有企业物资采购招标投标工作。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完善行业信用记录。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和守信激励制度。整合有关部门和行业信用信息资

源，建立综合性数据库，逐步形成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六、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一）深入开展专项治理 

  重点解决物价、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生产、征地拆迁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强对环境

污染防治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认真履行环保职责、严重损害群众环境权益的地方和单位，追究有关

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严肃处理重大质量安全事件。开展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力度，坚决查处事故背后的失职渎职行为和腐败问题。严肃查

处征收征用土地和矿产资源开发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二）加大纠风工作力度 

  强化对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和扶贫救灾专项资金的监管。认真治理公共服务行业侵害群众消费权益等问题。

加强对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的监督管理，规范服务和收费行为。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确保各

项政策的落实。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健全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评价制度，推行网上药品集中采购，严格医药和医疗器

械价格监管。规范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治理涉农乱收费。整顿农资市场秩序，坚决纠正和查处截

留挪用、克扣政府支农惠农补贴款等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查处侵害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利益问题。继续做好清理

规范评比达标表彰工作，纠正举办节庆活动过多过滥等问题。 

  （三）健全防治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 

  落实行风建设责任制，坚持“管行业必须管行风”。各省（区、市）、市（地、州、盟）进一步完善民主评议政

风行风等制度，办好政风行风热线，督促有关部门及时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 

  七、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 

  （一）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 

  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以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

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为重点，严肃查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

利用干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执法权、行政审批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的案件。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

严肃查处规避招标、虚假招标及违法转包分包的案件，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土地、违规审批房地产开发项目或擅自

变更规划获取利益的案件，违法审批探矿权和采矿权、违法入股矿产开发的案件，金融领域违规授信、内幕交易、

挪用保险资金、违规发放核销贷款和资产处置的案件，隐匿、侵占、转移国有资产的案件。严肃查处为黄赌毒等社

会丑恶现象和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严肃查处贿赂案件，既要惩处受贿行为，又要惩处行贿行为。 

  （二）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工作 

  继续推进自查自纠和专项治理。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规范交易活动。重点查处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

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以及银行信贷、证券期货、商业保险等方面的商业贿赂案件。

严禁中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在国（境）外的商业贿赂行为，依法查处国（境）外经济组织在我国内地的商

业贿赂行为。制定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推进市场诚信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意

见。建立和完善商业贿赂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把是否存在不正当交易行为尤其是行贿行为作为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重

要依据。 

  （三）提高执纪执法水平 

  坚持依纪依法办案。严格履行办案程序，按照规定权限正确使用办案措施。坚持严肃执纪、公正执法、文明办

案，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司法机关依法履行批捕、起诉、审判

职责，惩治各类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加强出入境管理和经济侦查等相关工作。健全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

对诬告陷害的，要严肃查处。为受到错告、诬告的同志澄清是非。加强对办案工作的监督管理。保障涉案人员的合

法权益。 

  改进办案方式和手段。加强对新形势下办案工作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严格区分违纪与违法界限，正确把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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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策略，综合运用法律、纪律、行政和经济处罚、组织处理等方式和手段，增加办案科技含量，提高办案能力和水

平。 

  （四）健全查处案件的协调机制 

  加大查处案件的组织协调力度。由纪委书记担任同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组长，加强对重大案件的协调、指导

和督办。加强纪检、审判、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完善跨区域协作办案及防逃、追

逃、追赃机制，进一步形成惩治腐败的整体合力。 

  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外反腐败的有益做法，做好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工作。建立健全国际执

法合作、司法协助和涉案人员外逃预警、遣返、引渡，以及涉案资产追回等工作机制，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和交流。 

  （五）发挥查处案件的综合效应 

  深入剖析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查找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利用典型案件

开展警示教育，总结教训，引以为戒。实现查处案件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纪效果相统一。 

  八、切实抓好《工作规划》的贯彻落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是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主体，担负着全面领导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政治责任。要切实加强领导，

把贯彻落实《工作规划》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列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一起部署、一起

落实、一起检查。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党组）书记负总责，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分工抓好职责

范围内的工作，实行党政齐抓共管。各级纪委要充分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协助党委抓好《工作规划》各项任务的

分解和落实，制定实施方案，作出具体安排，健全工作机构，组织有关部门抓好工作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

处在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位置，对贯彻落实《工作规划》负有重要责任，要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充分发挥

示范带头作用。 

  （二）狠抓工作落实 

  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关键是扎扎实实地抓好落实。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工作规划》的总体要求和任务

分解，明确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落实工作责任。各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要密切配合，

相互支持，形成合力，保证工作任务的完成。要抓住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集中力量取得突

破，以此推动面上工作。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工作规划》贯彻落实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推进反腐倡廉

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探索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务求取得明显成效。 

  （三）开展监督检查 

  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各牵头单位，每年要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查找问题，认真整改，总结经验，推动工作，并提交工作报告。各地区各部门要把贯彻落实《工作规划》情况列入

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范围，作为工作实绩评定和干部奖惩的重要内容，严格责任考核，强化责任追究。

中央纪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检查，实施分类指导，确保《工作规划》确定的任务落到实处。 

  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工作规划》，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的实施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贯彻落实的实施办法，由中央军委参照本《工作规划》制定。 

8.3.347）《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06 年 2月 8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89.ht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

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成立以来，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促进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必须大力加强人民政协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 

  一、人民政协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

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伟大成果。中国共产党历来

高度重视和关心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

的重要思想，有力地指导了人民政协事业的创立和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796 页 共 3277 页 

新时期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全面开创了新时期人民政协事业的新局面；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

领导集体，对人民政协事业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动了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党的十六大

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新的重要部

署，把人民政协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立足我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人民政协是

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

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促进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

合作，充分体现和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

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

一。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

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要善于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大团结大联合的组织。人民政协的基本属性、

主要职能、组织构成、工作原则和活动方式，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各项工作是紧密相连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 

  人民政协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任务是：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把全

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团结起来，同心同

德，群策群力，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为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奋斗。 

  人民政协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开展工作，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

领、基本经验，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科学发展观、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坚持

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民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要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把加

强团结和发扬民主贯穿于政协工作的各个方面，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二、认真搞好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 

  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体现，是党和国家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

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国家和地方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

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统一部署和协调，并认真组织实施。 

  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各

党派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的共同性事务，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 

  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协商会，政协党

组受党委委托召开的座谈会，秘书长会议，各专门委员会会议，根据需要召开由政协各组成单位和各界代表人士参

加的内部协商会议。 

  三、积极推进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 

  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

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它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通过政协组织对国家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的监督，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协中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进行的互相监督。对于我们

党来说，更加需要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监督。 

  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的工作，参加政协的单位和个人遵守政协章程和执行政协决议的情况。 

  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有：政协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向党委和政府提出建议案；各专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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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出建议或有关报告；委员视察、委员提案、委员举报、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或以其他形式提出批评和建议；

参加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政协委员应邀担任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特约监督人员等。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倾听来自人民政协的批评和建议，自觉接受民主监督。要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在知情环

节、沟通环节、反馈环节上建立健全制度，畅通民主监督的渠道。党委和政府的监督机构以及新闻媒体要密切与人

民政协的联系，加强工作协调和配合，提高民主监督的质量和成效。要切实发挥政协提案、建议案在民主监督方面

的作用，对政协的提案和建议案要认真办理，及时给予正式答复。 

  四、深入开展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 

  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形式，也是党政领导机关经常听取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切实做好工作的有效方式。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

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

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人民政协要选择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课题，深入调查研究，开展咨询论证，提出意

见和建议。要运用包容各界、联系广泛、人才聚集的有利条件，了解和反映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愿望和要求。

人民政协的重要考察活动及重大外事活动要请参加政协的民主党派有关负责人参加，政协专门委员会要积极开展与

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的联合调研。要建立健全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的各项工作制度，形成合理有效的工作机制。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与人民政协的联系和沟通，为人民政协参政议政创造良好条件。对政协提出的重要意见

和建议，要认真研究、积极采纳。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要密切同政协专门委员会的协作和配合，对他们的工作提供

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五、切实抓好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的作用，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讨论协商及其履行职责的各种

活动。尊重和保障各民主党派在政协的各种会议上以本党派名义发表意见的权利；尊重和保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人士开展视察、提出提案、举报、反映社情民意以及参与调查和检查活动的权利；保证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

在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和政协领导成员中占有较大比例；政协各专门委员会要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

机关中应有一定数量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专职领导职务，并做到有职、有权、有责。 

  由界别组成是人民政协组织的显著特色。要根据界别的特点和要求开展活动，充分调动各界别参政议政的积极

性，认真探索发挥界别作用的方法和途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并合理设置界别，扩

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要通过界别渠道密切联系群众，努力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增进社会各阶层和

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 

  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主体。要认真组织政协委员的学习和培训，促进政协委员提高自身素质，遵守

政协章程，履行委员职责，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会议和活动。要尊重和依法保护政协委员的各项民

主权利，为他们发挥作用提供方便。政协委员所在单位要支持其参加政协活动，保障其各项待遇不因参加政协活动

而受到影响。 

  大力加强人民政协的机关建设。要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

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与时俱进和改革创新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提高全局观念、服务意识和政

策水平。要适应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完善为政协履行职能服务的各项工作制度，提

高工作水平和效率。要着眼于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事业的长远发展，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人民政协组织的干部队伍

建设，配备好工作班子，加强干部选拔、交流和任用，加大干部培训工作、挂职锻炼的力度，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

定、作风优良、学识丰富、业务熟练的高素质政协工作干部队伍。 

  六、加强和改善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 

  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支持人民政协依照章程独立负责、

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各级党委要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性，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善于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为实现党的总任务、

总目标服务。要把政协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听取政协党组的工作汇报，及时研究并统筹解决人民政协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党委和政府负责同志在政协全体会议期间参加讨论、共商国是和在政协常委会议期间通报情况、听取意

见，应形成制度。不是同级党委常委的地方政协党员主席或党组书记，可请他们列席党委常委会议和其他有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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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和有关会议时，可视需要邀请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列席。各级党委和政府

对政协干部交流、活动经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切实帮助解决。各级党委要把是否重视人民政协工作、能否发挥

好人民政协的作用作为检验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 

  发挥政协组织中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政协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和政协机关中的共产党员，要增强政治责任

感，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和能力，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带头遵守政协章程，继承和发扬党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

优良传统，广交、深交党外朋友，努力成为合作共事的模范、发扬民主的模范、廉洁奉公的模范。 

努力创造全党全社会重视和支持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各级党委要积极组织并大力推动关于人民政协的理论

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把人民政协理论列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学计划。要有计

划、有重点地组织新闻媒体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宣传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以及各级政协组织履行职能的情况，形成有利于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8.3.348）《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若干问题的答复意见（二）》(2005 年 6月 28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88.htm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若干问题的答复意见（二）》的通知 

 现将中央组织部《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若干问题的答复意见（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若干问题的答复意见（二） 

  1．问：第七条规定，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干

部挂职锻炼，所挂任职务是否可以视为一个职位任职的经历？ 

  答：凡经组织选派、挂职时间在半年以上，其挂任职务无论是平职、低职或者因工作需要高职安排的，均可视

为一个职位的任职经历。 

  2．问：选拔任用处级以上非领导职务，是否需要进行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是否实行任职前公示制和任职试

用期制？ 

  答：《干部任用条例》第四条规定，选拔任用处级以上非领导职务，参照本条例执行。民主推荐、组织考察是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基础环节和必经程序。因此，选拔任用处级以上非领导职务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

考察对象；对确定的考察对象，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认真考察；在党委（党组）讨论决定

后、下发任职通知前，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担任非领导职务，可不实行任职试用期制。 

  3．问：处级以上非领导职务干部转任同级领导职务时，除了要实行任职前公示制和任职试用期制外，是否还

需要进行民主推荐、组织考察？ 

  答：必须进行民主推荐、组织考察。 

  4．问：民主推荐范围确定后，对参加民主推荐的人数有什么具体要求？ 

  答：参加民主推荐人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推荐结果的真实性和群众公认度。因此，按照

《干部任用条例》规定范围确定参加的人员应尽可能全部参加。一般情况下，参加民主推荐的人数至少要达到规定

范围参加人数的三分之二。 

  5．问：第二十六条规定，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必须形成书面考察材料，建立考察文书档案。干部考

察文书档案包括哪些内容？ 

  答：干部考察文书档案一般包括：（1）考察工作请示、考察工作方案；（2）民主推荐汇总表、民主测评表汇总

表；（3）重要谈话记录；（4）考察报告、考察材料、干部任免审批表；（5）考察中重要问题的调查情况及结论；（6）

征求纪委意见情况；（7）其他能够反映干部考察情况的有关材料。 

  干部考察文书档案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建立和管理。 

  6．问：对需报上级备案、同时又需要进行公示的拟任职干部，何时进行公示？ 

  答：一般情况下，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在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后，即可进行公示。其中，属于任前备案的，

可不公示具体拟任职务。公示结果不影响任职的，按规定在报经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后，或者上级组织（人

事）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提出异议的，方可办理任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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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问：市（地）、县（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经全委会票决通过后是否还需要进

行公示？如公示中有影响其任职的问题如何处理？ 

  答：根据《干部任用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推行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的意见》

精神，市（地）、县（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票决通过后，属于提拔任职或者平级转任

重要职务的，应当进行公示；属于其他情况的，根据需要也可以进行公示。 

  全委会票决通过的人选，经公示有影响其任职的问题，应经党委常委会复议，并将复议结果及时通报全委会成

员。 

  8．问：政府有关部门配备的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等，是否实行任职试用期制？ 

  答：政府有关部门配备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导职务，属于委任的，应当按照《党政领导干部

任职试用期暂行规定》精神，实行任职试用期制。属于聘任的，执行聘任制有关规定。 

  9．问：干部任职试用期间，可否调整其工作岗位？ 

  答：根据实行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制度的目的和要求，从有利于干部尽快适应领导工作和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

理考虑，干部任职试用期间，一般不宜调整其工作岗位。 

  10．问：第五十三条对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的亲属关系作出了规定，什么是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

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答：直系血亲关系：法律意义上的直系血亲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指有自然血缘关系的亲属，即生育自己和自

己所生育的上下各代亲属。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另一种是指本来没有血缘关

系，但由法律确认其具有与自然血亲同等的权利义务的亲属，这种情况称之为法律拟制血亲。如养父母与养子女、

继父母与继子女。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指同源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三代以内，除父母直系血亲以外的，与自己有间接血亲

关系的亲属。所谓“三代以内”是从自身往上数，自己为第一代，到父母为第二代，到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三代；

从自身往下数，自己为第一代，到子女为第二代，到孙、外孙为第三代。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

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 

  近姻亲关系：姻亲是指以婚姻关系为中介而产生的亲属关系，近姻亲主要指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

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11．问：第五十四条规定，讨论干部任免，涉及与会人员本人及其亲属的，以及干部考察组成员在干部考察工

作中涉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这里的“亲属”是指哪些关系？ 

  答：是指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和近姻亲关系。 

8.3.349）《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

(2005 年 5月 26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87.htm 

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

见》的通知 

 中央同意《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

见》，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当前，要支持、保证人大

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充分发挥作用，切实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建设，使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委会更好地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的情况，要及时报告中央。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 

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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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要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50 年来的实践证明，要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一是必须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坚持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二是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依法、依程序办事，集体决定问题，集体行使职权。三是必须

坚持走群众路线，以人为本，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大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做的工作很多，涉及方方面面。根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要求，当前要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

支持、规范和保证其依法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二是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度建设，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更好

地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机关和代表机关的作用。 

  一、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建立健全代表依法履行职责的各项具体制

度，进一步增强代表工作的实效，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 

  （一）保障代表的知情权，提高代表审议议案、报告的水平和效能。 

  1．为代表知情知政提供信息。审议各项议案和报告，是代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职责。代表要履行好这

项职责，必须知情知政。为此，要向代表提供多方面的信息：在每年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

构应请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在京代表通报改革发展稳定和审判、检察工作的基

本情况，将有关材料印发京外代表，并为在京代表、港澳代表举办报告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事机构应向代表通报常委会会议、常委会重要工作安排和重要活动的情况，寄送常委会公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资料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有关报告等；全国人大财经委应向代表寄送经济形势分析的有关资料；国务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办事机构应向代表寄送国务院公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印发省级人大代表的资料，同时印发本选举单位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 

  2．扩大代表对常委会活动的参与。要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和专门委员会会议，组织代表参加执法检查和

专题调研，使代表了解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了解有关法律的实施情况和其他工作情况。常委会审议的

法律案，可以根据情况将草案发给有关代表征求意见。 

  3．为代表深入审议各项议案和报告创造条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应在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

将准备提交会议审议的法律草案发给代表；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后，分别将各项报告发给代表，请代表提前审阅。

在代表审议各项议案和报告时，有关机关必须派相关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并认真研究、积极采纳代表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议案和报告作出修改。 

  （二）改进代表议案工作，提高议案提出和处理的质量。 

  4．明确代表议案的基本要求和范围。依据法律规定，代表议案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由一个代表团或者 30 名

以上的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提出；二是内容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三是属于要求列入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会议议程进行审议的事项。 

  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代表议案的范围主要包括：（1）制定法律、修改现行法律和解释法律的议案；

（2）需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的有关宪法实施中的重大问题的议案；（3）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或

者批准的其他事项的议案。凡属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由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处理的地方性事

务，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审判权、检察权范围内的事项，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事务，以及

其他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不应作为议案向全国人大提出。 

  代表提出议案，应有案由、案据和方案。法律案最好有具体条文和说明。 

  5．规范代表提出议案的程序。为保证代表有充裕时间酝酿、提出议案，除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代表议案外，

符合议案基本条件、准备成熟的代表议案，也可以在大会闭会期间提出。 

  为使联名附议的代表充分了解议案内容，体现联名提出、共同负责的精神，领衔提出议案的代表，应向联名附

议的代表分别提供议案文本，经附议人认真审阅同意后，再签名附议；有条件集体讨论的，应经集体讨论、取得一

致意见后联名提出。 

  对于不符合基本条件的议案，大会秘书处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可以建议提议案人进行修改、完善，或者

改作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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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改进对代表议案的处理工作。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审议议案时，应与提议案人联系沟通，听取意见。对条

件成熟、能够列入大会会议或者常委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应建议列入会议议程；对不能直接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

可以建议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或者工作计划。有关机关在制定或修改相关法律、进行相关工作时，应邀请

提议案人参加相关活动，在提请审议相关法律草案时，应反映吸收代表议案内容的情况，并邀请提议案人列席常委

会会议参与审议。 

  （三）完善有关工作制度，提高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及处理的质量。 

  7．明确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范围和程序。代表应围绕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围绕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增

强针对性和可行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应加强组织协调工作，为代表提

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提供服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也可以在大会闭会期间提出；可以由代表一人提出，也可以

由代表联名提出。 

  凡涉及解决代表本人及其亲属个人问题的，代转人民群众来信的，属于学术探讨、产品推介的，或者没有实际

内容的，不应作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 

  8．认真负责地处理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及

时进行整理和研究，提出分析报告，拟定承办意见，会同有关国家机关组织好交办工作。 

  有关机关、组织应建立健全处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责任制，严格处理程序，提高处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

对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或者问题反映比较集中的重点建议、批评和意见，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应亲自

负责研究处理。需由几个部门联合承办的，应指定主办单位负责牵头，共同提出处理意见。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确定处理意见，并答复代表。对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尽快解决并给予明确答复；对应该解决但一时难以落实解

决措施的问题，应先向代表如实说明情况，明确办理时限，在妥善解决后再行答复；对确实不能解决的问题，应充

分说明原因。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对代表提出的对全国人大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按上述要求认真处理；对其他

机关、组织承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加强处理情况的督促和检查；对确定的重点建议、批评和意见，应组

织力量跟踪督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应听取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报告印发下次全国

人大会议。 

  （四）加强和规范代表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增强代表活动的实效。 

  9．明确代表在大会闭会期间活动的内容和原则。代表参加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是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组成

部分，应增强参加大会闭会期间活动的主动性和责任心。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统一安排，代表在大会闭会期间可

以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应邀列

席或者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议；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议案和建议、

批评、意见；采取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等。 

  代表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也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

委会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国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共同安

排。 

  代表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一般在原选举单位的行政区域内进行。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

机构的统一安排，代表可以跨原选举单位的行政区域进行考察。 

  代表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根据本人要求，经县级以上地方人

大常委会联系安排，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 

  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要把依法执行代表职务与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严格区别开来，

不得借执行代表职务进行个人职业活动。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活动，不得接受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出资赞

助。代表对涉及个人和亲属的具体案件应当回避。 

  10．改进和加强代表视察和专题调研工作。视察和专题调研是代表在大会闭会期间活动的重要形式。根据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统一安排，代表于每年年末进行一次集中视察，时间为一周左右。视察应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有目

的、有准备地进行。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增强视察的实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应将代表在视察过程中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进行整理，交由有关国家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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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代表，并将代表视察的情况汇总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代表在视察中不直接处理具体问题。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统一安排，代表于每年年中进行一次专题调研，时间为一周左右。专题调研的题目由全

国人大常委会拟定，也可以由代表根据国家工作的大局和实际情况确定。专题调研结束后，应形成调查报告，送交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研究处理。 

  11．密切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代表应通过多种渠道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代表可以通过由代表小组召开座谈会、代表电子信箱和人大网站等多种方式，听取和反映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的

意见和要求。联系人民群众要求真务实，讲求实效，不搞形式主义。对代表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的人民群

众的申诉、控告、检举等信件和当面反映的有关问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转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处理，并

由有关机关、组织负责答复，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应加强督办工作。代表个人不得干预具体司法案件的审理和

执行。 

  （五）为代表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 

  12．提供经费和时间保障。要适当增加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经费，列入中央预算。代表活动经费应专款专用，

严格管理。代表依法参加代表活动，其所在单位、部门必须给予时间、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等各项保障。 

  13．提供服务保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可以在其办事机构内设立全国人大代表联络处，根据本选

举单位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确定必要的工作人员，为代表开展活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代表联络处的业

务工作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指导，工作经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补助。 

  二、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度建设 

  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度建设，是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责、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保证，也是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 

  14．认真落实法律规定的立法制度，继续推进立法工作的民主化。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逐步扩大公民对立法工

作的有序参与，对于保证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更好地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统筹兼顾好各方面群众的具体利

益，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好全国人大在表达、平衡、调整社会利益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贯彻执行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制度，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广泛听取各方面对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的意见，扩大立法民主，提高立法质量。涉及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尤其是需要设定普遍性的公民义务的特别重要的法律案，应依照立法法规定的程序公布草

案，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要在立法工作中防止“利益部门化”和“部门利益法制化”等问题，保证

制定的法律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 

  15．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监督制度，改进和加强监督工作。要明确全国人大监督工作应遵循的原则：（1）

坚持党的领导。监督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时向党中央报告。（2）集体行使监督职权。监督

项目的确定，监督行为的实施，监督后决议的形成，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委员长会议集体作出决定。（3）不包办

代替。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既要监督，又要支持，不代行“一府两院”的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

权。 

  要按照围绕中心、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思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

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选准题目，抓住关键，综合运用听取和审议专题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监

督工作的基本形式，改进和加强监督工作。对备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应在进行被动审查的同时，

有重点地加强主动审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要推进司法机关内部启动审判监督机制和法律监督机制，畅通法律规定的再审渠道。对人民群众向全国人大常

委会反映的司法案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应转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

常委会研究处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仍有不同

意见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并将重新审判的结果报告全国人大

常委会。 

  16．规范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发挥专门委员会的作用。专门委员会除依法提出法律案外，对其他国家机关

负责起草的法律案，应提前了解起草的进展和动态，并在相关法律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先行组织审议，

提出审议报告。法律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一次审议后，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就该法律案继续进行审议，提出审

议意见，并派人参与法律委员会的统一审议。 

  专门委员会应大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和听取专题工作报告的建议。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803 页 共 3277 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常委会听取“一府两院”的专题工作报告，由

有关专门委员会做好前期各项工作；对常委会执法检查和审议专题工作报告提出的意见，有关专门委员会要跟踪督

查，督促有关国家机关改进工作并向常委会提出整改情况的书面报告。对“一府两院”承办的重点建议、批评和意

见，由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督办。 

  17．建立和完善若干具体工作制度，促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除制定加强和规范

全国人大代表活动的若干意见、全国人大代表议案处理办法、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处理办法外，还应抓紧建

立和完善以下制度：一是改进会议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和委员长会议的报告形式，明确汇

报重点，提高议事效率和议事质量。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议事制度和组织工作，也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不断加以改进。二是健全信访工作制度。要加强对信访动态的综合分析，做好信访件的交办、督办工作。要把人民

来信来访中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监督工作的重点，督促有关方面及时解决。要把处理人民

来信来访与了解社会动态、完善预测防范机制、畅通与人民群众联系渠道结合起来，努力提高信访工作的水平。三

是建立对全国人大代表的系统培训制度。要以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运作等基本知识为基础，

以法律案和各项工作报告的审议、计划和预算的审查、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的提出和处理、代表职责等为专题，有

针对性地组织好对代表的系统培训。四是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建设。要按照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务实高效、

作风过硬、团结协作、勤政廉洁的要求，大力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

要进一步充实全国人大机关的专业人员，扩大全国人大机关与党委、政府、司法机关之间的干部交流。对全国人大

机关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和近年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到机关工作的干部，要有计划、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到基层挂

职锻炼，使他们了解国情，接触群众，增长才干。 

  18．从制度上保证和加强党对全国人大工作的领导。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依法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保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的决策。全国人大会议的召开，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的议程安排，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准备制定的政治性法律和重大的经济法律，有关

法律起草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法律审议中重大的分歧意见，以及监督和决定重大事项、干部任免等工作中的重大问

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报请党中央决定或者批准后再进入法定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中共党员，

将党组织临时关系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组成临时党支部，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领导。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

就人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通过党内组织生活，统一党员的认识。全体党员都要牢固树立党的观念、政治观念、大

局观念、群众观念，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与党外同志一道，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8.3.350）《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2005 年 3月 24 日)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4819/content-796572.html 

https://www.mem.gov.cn/gk/gwgg/qt_01/200608/t20060823_242291.shtml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85.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提高依法行政

水平，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就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对推行政务公开重要意义的认识 

  推行政务公开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具体体现；

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

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

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 

  党中央、国务院对推行政务公开十分重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推行政务公开。2000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全国乡镇政权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通知》，对乡（镇）政务

公开作出部署，对县（市）级以上政务公开提出了要求。2004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把行政决策、行政管理和政府信息的公开作为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2005 年 1 月，党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

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健全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各

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结合实际，狠抓落实，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政务公开稳步推行，发展势头良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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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公开的推行，拓宽了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加强了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推进了依法行政，密切了党群干群关

系，促进了勤政廉政建设，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当前，政务公开工作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在一些方面还不能完全

适应，主要是：有的领导干部对政务公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推行政务公开的力度不够；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

法行政的观念和政务公开的意识还比较淡薄，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有的地区和部门政务公开制

度不健全，程序不规范，工作不落实，甚至存在形式主义倾向。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务公开工作的落实，

妨碍了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依法行政的全面推进，对政务公

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要切实提高对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重要意义的认识，

以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进一步把政务公开工作抓紧抓好。 

  二、明确推行政务公开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 

  推行政务公开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全

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精神，以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

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和办事效率，切实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依法行政，更

好地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 

  推行政务公开要坚持严格依法、全面真实、及时便民的原则。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对各类行

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之外，都要如实公开。要按照规定

的制度和程序，对应该公开的事项，采用方便、快捷的方式及时公开。 

  推行政务公开的工作目标，要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和进程相一

致。经过不懈努力，使政务公开成为各级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政府工作透明度不断提高，政府与群众沟通的

渠道更加畅通，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三、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主要任务、重点内容和形式 

  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切合实际，稳步实施。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

建设的要求，明确政务公开的内容和形式，增强政务公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确定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主要任务。乡（镇）要继续贯彻文件精神，切实把各项

要求落到实处。县（市）和市（地）级行政机关要规范和完善政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形式和监督保障措施，全面

推行政务公开；省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明确政务公开的内容和形式，并加强对本地区本系统

政务公开工作的规划和指导。 

  要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内容，围绕行政主体基本情况和行

政决策、执行、监督的程序、方法、结果等事项，不断拓展政务公开的内容。乡（镇）要重点公开其贯彻落实中央

有关农村工作政策，以及财政、财务收支，各类专项资金、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筹资筹劳等情况。县（市）、市

（地）要重点公开本地区城乡发展规划，财政预决算报告，重大项目审批和实施，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政府采购，

征地拆迁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税费征收和减免政策的执行，突发公共事件的预报、发

生和处置等情况。省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要重点公开本地区本部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相关政策与总体规划，

财政预决算报告，行政许可事项的设定、调整、取消以及行政许可事项办理，国有企业重组改制、产权交易等情况。

国务院各部门要结合实际，确定公开的重点内容。各地区各部门要编制本地区本系统政务公开内容的详细目录，分

类向社会或在单位内部公开。 

  要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通过政府新闻发布会定期发布政务信息；继续通过政府公报、政务公开栏、公开办

事指南和其他形式公开政务；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发挥其在政务公开中的作用；积极探索通

过社会公示、听证和专家咨询、论证以及邀请人民群众旁听政府有关会议等形式，对行政决策的过程和结果予以公

开；通过各类综合或专项行政服务中心，对行政许可、公共服务等事项予以公开；加强政府网站建设，推进电子政

务，逐步扩大网上审批、查询、交费、办证、咨询、投诉、求助等服务项目的范围，为人民群众提供快捷、方便的

服务。 

  四、建立健全政务公开的法规制度 

  要加强制度建设，严格按制度办事，保障政务公开规范运行。要积极探索和推进政务公开的立法工作，抓紧制

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要研究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规章，逐步把政务公开纳入法制化轨道。 

  要建立健全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制度。对于应当让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事项，要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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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不宜公开或不能公开的，要报上级主管机关备案。公开事项如变更、撤销或终止，要及时公布并作出说明。对

于只涉及部分人和事的事项，要按照规定程序，向申请人公开，确实不能公开的要及时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要建立健全政务公开评议制度。把政务公开纳入社会评议政风、行风的范围，组织人民群众对政务公开的内容

是否真实、准确、全面，时间是否及时，程序是否符合规定，制度是否落实到位等进行评议。 

  要建立健全政务公开责任追究制度，明确政务公开工作各部门和单位的责任。对工作不力、搞形式主义的，要

严肃批评，限期整改；对弄虚作假、侵犯群众民主权利、损害群众合法利益、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查处。 

  五、切实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把政务公开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研究和解决工作中

的重要问题。各地区各部门要设立政务公开工作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指导、协调政务公开的各项工作。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以及法律法规授权或行政机关依法委托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是实施政务公开的责任主

体。实行垂直领导和双重领导的部门，要按照本系统的要求，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政务公开工作。要加

强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培训，为推行政务公开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要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推行政务公开的氛围，

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政务公开的实践活动。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政协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监督；认真听取群

众团体和人民群众对政务公开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上级行政机关要加强对下级行政机

关政务公开工作的层级监督。监察、审计等机关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对政务公开工作实行专门监督。要把政务公开

作为行政机关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各地区各部门要制定具体考核办法，明确考核标准，定期考评检查，促进政务

公开工作的落实。 

8.3.351）《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6〕80 号 2016 年 11月 10 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1/15/content_5132852.htm 

索 引 号：000014349/2016-00219 主题分类：综合政务\政务公开发文机关：国务院办公厅成文日期：2016 年 11 月

10 日标  题：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发文字号：国办发〔2016〕

80 号发布日期：2016 年 11 月 15 日主 题 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 

国办发〔2016〕8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 

国务院办公厅             

2016 年 11 月 10 日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实  施  细  则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要求，进一步推进决策、执行、

管理、服务、结果公开（以下统称“五公开”），加强政策解读、回应社会关切、公开平台建设等工作，持续推动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着力推进“五公开” 

  （一）将“五公开”要求落实到公文办理程序。行政机关拟制公文时，要明确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不予公

开等属性，随公文一并报批，拟不公开的，要依法依规说明理由。对拟不公开的政策性文件，报批前应先送本单位

政务公开工作机构审查。部门起草政府政策性文件代拟稿时，应对公开属性提出明确建议并说明理由；部门上报的

发文请示件没有明确的公开属性建议的，或者没有依法依规说明不公开理由的，本级政府办公厅（室）可按规定予

以退文。 

  （二）将“五公开”要求落实到会议办理程序。各地区各部门要于 2017 年底前，建立健全利益相关方、公众

代表、专家、媒体等列席政府有关会议的制度，增强决策透明度。提交地方政府常务会议和国务院部门部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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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重要改革方案和重大政策措施，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应在决策前向社会公布决策草案、决策依据，广泛听取

公众意见。对涉及公众利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电视电话会议，行政机关应积极采取广播电视、网络和新媒体直

播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对涉及重大民生事项的会议议题，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特别是市县两级政府制定

会议方案时，应提出是否邀请有关方面人员列席会议、是否公开以及公开方式的意见，随会议方案一同报批；之前

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应一并附上意见收集和采纳情况的说明。 

  （三）建立健全主动公开目录。推进主动公开目录体系建设，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进一步明

确各领域“五公开”的主体、内容、时限、方式等。2017 年底前，发展改革、教育、工业和信息化、公安、民政、

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土资源、交通运输、环保、住房和城乡建设、商务、卫生计生、海关、税务、工商、

质检、安监、食品药品监管、证监、扶贫等国务院部门要在梳理本部门本系统应公开内容的基础上，制定本部门本

系统的主动公开基本目录；2018 年底前，国务院各部门应全面完成本部门本系统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的编制工作，并

动态更新，不断提升主动公开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四）对公开内容进行动态扩展和定期审查。各地区各部门每年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对政务公开工作的新要

求以及公众关切，明确政务公开年度工作重点，把握好公开的力度和节奏，稳步有序拓展“五公开”范围，细化公

开内容。各级行政机关要对照“五公开”要求，每年对本单位不予公开的信息以及依申请公开较为集中的信息进行

全面自查，发现应公开未公开的信息应当公开，可转为主动公开的应当主动公开，自查整改情况应及时报送本级政

府办公厅（室）。各级政府办公厅（室）要定期抽查，对发现的应公开未公开等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严格落实公开

前保密审查机制，妥善处理好政务公开与保守国家秘密的关系。 

  （五）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在全国选取 100 个县（市、区）作为试点单位，重点围绕基层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税费收缴、征地补偿、拆迁安置、环境治理、公共事业投入、公共文化服务、扶贫救灾等群众关切信

息，以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户籍管理、宅基地审批、涉农补贴、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政务

服务事项，开展“五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探索适应基层特点的公开方式，通过两年时间形成县乡政府政

务公开标准规范，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切实优化政务服务，提升政府效能，破解企业和群众“办证多、办

事难”问题，打通政府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二、强化政策解读 

  （一）做好国务院重大政策解读工作。 

  国务院部门是国务院政策解读的责任主体，要围绕国务院重大政策法规、规划方案和国务院常务会议议定事项

等，通过参加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新闻发布会、撰写解读文章、接受媒体采访和在线访谈等方式进行政策解读，

全面深入介绍政策背景、主要内容、落实措施及工作进展，主动解疑释惑，积极引导国内舆论、影响国际舆论、管

理社会预期。 

  国务院发布重大政策，国务院相关部门要进行权威解读，新华社进行权威发布，各中央新闻媒体转发。部门主

要负责人是“第一解读人和责任人”，要敢于担当，通过发表讲话、撰写文章、接受访谈、参加发布会等多种方式，

带头解读政策，传递权威信息。对以国务院或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印发的重大政策性文件，起草部门在上报代拟稿时

应一并报送政策解读方案和解读材料，并抓好落实。需配发新闻稿件的，文件牵头起草部门应精心准备，充分征求

相关部门意见，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审签，按程序报批后，由中央主要媒体播发。要充分发挥各部门政策参与制定

者和掌握相关政策、熟悉有关领域业务的专家学者的作用，围绕国内外舆论关切，多角度、全方位、有序有效阐释

政策，着力提升解读的权威性和针对性。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政策，进行形象化、通俗化解读，多举实例，多讲故

事。 

  充分运用中央新闻媒体及所属网站、微博微信和客户端做好国务院重大政策宣传解读工作，发挥主流媒体“定

向定调”作用，正确引导舆论。注重利用商业网站以及都市类、专业类媒体，做好分众化对象化传播。宣传、网信

部门要加强指导协调，组织开展政策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和效果评估，不断总结经验做法，督促问题整改，切实增强

政策解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是解读重大政策的重要平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主要负责人要积极参加，围绕吹风会

议题，精心准备，加强衔接协调，做到精准吹风。对国际舆论重要关切事项，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面向国际主流

媒体，通过集体采访、独家访谈等多种形式，深入阐释回应，进一步提升吹风会实效。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和重要社

会关切，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及时主动参加吹风会，表明立场态度，发出权威声音。对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的情况要定期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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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强各地区各部门政策解读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做好政策解读工作。以部门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制发部

门负责做好解读工作；部门联合发文的，牵头部门负责做好解读工作，其他联合发文部门配合。以政府名义印发的

政策性文件，由起草部门做好解读工作。解读政策时，着重解读政策措施的背景依据、目标任务、主要内容、涉及

范围、执行标准，以及注意事项、关键词诠释、惠民利民举措、新旧政策差异等，使政策内涵透明，避免误解误读。 

  坚持政策性文件与解读方案、解读材料同步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署。以部门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报批

时应当将解读方案、解读材料一并报部门负责人审签。对以政府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牵头起草部门上报代拟稿

时应将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审定的解读方案和解读材料一并报送，上报材料不齐全的，政府办公厅（室）按规定予

以退文。文件公布前，要做好政策吹风解读和预期引导；文件公布时，相关解读材料应与文件同步在政府网站和媒

体发布；文件执行过程中，要密切跟踪舆情，分段、多次、持续开展解读，及时解疑释惑，不断增强主动性、针对

性和时效性。 

  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影响市场预期等重要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要善于运用媒体，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开展政

策解读，做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沟通工作，及时准确传递政策意图。要重视收集反馈的信息，针对市场和社会

关切事项，更详细、更及时地做好政策解读，减少误解猜疑，稳定预期。 

  三、积极回应关切 

  （一）明确回应责任。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做好政务舆情的回应工作，涉事责任

部门是第一责任主体。对涉及国务院重大政策、重要工作部署的政务舆情，国务院相关部门是回应主体；涉及地方

的政务舆情，属地涉事责任部门是回应主体；涉及多个地方的政务舆情，上级政府主管部门是回应主体。政府办公

厅（室）会同宣传部门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二）突出舆情收集重点。重点了解涉及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政府常务会议和国务院部门部务会议议

定事项的政务舆情信息；涉及公众切身利益且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引发媒体和公众关切、可能影响政府

形象和公信力的舆情信息；涉及重大突发事件处置和自然灾害应对的舆情信息；严重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民生舆情

信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不实信息等。 

  （三）做好研判处置。建立健全政务舆情收集、会商、研判、回应、评估机制，对收集到的舆情加强研判，区

别不同情况，进行分类处置。对建设性意见建议，吸收采纳情况要对外公开。对群众反映的实际困难，研究解决的

情况要对外公布。对群众反映的重大问题，调查处置情况要及时发布。对公众不了解情况、存在模糊认识的，要主

动发布权威信息，解疑释惑，澄清事实。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发布信息进行引导和纠正。对虚假和不实信息，要在

及时回应的同时，将涉嫌违法的有关情况和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网络监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查处。进一步做好专项

回应引导工作，重点围绕“两会”、经济数据发布和经济形势、重大改革举措、重大督查活动、重大突发事件等，

做好舆情收集、研判和回应工作。 

  （四）提升回应效果。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影响市场预期和突发公共事件等重点事项，要及时发布信息。对

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要快速反应，最迟要在 5 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在 24 小时内举行新闻

发布会，并根据工作进展情况，持续发布权威信息,有关地方和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带头主动发声。针对重大政务舆

情，建立与宣传、网信等部门的快速反应和协调联动机制，加强与有关新闻媒体和网站的沟通联系，着力提高回应

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通过购买服务、完善大数据技术支撑等方式，用好专业力量,提高舆情分析处置的信息

化水平。 

  四、加强平台建设 

  （一）强化政府网站建设和管理。各级政府办公厅（室）是本级政府网站建设管理的第一责任主体，负责本级

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以及对本地区政府网站的监督和管理；要加强与网信、编制、工信、公安、保密等部门的协作，

对政府网站的开办、建设、定级、备案、运维、等级保护测评、服务、互动、安全和关停等进行监管。建立健全政

府网站日常监测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本地区、本系统政府网站存在的突出问题。推进网站集约化建设，将没有人

力、财力保障的基层网站迁移到上级政府网站技术平台统一运营或向安全可控云服务平台迁移。加快出台全国政府

网站发展指引，明确网站功能定位以及相关标准和要求，分区域分层级分门类对网站从开办到关停的全生命周期进

行规范。 

  （二）加强网站之间协同联动。打通各地区各部门政府网站，加强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提升网站的集群效应，

形成一体化的政务服务网络。国务院通过中国政府网发布的对全局工作有指导意义、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重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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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网站要即时充分转载；涉及某个行业或地区的政策信息，有关部门和地方网站

应及时转载。国务院办公厅定期对国务院部门、省级政府、市县政府门户网站转载情况进行专项检查。要加强政府

网站与主要新闻媒体、新闻网站、商业网站的联动，通过合办专栏专版等方式，提升网站的集群和扩散效应，形成

传播合力，提升传播效果。 

  （三）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平台。新闻媒体是政务公开的重要平台。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在立足政府网站、政务

微博微信、政务客户端等政务公开自有平台的基础上，加强与宣传、网信等部门以及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充分运

用新闻媒体资源，做好政务公开工作。要通过主动向媒体提供素材，召开媒体通气会，推荐掌握相关政策、熟悉相

关领域业务的专家学者接受媒体访谈等方式，畅通媒体采访渠道，更好地发挥新闻媒体的公开平台作用。积极安排

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负责人列席有关会议，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四）发挥好政府公报的标准文本作用。政府公报要及时准确刊登本级政府及其部门发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做到应登尽登，为公众查阅、司法审判等提供有效的标准文本。各级政府要推进历史公报数字化工作，争取到“十

三五”期末，建立覆盖创刊以来本级政府公报刊登内容的数据库，在本级政府网站等提供在线服务，方便公众查阅。 

  五、扩大公众参与 

  （一）明确公众参与事项范围。围绕政府中心工作，细化公众参与事项的范围，让公众更大程度参与政策制定、

执行和监督。国务院部门要重点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重大规划，国家和社会管理重要事务、法律议案和

行政法规草案等，根据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扩大公众参与。省级政府要重点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省级社会管理事务、政府规章和重要政策措施、重大建设项目等重要决策事项，着力做好公众参与工作。市县级政

府要重点围绕市场监管、经济社会发展和惠民政策措施的执行落地，着力加强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的参与。 

  （二）规范公众参与方式。完善民意汇集机制，激发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公众权益的重要

决策，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须通过征求意见、听证座谈、咨询协商、列席会议、媒体吹风等方式扩大公众参与。

行政机关要严格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听证程序，提高行政执法的透明度和认可度。发挥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积极运用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做好对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的评

估和监督工作。公开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应予公布，相对集中的意见建议不予采纳的，公布时要说明理由。 

  （三）完善公众参与渠道。积极探索公众参与新模式，不断拓展政府网站的民意征集、网民留言办理等互动功

能，积极利用新媒体搭建公众参与新平台，加强政府热线、广播电视问政、领导信箱、政府开放日等平台建设，提

高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增进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认同和支持。 

  六、加强组织领导 

  （一）强化地方政府责任。地方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互联网环境下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的重大意义，转变理念，

提高认识，将政务公开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负责人亲自抓，明确一位分管负责人具体抓，推动本地区各级行政

机关做好信息公开、政策解读、回应关切等工作。主要负责人每年至少听取一次政务公开工作汇报，研究推动工作，

有关情况和分管负责人工作分工应对外公布。要组织实施好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让政府施政更加

透明高效，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 

  （二）建立健全政务公开领导机制。调整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协调处理政务公开顶层设计和重大问题，部

署推进工作。各地区各部门也要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协调机制。各级政府政务公开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由政府有关部门、

宣传部门、网信部门等组成。 

  （三）完善政务公开工作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整合力量，理顺机制，明确承担政务公开工作的机构，配齐配

强工作人员。政务公开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推进、监督检查本地区本系统的政务公开工作，做好本行政机关信

息公开、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政策解读、回应关切、公众参与等工作。在政务公开协调机制下，各级政府及其部

门要与宣传部门、网信部门紧密协作，指导协调主要媒体、重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充分利用各媒体平台、

运用全媒体手段做好政务公开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完善信息发布协调机制，对涉及其他地方、部门的政府信息，

应当与有关单位沟通确认，确保发布的信息准确一致。 

  （四）建立效果评估机制。政府办公厅（室）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有效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适时通过第

三方评估、民意调查等方式，加强对信息公开、政策解读、回应关切、媒体参与等方面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不

断调整优化政务公开的方式方法。评估结果要作为政务公开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 

  （五）加强政务公开教育培训。各地区各部门要制定政务公开专项业务培训计划，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和研讨交

流，2018 年底前对政务公开工作人员轮训一遍。各级行政学院等干部培训院校应将政务公开纳入干部培训课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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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强化各级领导干部在互联网环境下的政务公开理念，提高指导、推动政务公开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政务公开工作

人员要加强政策理论学习和业务研究，准确把握政策精神，增强专业素养。 

  （六）强化考核问责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将信息公开、政策解读、回应关切、媒体参与等方面情况作为政务

公开的重要内容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政务公开工作分值权重不应低于 4％。强化政务公开工作责任追究，定期对政

务公开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对政务公开工作推动有力、积极参与的单位和个人，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表彰；对

重要信息不发布、重大政策不解读、热点回应不及时的，要严肃批评、公开通报；对弄虚作假、隐瞒实情、欺骗公

众，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政务公开是行政机关全面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全过程公开，加强政策解读、回应关切、平台建

设、数据开放，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制度安

排。各级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为《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适用

主体，公共企业事业单位参照执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应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妥善处理。 

 

8.3.352）《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5 年 2 月 18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84.htm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 号）下发以来，

爱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在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祖国统一大业中，发挥

了重大作用。为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

制度 

  1．确立和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

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49

年人民政协的成立，标志着这项制度的确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整套有关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和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江泽民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对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这项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中共十

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着眼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继续推进我国

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 

  2．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我国是人民

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

政、多党派参政。这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具有巨大的

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扩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

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3．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些重要政治准则，必须认真坚持和

遵循。主要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

与共的基本方针，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

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4．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要牢

牢把握发展这个根本任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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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5．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衡量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

的是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以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能否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

和优势，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能否实现和

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抄

照搬别国政治制度的模式。 

  6．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

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

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民主党派组织各自成员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

益和要求，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有着广泛联系，是发展先进生产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实现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

一支重要力量。 

  7．发挥无党派人士的作用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必然要求。无党派人士

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无党派人士是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

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应充分发挥无党派人士的自身优势，鼓励和支持无党派人士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中发挥

积极作用。要积极稳妥地培养、选拔和安排新一代无党派代表人士，推进新老交替。 

  8．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

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要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的职能。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特点、发挥优势，努力促进参加政协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协

商，团结合作。要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畅通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为巩固和

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发挥积极作用。 

  二、进一步完善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 

  9．坚持政治协商的原则。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科

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

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 

  10．完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主要采取民主协商会、小

范围谈心会、座谈会等形式。除会议协商外，民主党派中央可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建议。协商的内容包括：中共全

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关于推进改革开

放的重要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关系国家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通报重要文件和重要情况并听

取意见，以及其他需要同民主党派协商的重要问题等。 

  要进一步完善协商的程序。中共中央根据年度工作重点，研究提出全年政治协商规划；协商的议题提前通知各

民主党派和有关无党派代表人士，并提供相关材料；各民主党派应对协商议题集体研究后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协商

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求同存异，求得共识；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研

究，并及时反馈情况。 

  11．要完善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主要采取政协

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形式。要按照《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章程》的要求，推进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三、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议政作用 

  12．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

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13．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中的参政作用。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

机关，也是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和发挥监督作用的重要机构。要保证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

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占有适当比例，在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有适当数量。

在全国和省级人大常委会中应有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担任副秘书长。 

  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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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上地方政府要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重点在涉及行政执法监督、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

紧密联系知识分子、专业技术性强的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符合

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班子中要注意选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可根据各级政府机构设置情况，明确需要选配的工作部门的适当比例。 

  各级法院、检察院要逐步选配符合任职条件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重点做好省级法院、

检察院领导职务的选配工作，带动市、县两级法院、检察院的选配工作。 

  14．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要保证民主党派可以以本党派的名义在政协大会上

发表意见和主张，可以提出代表本党派组织的提案，可以自主开展调查研究等活动。要保证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

人士等在各级政协中占有较大比例。其中，在换届时，政协委员不少于 60%，政协常委不少于 65%，政协副主席不

少于 50%（此项要求不包括民族自治地方）。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各专门委员会负责人中应有适当数

量，在委员中应占有适当比例。政协机关中要有一定数量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专职领导职务。其中在

全国政协至少有 1 位专职副秘书长。 

  15．加强政府同民主党派的联系。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根据需要召开有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

座谈会，就拟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关重大政策措施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建设项目征求意见，

通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关情况。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和有关会议，可视情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列

席；政府组织的有关廉政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等检查工作，可根据需要邀请民主党派成员

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工作业务范围同相关民主党派建立和加强联系，重要专业性会议和重要政策、

规划的制定，根据需要邀请相关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政府参事的聘任，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为主体，

发挥他们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是、统战联谊的作用。 

  16．健全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重要外事、内事活动制度。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宴请外宾可视情邀请民

主党派负责人参加；出席重要庆典、慰问、纪念活动，可视情邀请有关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参加。 

  17．健全民主党派考察调研制度。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考察调研建言献策，是发挥参政议政作用的重要

形式。中共党委（以下简称党委）和政府要积极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进行有组织的考

察调研，也可委托民主党派就有关问题进行考察调研。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调研成果，要认真研究并反馈情

况。 

  18．拓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的渠道。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支持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人士紧密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活动；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反映社情民

意、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支持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开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

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谊工作，推进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交往，为维护香港、

澳门的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完全统一作出贡献。 

  四、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作用 

  19．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这种监督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

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更加

需要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 

  20．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内容主要是：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

定和贯彻执行情况；党委依法执政及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 

  21．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形式主要是：在政治协商中提出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党委及其职能部

门提出书面意见；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在组织有关问题的调查研究时，可邀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

士参加；通过在政协大会发言和提出提案、在视察调研中提出意见或其他形式提出批评和建议；参加有关方面组织

的重大问题调查和专项考察等活动；应邀担任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的特约人员等。 

  进一步拓宽民主监督的渠道。党委主要负责人要定期召开会议，听取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对领导班子

及其成员的意见；每年就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民主党派通报情况，听取意见；进一步完善特约人员工作制

度，拓宽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聘任特约人员的领域，明确特约人员的职责和权利，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党委和政

府开展的就贯彻执行中央重要方针政策情况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的检查、其他专项检查和执法监督工作，可邀请民

主党派负责人参加。 

  22．党委要切实完善民主监督机制，自觉接受监督。要在知情环节、沟通环节、反馈环节上建立健全制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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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报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畅通民主监督的渠道；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批评意见要认真研究，及时反馈。党委及其

领导干部要真诚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勇于坚持正确的意见，做

中国共产党的诤友；要保护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民主监督的正当权利。 

  五、加强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 

  23．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党外干部是国家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坚持平等相待、民主协商、真诚合作，不断巩固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联盟。 

  24．进一步加强培养选拔党外干部工作。要坚持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充分发扬民主，注重

实绩和群众公认，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代表性强、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党外干部队

伍。要把培养选拔党外干部纳入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工作的总体规划，统筹考虑。拓宽选拔渠道，优化党外干部队

伍结构，通过学习培训和实践锻炼，不断提高党外干部的整体素质。根据工作需要，各级后备干部队伍中应有适当

数量的党外干部。要改进和完善选拔任用方式，逐步形成有利于优秀党外干部脱颖而出的机制。 

  25．拓宽党外干部的选配领域。除做好人大、政府、政协及司法机关党外干部的选配工作外，高等院校领导班

子中一般应有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注意在人民团体、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领导班子中配备民

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26．充分发挥党外领导干部的作用。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健全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保

证党外领导干部对其分管的工作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根据工作需要，

可邀请他们列席党组会议，有关文件要送他们阅知，重大问题要向他们通报。中共党员领导干部要同领导班子中的

党外领导干部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党外领导干部要自觉服从党组（党委）的领导，切

实履行岗位职责。 

  六、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 

  27．党委要把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政治责任。支持民主党派根据各自章程规定的参政党建

设目标，按照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体现政治联盟特点、体现进步性和广泛性相统一的原则，

以思想建设为核心，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把自身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 

  28．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建设。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成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道德

水平，增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提高贯彻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自觉性，深化对参政党地位、性质和

历史使命的认识，为巩固和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29．支持民主党派加强组织建设。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提高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

组织领导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要着眼于多党合作事业的长远发展，支持民主党派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按照“三

个为主”（以协商确定的范围和对象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以有代表性的人士为主）、注重质量、保持特色、组织

发展与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协助民主党派做好组织发展和成员的教育管理工作。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机

关建设，配备好机关工作班子；通过教育培训、轮岗交流、挂职锻炼等途径，加强对机关干部的培养；健全以岗位

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机制，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30．支持民主党派加强制度建设。逐步建立一套适合民主党派自身特点、有利于促进民主党派工作规范化和科

学化运行的制度，健全参政党的工作机制。 

  31．办好社会主义学院。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

士的联合党校。党委要关心和支持社会主义学院的建设。 

  七、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 

  3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各级党委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和改善

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要加强对同级政协的领导，及时研究

并统筹解决人民政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支持人民政协依照章程开展工作。充分发挥政协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

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委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 

  33．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要依靠中国共

产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政治工作、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民主党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

伟目标而共同奋斗；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在重大是非、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好政治引导工作，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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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进一步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善于通过广泛深入的协商和讨论，使中国共产

党的主张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识。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处理内部事务，维护本党派

成员及其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照顾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

上大力支持、生活上关心照顾。党委负责人要同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交知心朋友。 

  35．党委要把多党合作和民主党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多党合作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和民主党

派工作中的重要问题；要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政策教育作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重要学习内容，并纳入各

级党校、行政学院的教学计划。党委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同志要带头做民主党派工作，模范贯彻执行民主党派工作

的方针政策。党委宣传部门和主要新闻媒体，要把宣传我国政党制度列入年度计划，加大宣传的力度。有民主党派

基层组织的单位，要明确中共基层党组织在加强民主党派工作方面的任务，经常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民主党派的

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 

  36．切实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要把民主党派的办公经费和考察调研、教育

培训等专项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根据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和开展工作的需要，研究解决民主党派地方机关在人员

编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断改善民主党派机关办公条件。建立健全无党派人士工作机制，为无党派人士开展工作创

造条件。注意发挥党委统战部在无党派人士工作中的牵头协调作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根据以上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措施，认真贯彻执行。 

8.3.353）《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5 年 1月 3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83.htm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

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以下简称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制定本实施纲要。 

  一、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对反腐倡廉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

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执政 55 年来，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出了

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取得了明显成效。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科学总结反腐倡廉的经验，从加强党的

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高度，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提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这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

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要求，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

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一项紧迫而长期的任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深刻

变化，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党所处的执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还存在

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反腐

败斗争的形势还比较严峻。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违纪违法案件不断发生，特别是少数高级干部的腐败案件造成

了很坏的社会影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现象仍然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屡禁

不止。从实践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我们既要增强反

腐败斗争的紧迫感，又要充分认识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抓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 

  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必须坚持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 

  （三）坚持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我们党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

抓，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初步探索出一条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效开展

反腐倡廉工作的路子，形成了江泽民反腐倡廉重要思想，积累了宝贵经验，必须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和发展。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反对和防止腐败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

起来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先进政党，是与腐败根本不相容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立和坚持

正确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领导体制，才能有效地反对和防止腐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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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坚持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实践。深入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规律，

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反腐倡廉理论，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新成效。 

  ——必须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政治

保证。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围绕发展，服务大局，研究解决妨碍改革

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党风廉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密切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认真解决损害群

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制度，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要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的方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既要严肃党的纪律，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严厉惩处

腐败分子；更要注重预防，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把反腐败寓于

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 

  ——必须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反腐败斗争的整体合力。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

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组织

保证。只要坚持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认真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就能巩固

和发展全党动手反对和防止腐败的良好局面。 

  三、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 

  （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树立和落实

科学发展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坚持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

腐败体系，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拒腐防变能力。 

  （五）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主要目标。到 2010 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

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 

  （六）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工作原则。（1）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要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保证。（2）坚持教育、制

度、监督并重。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三者统一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

挥作用。既要从严治标，更要着力治本，惩防并举，注重预防。（3）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相统一。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立足全党，着眼全局，总体规划，分阶段实施；注重科学合理、系统配套和可操作性，充分发挥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整体效能。（4）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认真运用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借鉴国外反腐败的有

益做法，加强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七）反腐倡廉教育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要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

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以更好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目标，坚持进行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理想信念和从政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纪

条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把反腐倡廉教育贯穿于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各个方面，坚持教育与管

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督促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廉洁自律，反对和防止腐化堕落，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

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牢记“两个务必”，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自觉经受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

开放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要把反腐倡廉理论作为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定期安排专题学习。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党

校、行政学院和其他干部培训机构的教学计划，编写教材，保证课时。对新任职领导干部进行廉政培训。党政主要

负责人定期讲廉政党课。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要切实抓好对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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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要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在全党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注重研究反腐倡廉教育的规律，使教育内容贴近党员干部的思想和工

作实际。既善于依靠各级党组织进行灌输教育，又善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行自我教育；既善于运用“三会一课”

等传统教育手段，又善于运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手段开展教育。加强示范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导作用。深

化警示教育，深刻剖析违纪违法案件发生的原因，分类分层次开展教育。每年集中一段时间开展反腐倡廉主题教育

活动，把专题学习、群众评议与改进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公务员培训的重要内容。 

  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社会，把思想教育、纪律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

来。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社区组织要积极开展丰富多彩

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妇联等人民团体要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家庭助廉教育活动。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共青团组

织要把廉洁教育作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积极引导企

业廉洁诚信、依法经营，开展农村廉政文化建设活动，增强全社会的反腐倡廉意识，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

好社会风尚。 

  （九）完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格局，形成反腐倡廉教育的强大合力。要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党的宣传教育

总体部署，完善宣传教育制度，健全工作机制，改进工作方法。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宣传思想等部门要做好经常

性的反腐倡廉教育工作。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掌握反腐倡廉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大力宣传我

们党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方针政策和取得的重大成果，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看待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大力宣传

各条战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先进典型，弘扬主旋律。建立健全新闻发布制度，适时通报反腐倡廉工作情况，加

强对热点问题的引导。党报党刊、电视台、电台要开设廉政专栏或专题节目。加强反腐倡廉网络宣传教育，开设反

腐倡廉网页、专栏，正确引导网上舆论。加强对互联网站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指导和管理。 

  五、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 

  （十）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基本制度。完善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制度，

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重大决策征求意见等制度，逐步推进党务

公开。建立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建立代表提

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扩大在市、县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领导干部民主生

活会制度，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制定落实党内监督条例的各项配套措施，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 

  完善反腐倡廉相关法律和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的制度。加快廉政立法进程，研究制定反腐败方面的专门

法律。修订和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抓紧制定公务员法。探索制定公务员从政道德方面的法律法

规。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 

  完善对违纪违法行为的惩处制度。抓紧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行政处分条例》

的配套规定和党纪政纪处分的相关制度，制定和完善对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责任追究办法。探索和完善辞职、辞退、

免职、降职、降薪、任职限制等有关制度规定。完善违纪违法财物没收追缴责令退赔的规定。建立执法合作、司法

协助、人员遣返、涉案资金返还等方面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 

  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工作机制。抓紧制定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规定。制定《关于实行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的实施办法。改革和完善纪检监察体制和工作机制。 

  （十一）推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制度改革和创新。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学化、

民主化、制度化进程，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继续推行和完善民主

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试用期等制度。规范和全面推行党的地方委员

会全体会议无记名投票表决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制度。落实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辞

职制度和任职回避、交流制度，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完善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抓紧制定体现科

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

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党和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工资和津贴、补贴制度。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有关制度。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

进一步清理、取消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相关制度建设，完善审批方式，加强后续监管，

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管理和监控机制。加快行政许可法的配套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制定

行政效能投诉、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研究制定行政收费、行政强制和行政程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并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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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监管方式，健全法律法规和工作制度。推进垄

断行业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完善监管制度。健全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制定规范电子政务的法

律法规。 

  深化财政、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全面推行部门预算、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完善预算法律，加快建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形成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运行的机制。

加快银行、证券、保险业的改革，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金融监管制度，确保资金运营安全。建立健全金融

账户实名制、现金交易限制及反洗钱制度、征信管理制度。建立对大额资金外流有效监控的预警机制和金融信息共

享制度。加强投资领域法规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投资监管体系，改进并加强对政府投资的管理。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形成权责明确、

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完善

诉讼程序，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严格执行审判公开制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完善执行工作

机制。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健全检务公开制度。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 

  规范和完善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修订城市规划法、建筑法和环

境保护法等法律，完善城市规划许可制度和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制度。严格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修订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土地出让制度建设，严格控制划拨用地和协议出让土地范围，逐步把工业用地

纳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范围。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功能和各项监管制度，积极探索建立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信息监测

体系，促进市场竞价机制的形成。健全政府采购制度，完善管理职责与执行职责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立健

全对房地产、市政公用等市场的监管制度。 

  （十二）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严格贯彻执行反腐倡廉各项制度。加强党对反腐倡廉法制建设的领导，

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反腐败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

反腐败工作的实际，制定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总体规划和中长期计划。做到制度建设与反腐倡廉决策相统一，制

度建设进程与反腐倡廉进程相适应，制度建设与从政道德建设相结合，党内制度建设与国家法制建设相协调。对现

行反腐倡廉法规，已经过时的要及时废止，有明显缺陷的要适时修订完善，需要细化的要尽快制定实施细则，需要

制定配套制度的要抓紧制定，实现制度建设的与时俱进。必须认真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

贯彻执行作为大事来抓，促使广大干部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严格执行各项法规制度。更好地用制度和法律规

范权力的运行、约束干部的从政行为。对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落实情况要定期督促检查，加强责任追究，做到有法

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六、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十三）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要认真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监督民主集中制及领导班子议事规则落实情况，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

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认真执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加强对

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指导，督促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党员、群众

提出的意见进行整改，整改情况应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检查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

话诫勉、回复组织函询等制度的执行情况。切实加强巡视工作，健全机构，增强力量，综合运用巡视成果。全面实

行纪检监察机关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经常性监督。逐步加大党委、人大、

政府、政协之间的干部交流。对县级以上地方党政领导班子、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管理人财物部门的主要负

责人，实行定期交流。 

  （十四）加强对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权力行使的监督。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着重检查党政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执行情况，切实加强推荐、提名、考察考核、讨论决定等各个环节的监督。推荐干部要充分

发扬民主，多数人不拥护的干部不能确定为考察对象。考察干部要全面深入了解德、能、勤、绩、廉的表现情况。

任用干部必须如实记录拟任人选的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的情况，按规定进行表决。领导班子成员个人向党

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任地写出推荐材料并署名。对选人用人失察失误的，要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追究。 

  加强对财政资金运行的监督。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规范财政资金分配行为。监督检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

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落实情况。完善预算编制、执行的制衡机制。强化部门内部制约机制，加强财政资金

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加强对国有资产和金融的监管。健全国有资本投资决策和项目法人约束机制，实行重大投资项目论证制和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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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决策失误追究制。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加强

对资本运营各个环节的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监管协调机制和内控机制，

强化金融监管，有效防止金融领域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 

  （十五）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积极作用，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综合运用多种监督形式，努力形成结构合理、

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切实加强党内监督。严格执行党章，全面贯彻党内监督条例和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加强党的代表大会对党的委

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委员会对党委常务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的委员会成员的监督。常委会要向全

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党委要加强对党内监督工作的领导，注重对下一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班子特别是

主要负责人进行监督。纪委要协助同级党委组织协调党内监督工作，组织开展对党内监督工作的督促检查，对党员

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情况进行监督。拓宽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切实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

督权。大力发展党内民主，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为党内监督创造条件。 

  支持和保证人大监督。切实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作用。认真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报告。加强对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维护法制统一。严格审查财政预算和执行、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防止执法不公、贪赃枉法行为的发生。加强执法检查、监督及人大代表视

察工作。 

  支持和保证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强化行政监察职能，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

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强化审计监督，逐步推行效益审计，突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资金和领导干部经济

责任的审计。依法实行审计公告制度。支持和保证监察、审计机关依法独立开展监督，对拒不执行监督决定的，要

依法追究有关机关和责任人员的责任。 

  支持和保证司法监督。审判机关要依法审理行政案件，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检察机关要依

法加强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法院审判活动和判决生效后执行活动的监督。健全公安、审判、检察机关相互配

合和制约的工作机制，加大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力度。 

  支持和保证政协的民主监督。切实发挥人民政协通过提出建议和批评，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

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作的监督作用。充分发挥政协特邀监督员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倾听政协、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和建议，自觉接受监督。认真办理政协提案。 

  切实加强社会监督。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等权利。发挥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监督作用，扩大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拓宽对施政行为的监督渠道，增强涉及群众

切身利益的有关政策和工作的透明度。设立专用举报电话，提倡实名举报。建立健全受理群众举报违纪违法行为的

工作机制，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重

视和支持舆论监督，听取意见，改进工作。新闻媒体要坚持党性原则，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把握舆论监督的

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 

  七、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充分发挥惩治的重要作用 

  （十六）惩治腐败，必须从严。惩治和预防，是反腐倡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惩治有力，才能增

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要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以查处发生在领导机

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案件为重点，严厉惩处腐败分子。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

严肃查处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违纪违法的案件，严肃查处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等违法案件，严肃

查处失职渎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处各种以权谋私、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

纪依法从严惩处。对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钱送钱和买官卖官、参加赌博以及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和身

边工作人员谋取非法利益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要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解决。 

  （十七）严格依纪依法办案，提高执纪执法水平。坚持法律和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纪违

法行为，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坚持实事求是，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

程序合法。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坚持惩治腐败与保护党员干部权利并重。执纪执法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权

限使用办案手段和措施，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体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

加强纪检、审判、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跨区域协作办案及追逃、追赃机

制，完善相关程序，形成整体合力。综合运用法律、纪律、经济处罚、组织处理、限制从业资格等方式和手段，增

强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切实提高执纪执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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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重视和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深入剖析，举一反三，查找体制机制制

度方面的原因，建章立制，堵塞漏洞，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八、加强领导，齐抓共管，把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任务落到实处 

  （十九）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要把建立健全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制定贯彻落实《实施纲要》的

意见和办法。完善各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制度，定期召开会议，及时通报情况，研究协调重要问题。党委书记负总责，

确定一名党委负责同志具体抓。 

  （二十）各级纪委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协助党委抓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主要任务的分解和落

实。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作出周密部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牵头负责的工作要认真组织实施。各地区各部

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发挥优势，切实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 

  （二十一）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建立责任机制，按照权责分明的原则，落实责任分工，明确工作规范。建立

督查机制，定期检查，推动工作。建立奖惩机制，实行奖优罚劣。建立测评机制，搞好科学分析，使反腐败工作更

有预见性。建立保障机制，在人员、经费等方面给予保证。通过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重要保证。 

 

8.3.354）《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2004 年 10 月 31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82.htm 

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中央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促进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现就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正确认识和把握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目标任务 

  1．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中央企业是国有经济

发挥主导作用的主力军。发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重要作用，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先

进生产力，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

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

坚持党对中央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对于大力推进中央企业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做强做大中央企业，不断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切实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各级党委和中央企业党组织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一

系列方针政策，积极探索推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使中央企业党建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但也要看到，中央企业党建工作

体制机制、方式方法还存在着与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一些同志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思想上还存在着

淡化企业党组织作用的倾向，一些企业党组织不能有效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有的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适应

市场经济和管理现代企业的能力不强，有的党员丧失先进性，有的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堕落，部分企业的党务干部队

伍存在素质不高、后继乏人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亟需采取有效措

施加以解决。 

  2．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充分发挥企

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坚持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中央企业改革发展

稳定服务；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将党的工作与经营管理工作相结合、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原则与市场化选

聘人才的机制相结合、从严治党与依法治企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发挥职工民主管理作用

与维护企业领导人员依法行使经营管理职权相结合；以加强企业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为关键，以建立健全企业党

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效机制为重点，把维护出资人利益、企业利益和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统一起来，为实

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促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3．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总体目标是:努力把企业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成为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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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主要任务是：（1）建设一个政治素质好、经营业绩好、团结协作好、作风形象好，致力于为

国有企业建功立业，得到职工群众衷心拥护的企业领导班子。（2）建设一支经得起困难和风险考验，在企业改革发

展稳定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队伍。（3）建设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能够熟练掌握相关科技

知识和劳动技能的职工队伍。（4）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和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保证企业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

核心作用的工作机制。（5）形成一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建设和党组织自身建设的有效途径。 

  二、建立健全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体制和机制 

  4．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中央企业的贯彻执行。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

用是一个重大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中央企业党组织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部署和要求，推

动企业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制定实施企业改革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坚决落实宏观调

控的各项政策措施，积极承担党和国家赋予企业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在重大问题上和突发事件中自觉服从和维

护国家利益。进一步增强群众观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经验，努力把职工群众改革发展的积极性调动好、

发挥好、保护好。 

  5．探索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途径和方式。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党组织的重要职

责，是党组织在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基本途径。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主要内容是：企业发展

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企业生产经营方针、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企业资产重组和资本运作中的重大问题，企业

的重要改革方案和重要管理制度的制定、修改，企业重要人事安排及内部机构的设置调整，涉及企业职工切身利益

的重大问题等。各企业可以结合实际，把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内容具体化。 

  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要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企业领导体制。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

公司的党委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分别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中的党员可以

依照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凡符合条件的，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可由一人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原则上分设。未设董

事会的企业，可以实行党委书记兼任副总经理、总经理兼任党委副书记的交叉任职模式；根据实际情况，党委书记

和总经理（厂长）也可由一人担任。已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公司，党委会和法人治理结构要通

过建立健全议事规则，完善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和工作机制。党组织对重大问题要集体研究，由进

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的党委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分别反映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使党组织的主张在企业决策

中得到重视和体现，并把法人治理结构的决策结果反馈给党组织，实现决策的科学民主。同时，充分发挥董事会对

重大问题统一决策、监事会有效监督的作用。未设董事会的企业可以采取联席会议方式，由党委成员和经营管理班

子成员共同研究决定重大问题。企业党组织要积极推动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贯彻落实。企业重大问题决策作出后，

党委要发动全体党员，团结带领广大职工，推动决策的实施。党委发现企业重大问题决策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或脱离实际时，应及时提出意见。如得不到纠正，应当向上级反映。 

  三、切实加强企业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 

  6．抓好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的理论学习。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必须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企业领

导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取得扎实成效。

重点抓好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坚持和完善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坚持集体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

丰富学习内容，提高学习质量。建立和落实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的学习考核机制，促进他们自觉加强理论学习，提高

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政策水平，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推进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改革和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要求上来，进一步坚定搞好中央企业的信心和决心。 

  7．推动企业领导班子的民主集中制建设。要探索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途径，坚持把党

组织的工作制度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工作规则结合起来，形成靠制度管人、按程序办事的工作机制。按照集体领

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并严格执行党委内部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保证协调高效运转，

增强班子整体合力。领导班子所有成员要加强沟通，自觉维护班子团结。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要增强民主意识，善

于集中班子成员的智慧，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不能独断专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增强大局意识，尊重和支持主

要负责人履行职责，不能自行其是。坚持和完善企业领导人员双重组织生活制度，领导班子成员是党员的都要主动

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把开好民主生活会作为加强企业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有效措施，坚持每年至少召

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上级党组织要加强指导，派人参加下级党组织的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结束后，要向上级党

组织写出书面报告，有关整改措施要在一定范围内通报，以便接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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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加强企业领导班子作风建设。企业领导班子成员要牢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团结

奉献的优良作风，坚持勤俭办企业，坚决反对和摒弃弄虚作假、急功近利、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建立健全激励企

业领导班子求真务实的机制。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情况作为考核企业领导班子的重要内容，既要

看企业当年生产经营业绩，也要看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既要看企业的改革力度和发展速度，也要看企业的稳定程

度；既要看企业的经济效益，也要看企业的文明状况和职工队伍的精神面貌；既要看企业领导班子经营管理能力，

也要看企业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和廉洁自律情况。 

  9．提高企业负责人的业务素质。按照中央关于大规模培训干部的部署，着眼于全面提高企业负责人的业务素

质，研究制定培训规划，认真做好培训工作。加强现代企业管理、国际经济以及各类专业技术培训，有针对性地开

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进西部大开发等专题培训。在充分利用各级党校、行政

学院等培训机构的同时，积极拓宽到国际知名院校、跨国公司培训的渠道。坚持教育培训与实践锻炼并重，推进企

业之间、企业与党政机关之间、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的人才交流。选派优秀经营管理人员到知名企业、政府宏观经

济管理部门、国家重点工程、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革命老区挂职锻炼，努力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企业家。 

  四、不断加强企业人才队伍建设 

  10．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相适应的选人用人新机制。党组织参与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选拔任用和管理

监督工作，是党管干部原则在企业的具体体现。选拔任用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四化”

方针和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把党管干部原则和董事会依法选择

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起来，把组织考察推荐与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结合起来，按照管

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要求，建立和完善企业负责人任免管理制度和办法。列入中央管理和国资委党委管理的

中央企业负责人的任免按照现行有关规定办理。企业重要经营管理人员的任免必须经组织人事部门考察，党委研究

提出意见和建议，董事会和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党组织的主要职责是确定用人标准，研究推荐人选，严格

组织考察，完善评价体系，加强监督管理。企业党委成员、纪委负责人以及工会负责人的任免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积极探索通过内部竞争上岗、社会公开招聘等方式选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中央企业所属的二级、三级企业，具备

条件的都可推行竞争上岗，逐步使竞争上岗成为选拔经营管理者的重要方式。 

  11．坚持党委对人才工作的领导。贯彻党管人才原则，按照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的要求，全面推

进人才强企战略。制定并实施企业人才队伍建设规划，重点抓好培养、吸引和使用三个环节，努力造就国有资产出

资人代表、经营管理者、科技人才、思想政治工作者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立健全以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为导

向的考核评价体系和选用标准，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及时发现和大胆使用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

过得硬的优秀人才。积极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逐步建立企业人才库，努力使中央企业成为各类优秀人

才的聚集地。 

  12．营造各类人才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企业党组织要大力倡导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

风气，积极宣传党的人才工作方针政策，宣传各类人才的先进事迹，激发各类人才的光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营

造选拔使用人才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人人都能成才的氛围。企业党组织要建立与骨干人才

的联系制度，努力为各类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建立健全以考核评价为基础，岗位责任、风险与工作业

绩挂钩，短期激励与中长期激励相结合，物质激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大对关键岗位、优秀人才

的薪酬激励力度。企业党组织要加强对包括企业负责人薪酬在内的企业薪酬制度的监督。 

  五、积极推进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 

  13．做好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各项重点工作。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建立与现

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与预防腐败的体制机制。企业党组织要深入开展党规党纪教育，

运用正反两方面典型开展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认真抓好企业负责人廉洁自律工作，完善企业负责人廉洁自律制度

和规定，规范企业负责人从业行为。严肃查办各类违纪违法案件，特别要查办在企业资产重组、改制和破产中国有

资产流失的案件。结合企业重大改革措施出台、重要项目实施、大额度资金调度等开展效能监察，及时发现经营管

理的薄弱环节，完善规章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益。 

  14．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加强对企业党组织遵守党的章程

和党内法规、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工作部署、企业党风建设和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情况的监督。

完善内部监督体系，充分运用监事会监督、职工民主监督，以及财务、审计、纪检监察、企业法律顾问监督等手段，

强化对企业贯彻执行国家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部署的监督。加强对骨干企业的监督检查，加大对资产量大、问题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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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建立健全企业党风建设责任制，严格责任追究

制度。 

  15．加强对企业负责人的监督。党组织要加强对企业负责人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

作纪律情况的监督，教育和引导企业负责人自觉服从出资人监督、内部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建

立完善企业负责人述职述廉、重大事项报告、谈话诫勉制度以及任前公示、任职和公务回避制度。建立企业负责人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和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对企业负责人用权行为的监督。加强对企业重点环节和部位的监督，特别

要加强对企业决策、财务管理、产品销售和物资采购、工程招投标和在建项目管理、企业改组改制和产权变更与交

易、选人用人等重要环节的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力、运转高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规

范企业负责人的用权行为。保护企业负责人改革创新、严格管理的积极性。 

  六、着力提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16．认真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企业党组织要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作为企

业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努力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坚持以人为本，尊重

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把思想教育和严格管理结合起来，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加强

对企业职工理想信念教育、形势任务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大力弘扬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精神，引导职工树立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积极利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加强和改进职工宣传教育工作，增

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7．扎实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党组织要加强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领导，把企业文化建设融入企业管理、思想政治

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制定并实施企业文化建设战略，以爱国奉献为追求，以人本管理为核心，以服务发

展为宗旨，以学习创新为动力，建立具有时代气息、健康向上、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要求，着眼于增强企业竞争力，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总结提炼为广大职工所认同的企业精神、经营理念、

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增强企业凝聚力，激发职工创造力。建设学习型企业，培养学习型职工，全面提

高职工素质，形成诚实守信、服务优良、行为规范、道德高尚的企业精神。在企业文化建设实践中，积极打造企业

品牌，提升企业信誉，树立报效祖国、服务社会、回报股东、关爱职工的企业形象。深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邪教思想的

侵蚀。 

  18．努力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科学把握企业改革力度和发展速度，充分考虑职工群众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使

改革在稳定的环境中有序推进。改革方案的制定要集思广益、周密设计，改革措施的出台要选择时机，改革政策的

执行要连续规范。企业党组织要深入细致地做好企业改革进程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解决职工面临的实际困难，

使广大职工群众理解、支持改革，积极参与改革。落实稳定工作责任制，企业主要负责人对稳定工作负全责。充分

发挥企业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作用，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制定处置突发事件预案，防止和妥善处置群体性聚集

或群体性上访事件。企业党组织要加强与企业所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沟通联系，建立维护稳定工作机制，配合地方

党委、政府做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向失业保险并轨、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工作，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高度

重视、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防止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七、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发挥职工民主管理作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 

  19．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企业党组织要支持和保证职工代表大会依法行使各

项职权。企业重大决策必须及时向职工代表通报，企业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前必须广泛征求职工意见，涉及职工切身

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提请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改制为非国有企业的方案，必须提交职

工代表大会讨论，其中职工安置方案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企业领导班子和主要负责人必须向

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履行职责和廉洁自律的情况，并由职工代表进行民主评议。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职工

董事、职工监事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加强职工代表培训，提高职工民主管理素质和水平。正确处理职工民主管理

与企业负责人依法管理的关系，既要尊重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发挥职工民主管理和监督的积极作用，也要尊重维

护出资人权益，支持企业负责人依法行使经营管理权力，发挥企业负责人在企业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关键性作用。 

  20．深入开展厂务公开工作。进一步健全厂务公开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完善厂务公开的内容和方式，提高

厂务公开的实效。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保密事项和企业科技、商业秘密外，企业重大事项都应向职工公开。从企

业实际出发，从职工最为关心的问题入手，重点抓好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和生产经营中的重点难点、关系职工群众切

身利益、企业负责人廉洁自律等情况的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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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企业党组织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

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企业工会组织要积极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从维护职工

根本利益出发，协调出资人、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各种矛盾与纠纷。企业党组织要监督劳动合同制度的

执行，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建立协调稳定的劳动关系和劳动关系预警协调机制。探索完善维权和帮困救

助工作机制，注意倾听职工呼声，落实帮困救助各项措施，帮助职工特别是困难职工解决工作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八、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企业党组织自身建设 

  22．建立健全党的组织。中央企业及其所属企业包括国有参股企业，都要设立党的组织，建立党的工作机构，

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保证党组织正常开展活动的必要条件，并按时进行换届改选。要做到新建经济组织的同时建

立党组织，调整经营管理组织的同时调整党组织的设置，配备经营管理人员的同时配备党务工作人员。股份公司、

中外合资企业要在企业章程或相关协议中明确党组织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活动方式和经费保障等条款。驻国（境）

外企业要根据党员人数，从当地环境和企业实际出发，按照灵活、简便、安全、保密的要求，建立党的组织，开展

党的工作。 

  23．合理设置党组织工作机构和配备党务工作人员。要本着精干、高效、协调和有利于加强党的工作的原则设

置企业党组织内部机构。大型企业党委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党委办公室和组织、宣传等工作部门。中小型企业党的工

作部门可以单独设立，也可以与职能相近的企业行政工作部门合署办公。根据党章规定设立纪委及工作机构。按照

稳定队伍、优化结构、提高素质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梯次合理、善于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党建工作的复合型党

务工作队伍。企业党委工作机构和人员必须纳入企业管理机构和人员编制，党组织活动经费从企业管理费中列支部

分必须得到保证。逐步建立党务工作人员工作责任制和考核制，并纳入企业管理人员责任考核体系，其待遇和奖惩

原则上与同一层次经营管理人员一视同仁。党务工作人员与经营管理人员要进行必要的岗位交流。 

  24．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注重加强党支部建设，创新活动载体，增强工作活力，充分发挥党支部

的战斗堡垒作用。结合企业实际，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党内主题教育活动，建立先进基层党组

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定期评比表彰机制。努力提高党员素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切实

做好党员管理工作，针对不同岗位党员的情况，探索分类管理的有效办法。在企业改制重组和实施关闭破产过程中，

党组织要注意做好下岗职工和有偿解除劳动关系职工中党员的管理工作，在新的接收单位未落实前，要继续管理好

这部分党员。注意吸收优秀专业技术人员、生产经营一线优秀职工特别是优秀青年职工入党。努力把符合条件的生

产经营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生产经营骨干，使党员成为企业的优秀人力资源。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使

中央企业绝大多数班组有党员。 

  25．加强和改进党组织对群众工作的领导。企业党组织要定期听取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和统战工作汇报，

及时研究解决他们工作中的问题。坚持党建带工建、带团建，充分发挥群众组织联系广大职工的桥梁纽带作用。认

真做好统战工作。企业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要在党组织领导下，按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

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 

  九、进一步加强对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领导 

  26．理顺中央企业党组织的隶属关系。中央组织部负责对中央企业和全国其他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宏观指

导，国务院国资委党委负责中央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委员会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理顺中央企业党组织领导关系。领导机构在京的中央企业，其党组织由国务院国资

委党委领导。领导机构在京外的中央企业，其党组织由所在地的市（地）以上党委领导，党建工作以地方党委领导

为主，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协助。中央企业集团领导机构与其所属企业党的关系在不同省（区、市）的，下属企业党

组织由地方党委和企业集团党组织双重领导，以地方党委为主。中央企业集团领导机构与其所属企业党的关系在同

一省（区、市），因情况特殊确需由企业集团党组织垂直领导的，由企业集团党组织与下属企业所在地的地方党委

协商确定。中央企业之间出资组成的合资企业，其党组织由控股企业党组织领导；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合资组建的

企业，其党组织隶属关系由合资双方协商确定。 

  27．建立健全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中央企业党建工作各项任务，企业的上级党组织负有领导责任，

企业党组织负有直接责任。企业上级党组织要认真制定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规划、目标、措施，加强企业领导班子

思想政治建设和所管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督促检查所管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的落实。要健全企业党委抓党建、书

记带头抓党建、党委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的企业党建工作格局。企业领导人员管理部门

要定期对企业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查找存在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企业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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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要把党建工作状况作为考核企业党委工作业绩的主要内容和党委书记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

兼任党内职务的企业负责人要坚持“一岗双责”，积极支持党委的工作，主动向党委汇报各自主管、分管的工作，

接受党委的集体领导。 

  28．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新路子。做好中央企业党建工作，重点在改进、关键在创新、目

的在加强。在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中，要针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

问题，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理论研究，及时总结实践经验，着力解决企业党建工作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按照中央确立

的原则积极探索，使中央企业党建工作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发展。 

  29．企业党组要切实承担起加强和改进企业党建工作的责任。设立党组的中央企业，企业党组要根据党章规定，

认真履行职责，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要根据中央有关文件和本《意见》精神，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完善工作机制，结合企业实际，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切实承担起加强和改进企业党建工作的责任，把中央的要求落

到实处。 

8.3.355）《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2004 年 10 月 4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81.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已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现转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的要求，

进一步夯实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促进城市现代化建设，现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

区党的建设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街道、社区是党在城市工作的基础，街道、社区党建工作，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城市基

层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街道、社区在城市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街道、社区党组织承担的任务日益繁重。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迫切需要依托街道、社区党组织加强这些组织中的党建工作，不断扩大党在城

市工作的覆盖面；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转为“社会人”，大量退休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和流动人员进入社区，迫

切需要街道、社区党组织转变管理和工作方式，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形成社区群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

和谐相处的局面，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社区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趋势，迫切需要

增强街道、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协调功能和街道、社区的服务功能，全面推进社区建设。 

  近年来，按照中央的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对街道、社区党建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

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些地方党组织对街道、社区党建工作重视不够，党在城市工作的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扩大；

有些街道干部和社区工作者为社区群众和驻区单位服务的自觉性不高，工作水平和工作作风与当前社区工作的需要

不相适应；有些驻区单位和党员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党建工作协调机制尚不完善；有些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社区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把街道、社区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对于大力推进社区建设、满足社区群众和驻区单位的社会需求，对于加快城镇化

进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对

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

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不断开创街道、社区党建工作新局面。 

  二、正确把握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 

  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城市改革发

展稳定的大局，紧密结合城市社区建设的实际，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

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提高街道、社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扩大党在城市工作的覆盖面，为创

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促进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街道、社区党的建设要努力实现“五个好”的目标要求：（1）领导班子好。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能够认真执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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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作。（2）党员干部队伍好。

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能够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共产党员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3）工作机制好。街道、社区党

组织工作制度健全、运行规范，社区党建工作协调机制完善。（4）工作业绩好。社区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基层民主

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明显，社区治安良好。（5）群众反映好。社区群众和驻区单位对街道、社区党组织的

工作满意，街道、社区党组织得到社区群众的拥护。 

  三、进一步明确街道、社区党组织的主要职责 

  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支部（总支、党委）是党在街道、社区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街道、社区各种

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 

  街道党（工）委的主要职责是：（1）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党组织和本组织

的决议，组织带领干部和群众，努力完成本单位所担负的任务。（2）讨论决定本街道城市管理、经济发展和社区建

设中的重大问题。协调有关部门，动员各方力量，整合各类资源，服务社区群众，共同推进社区建设。（3）领导街

道行政组织，支持和保证其依法充分行使职权；领导街道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支持和保证其依照各自

的章程开展工作；领导或指导在社区、驻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中介组织中开展党的工作。（4）领

导本街道的思想政治工作、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

稳定。（5）加强街道党组织自身建设，领导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组织体系建设。（6）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

责干部的教育、选拔、管理和监督工作。协助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做好其派出机构及其负责人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社区党支部（总支、党委）的主要职责是：（1）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党组

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团结、组织干部和群众，努力完成社区各项任务。（2）讨论决定本社区建设、管理中的重要问

题。（3）领导社区居民自治组织，支持和保证其依法充分行使职权，完善公开办事制度，推进社区居民自治；领导

社区群众组织，支持和保证其依照各自的章程开展工作。（4）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反映群

众的意见和要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5）组织党员和群众参加社区建设。（6）加强社区党组织自身建

设，做好党员的教育管理和发展党员工作。 

  四、坚持把服务群众作为街道、社区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街道、社区党组织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坚持把服务群众作为街道、

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街道、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标准，把工作重点从注重创收进

一步转移到搞好社区管理和服务上来。更新管理理念，创新服务方式，拓宽服务领域，强化服务功能，充分发挥街

道、社区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充分发挥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

难的作用；充分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创造良好环境。 

  建立健全社区服务体系。从社区群众和驻区单位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的作用，

搞好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站（点）的建设与管理。加强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

针对不同社区、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按照无偿服务和有偿服务相结合，以无偿、低偿服务为主的原则，不断提高

社区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开展社区服务活动。街道、社区党组织要着眼于社区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特别是群众最关心、最急需

解决、通过努力又能够解决的问题，开展面向社区群众的便民利民服务，尤其是要会同有关部门，开展面向下岗失

业人员的再就业服务，面向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面向流动人员的维权服务等，为社区群众排忧解难。 

  五、不断扩大党在城市工作的覆盖面 

  及时调整、健全社区党组织。凡有 3 名以上正式党员的社区，都要单独建立社区党组织。尤其要重视及时在城

市新区、开发区和新建居民区建立社区党组织的工作。在调整社区设置时，要同步调整、健全社区党组织。 

  不断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街道、社区党组织要指导、协调和支持驻区新

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对暂不具备单独建立党组织条件的，可采取“支部建在楼上”等方式联合建立

党组织，通过采取设立党员联络服务站、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以及帮助建立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等办法，把党的工

作开展起来。街道党（工）委要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中介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建

立双向联系制度，适时向他们通报这些组织党建工作等有关情况。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应将这些组织的注

册登记和年度检查情况及时通报其所在街道党（工）委。 

  加强和改进对退休人员、下岗失业人员、流动人员中党员的教育管理。认真做好退休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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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员中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工作。对在城市已有稳定职业和固定住所的党员，其正式组织关系不在工作所在地（单

位）或居住地党组织的，应及时把他们的正式组织关系转入工作所在地（单位）或居住地党组织；对在城市无稳定

职业和固定住所的流动人员中的党员，要在核实其党员身份后，及时把他们编入党的一个基层组织。要采取适当方

式，组织他们过好组织生活，开展适宜的活动。街道、社区党组织要在重视做好原有居民群众中发展党员工作的同

时，重视做好在下岗失业人员和流动人员中发展党员工作，同时做好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工作。在发展党员

工作中，必须认真贯彻“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 

  发挥在职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根据在职党员的职业特点和个人专长，适宜、适时、适度地组织

他们参加社区建设。街道、社区党组织要与在职党员所在单位基层党组织加强联系，必要时可把在职党员参加社区

建设的情况向其所在单位基层党组织反馈。驻区单位发展党员、选拔任用干部，应注意听取街道、社区党组织的意

见。 

  通过以上工作，不断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

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有党的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坚强的战斗力。 

  六、建立和完善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协调机制 

  按照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原则，建立健全街道、社区党建工作协调机制，组织、动员

社区内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社区建设。 

  加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群众组织和社区其他组织建设，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功能健全、运转有序的社

区组织体系。 

  根据工作需要，建立由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支部（总支、党委）牵头，驻区有关单位基层党组织参加的街

道、社区党建工作协调议事机构，围绕辖区内的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工作，沟通情况，交流经验，研究、协调

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中的重要问题。街道、社区党组织要不断增强为驻区单位服务的意识，以共同需求、共同

利益、共同目标为纽带，充分调动驻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驻区单位基层党组织要自觉接受驻地街道、社

区党组织的指导与协调，大力支持街道、社区党组织的工作和社区建设，并教育引导本单位的党员、群众积极参加

社区建设。 

  七、切实加强对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领导 

  要把街道、社区党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党委要将街道、社区党的建设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之一，

纳入当地党建工作的整体布局，与农村、企业、机关、学校等其他领域党的建设有机衔接起来，按照“五个好”的

目标要求，制定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要及时研究街道、社区党建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切实加强指导、督促和

检查。 

  要建立健全街道、社区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街道、社区党的建设，责任主要在市、区（市、县）委。市、区

（市、县）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市、区（市、县）委常委要建立街道、社区党建工作联系点。要

把街道、社区党建工作成效，作为考核市、区（市、县）委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要加强街道、社区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选好配强街道党（工）委领导班子，尤其是要

注意选好街道党（工）委书记。采取从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选派，从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复员转业军人

中选拔等措施，把热爱社区工作、热心服务群众的优秀党员充实到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中。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成

员与社区居委会中的党员成员可以交叉任职，提倡社区党支部（总支、党委）书记和社区居委会主任经过民主选举

由一人担任。采取公开招聘、民主选举等办法，面向社会选贤任能，优化街道干部和社区工作者队伍结构。加强对

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他们依法办事、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和发展社区事业的能

力。通过多方面努力，使街道、社区党组织无论在平时的各项工作中，还是在遇到突发事件时，都能显示出强大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 

  要为街道、社区党组织开展工作创造必要条件。市、区（市、县）党委和政府要下决心切实解决社区党组织办

公用房、活动场地和活动经费等问题，及时拨付社区党组织的工作运行费用，发放社区工作者的工资、生活补贴。

要主动关心街道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体谅他们的难处，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市、区（市、县）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改进作风，做好在社区的行政业务工作，对于需要委托社区居委会承

办的事项，应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妥善处理。 

  要搞好协调配合，共同做好工作。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和群众组织，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努力形成党

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具体牵头、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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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街道、社区党建工作的方式、

方法和运行机制。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街道、社区党建工作的特点，加强分类指导。以点带面，抓好街道、

社区党建示范区建设，大力表彰先进典型，不断提高街道、社区党建工作的整体水平。 

 

8.3.356）《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2004 年 7月 9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79.htm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国际影响显著扩大，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

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新的社会阶

层人员大量涌现，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新的形势给发展党员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 

  近年来，发展党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一大批社会各方面的先进分子加入到党组织中来，为党的组织增添了

生机和活力。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发展党员工作还存在一些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有些地方农

村党员队伍老化，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能力不强；一些国有、集体企业没有党员的生产班组有所增加；相

当数量的非公有制企业、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中党的力量薄弱；在流动人员中发展党员尚缺乏有效的工作机制。

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结构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存在着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势必影响

党员队伍的生机和活力，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 

  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新要求，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进一步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

的群众基础，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迫切需要；

是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优秀人才高度密集的政党，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更好地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各级党组织一定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进一步做好新形

势下发展党员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二、进一步明确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发展党员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

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着眼于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坚持不懈地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不断增强党员队伍的生

机和活力，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党的历史任务提供

组织保证。 

  发展党员工作的基本要求是：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来发

展党员。要把这项工作放到党的工作大局中去谋划、去推动，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坚持党员标准，严格工作程序。要坚持质量重于数量的原则，着眼于保持党的先进性，严格按照党章规定

的党员标准发展党员，着重看发展对象是否自觉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否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

奋斗，是否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取得突出成绩。严格发展党员工作程序，认真履行入党手续，坚持成熟一个、发展

一个，确保新党员的质量。 

  ——坚持改善结构，保持均衡发展。要着眼于改善党员队伍的结构和分布，注意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发展党员，

注意在青年、妇女、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注意在高知识群体和各类人才中发展党员，注意在党的力量比较薄弱的

地方发展党员。坚持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党员，防止和避免突击发展、长期不发展、发展数量大起大落等不正常

现象，防止和纠正“分指标、卡比例”等错误做法。 

  ——坚持教育引导，做好基础工作。要把发展党员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建设上。要积极主动地

开展教育引导工作，努力把社会各方面的先进分子凝聚到党组织的周围。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

养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为发展党员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要注意研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党员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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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常抓不懈的工作机制。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方法，使发展党员工作始终体

现时代要求。 

  三、坚持不懈地做好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中发展党员工作 

  做好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工作，要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促进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来进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

要注意发展班组长、生产经营骨干和技术能手入党，努力解决一些生产班组没有党员的问题，做到关键岗位、艰苦

岗位有党员，人数较多的生产班组建立党小组。着力解决在非公有制企业（含“三资”企业）发展党员工作薄弱的

问题。要通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和党建工作联系员，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做好入党积极分

子的培养和协助党组织发展党员工作。注重在非公有制企业员工中，特别是在企业管理骨干和技术骨干中发展党员。 

  做好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工作，要紧紧围绕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来

进行。要注重在致富能手中培养党员，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重点做好在有文化、有一技之长、能带头致富并带

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优秀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要把农村发展党员工作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切实解决

一些地方农村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能力不强和村级党组织后继乏人等问题。对长期不做发展党员工作

的乡镇和村级党组织，要加强指导和督促检查，必要时进行组织整顿。 

  做好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知识群体中发展党员工作，要紧紧围绕基层单位的中心工作，按照实施科教兴国、人

才强国战略的要求来进行。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努力形成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

事业的社会环境，用事业、感情和适当的待遇凝聚人，把广大知识分子紧紧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加强在教学科研骨

干、学术带头人、优秀留学归国人员等各类拔尖人才中发展党员工作。对政治素质好、贡献突出、影响较大的入党

申请人，要选择党性观念强、业务水平高、在知识分子中有影响、有权威的党员专家教授和党员领导干部担任其培

养联系人，提高培养教育工作的质量。 

  重视做好在青年中发展党员工作。要着眼于党员队伍的长远建设，着眼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抓好对广大青年的培养教育，不断壮大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加强在生产、工作第一线的青年骨干和青年

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要把课堂教育与课外活动、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构

筑多渠道、多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认真办好业余党校，提

高教育培训的质量。严格发展党员工作程序，确保发展党员质量。坚持着眼长远，立足教育，重在培养，个别发展，

继续在中学生中扎实开展党的基本知识教育。 

  重视做好在流动人员中发展党员工作。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等党的基层组织要把外

来、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和其他流动人员纳入发展党员工作范围，主动承担起培养教育的职责，对年纪轻、思想政治

素质好的要重点培养。流入地党组织与流出地党组织要加强联系，做好对流动人员入党积极分子的政治审查和预备

党员教育管理的衔接工作。 

  继续做好在军人和干部中发展党员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在妇女和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工作。 

  四、积极稳妥地开展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工作 

  要继续做好在民营科技企业的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

由职业人员中发展党员工作。要鼓励他们的创业精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要针对他们的

特点，积极主动地开展教育引导工作，不断壮大入党积极分子队伍；要加强在文化素质较高、社会影响较大的先进

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发挥其示范引导作用。 

  要把吸收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合伙人、公司制企业个人控股股东和其他类型企业的主要个人出资人

（以下简称私营企业主）中的先进分子入党纳入经常性发展党员工作。吸收私营企业主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要坚持

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贯彻十六大提出“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

合党员条件”的要求，确保发展党员质量。针对私营企业主的特点，在确定发展对象时，要注意考察他们的入党动

机、个人历史、政治表现，特别是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表现，同时，还应注意把握以下具体要求：财产来源合法，

用之得当，模范守法经营，自觉依法纳税；关心爱护员工，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诚实守信，有良好的品行，热心

社会公益事业，群众公认；积极支持建立企业党组织和工会、共青团组织，为其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在接收预

备党员前，基层党委要将发展对象的有关材料报县一级党委组织部门审查。审查合格后由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

基层党委批准。对那些所在企业规模较大、跨地区跨国经营或其他情况特殊的发展对象，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后，

可以由县级或县级以上党委审批。预备党员转正的审批权限与接收预备党员的审批权限一致。 

  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要积极稳妥，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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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推进，防止一哄而起；要坚持标准，严格程序，确保党员质量。 

  吸收社会中介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主要个人出资人入党，可参照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的政策规定执行。 

  五、切实加强对发展党员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发展党员工作，把这项工作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础工程，认真抓紧抓好。 

  加强对发展党员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各级党委要把发展党员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作

为考核党委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成员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市（地）级以上党委要认真研究制定发展党员中、长期

工作规划，加强工作指导。县（市）级党委要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工作规划，研究制定和落实发展党员的年度工作计

划。 

  建立健全发展党员工作制度。继续坚持和完善基层党建带团建、共青团组织推荐优秀团员为入党积极分子等制

度。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完善发展对象集中培训制，推行发展党员公示制，逐步实行发展党员票决制

和发展党员责任追究制。 

  做好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要把发展党员工作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结合起来。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广大党员，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章，使他们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牢记党的宗旨，发扬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组织、引导党员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学习法律知识，全面提高党员队伍的整

体素质。积极探索党员管理的新机制、新办法，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督促党员履行义务，切实保障党员权利，关心

爱护党员，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建立健全党员队伍自我纯洁机制，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及时处分

违纪党员，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 

  注重党务干部队伍建设。要从党员队伍建设的需要出发，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

质和业务水平。地方党委应建立健全组织员工作机构，配齐配强组织员，保证专职专用。基层党委可从实际出发，

设置、聘任一定数量的专、兼职组织员，逐步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精干高效、专兼职结合的组织员队伍。 

  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完善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的选配、培训和

管理机制。积极探索党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改进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努力做到上级

党组织为下级党组织服务、基层党组织为党员服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为广大群众服务，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

和凝聚力。要不断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认真做好在非公有制企业、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凡具备单独建立党组织条件的，应尽快建立党组织，同时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出现企业党组织家族化问题；暂不

具备条件的，可按照“行业相近、地域相邻、方便工作”的原则，联合建立党支部；对没有党员的，可采取派驻党

建工作指导员、党建工作联系员和建立党建工作站、党员联络服务站或依托工会组织等形式开展党的工作。通过加

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组织周围，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及时吸收到党组织中来。 

  加强对发展党员工作的督促检查。地方党委组织部门每年要检查一次所属地区的发展党员工作，及时发现和解

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严肃查处发展党员工作中的违纪行为。对违反有关规定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直接责任人

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对弄虚作假、违反规定吸收入党的，一律不予承认，切实维护发展党

员工作的严肃性。 

 

8.3.357）《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2004 年 6 月 22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78.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中办发〔1998〕9 号）下

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以来，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为促进农村

改革、发展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

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的要

求，适应农村发展的新形势，进一步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党中央、国务

院同意，现就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进一步做好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的重大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任

务十分繁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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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村民自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是顺利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必然

要求；是促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全国各地推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取得

了积极成果，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一些地方在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中还存在着重形式、轻实效，制度不健全、

决策不民主等问题。这与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为了把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

扎实推进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增强推进村

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自觉性和紧迫感，真正把这一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进一步健全村务公开制度，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 

  （一）完善村务公开的内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要求公开的事项，如计划生育政策落实、救灾救济

款物发放、宅基地使用、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使用、村干部报酬等，应继续坚持公开。要继续把财务公开作为村务

公开的重点，所有收支必须逐项逐笔公布明细账目，让群众了解、监督村集体资产和财务收支情况。同时，要根据

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及时丰富和拓展村务公开内容。当前，要将土地征用补偿及分配、农村机动地和

“四荒地”发包、村集体债权债务、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减免政策、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种粮直接补贴、退耕还林还草款物兑现，以及国家其他补贴农民、资助村集体的政策落实情况，及时纳入村务公开

的内容。农民群众要求公开的其他事项，也应公开。 

  （二）规范村务公开的形式、时间和基本程序。各地农村应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在便于群众观看的

地方设立固定的村务公开栏，同时还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明白纸”、民主听证会等其他有效形式公开。一

般的村务事项至少每季度公开一次，涉及农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以及群众关心的事项要及时公开。集体财务往来较多

的村，财务收支情况应每月公布一次。要推进村务事项从办理结果的公开，向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公开延伸。

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创新村务公开的有效形式和手段。村务公开的基本程序是：村民委员会根据本村的

实际情况，依照法规和政策的有关要求提出公开的具体方案；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对方案进行审查、补充、完善后，

提交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确定；村民委员会通过村务公开栏等形式及时公布。 

  （三）设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成员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代表中推选产生，负

责监督村务公开制度的落实。村干部及其配偶、直系亲属不得担任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成员。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及其

成员应当热爱集体，公道正派，有一定的议事能力，其中应有具备财会知识的成员。村务公开监督小组要依法履行

职责，认真审查村务公开各项内容是否全面、真实，公开时间是否及时，公开形式是否科学，公开程序是否规范，

并及时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监督情况。对不履行职责的成员，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有权罢免其资格。 

  （四）听取和处理群众意见。群众对公布的内容有疑问的，可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投诉，村

务公开监督小组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应当及时进行调查，确有内容遗漏或者不真实的，应督促村民委员会重新公布；

也可以直接向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询问，村民委员会应在 10 日内予以解释和答复。村民委员会要对村务公开资

料进行整理归档并妥善保管。 

  三、进一步规范民主决策机制，保障农民群众的决策权 

  （一）推进村级事务民主决策。凡是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如村集体的土地承包和租赁、集体

企业改制、集体举债、集体资产处置、村干部报酬、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和建设承包方案等，都要实行民主

决策，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并、范围调整，由乡级人民政府提出意见后，必须经村民

会议讨论同意，并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集体经济已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村，要按照改革后的有关要求

进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村级民主决策的事项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不得有侵犯村民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二）明确村级民主决策的形式。村级民主决策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召开村民会议，

应当有本村 18 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

的过半数通过。涉及农村土地承包、调整等重大事项，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民主决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由村民依法推选产生，妇女代表要占一定比

例。要完善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建立健全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确保村民代表真正代表民意。认真

研究和探索村庄撤并、外出务工经商人员不断增多情况下村级民主决策的有效形式。 

  （三）规范村级民主决策的程序。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原则上要遵循以下决策程序：由村党组织、村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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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十分之一以上村民联名或五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联名提出议案；由村党组织统一受理议案，

并召集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联席会议，研究提出具体意见或建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

论决定；由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实施村民民主决策事项的办理。对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

事项，会前要向村民或村民代表公告，广泛征求意见；会后要及时公布表决结果；对决定事项的实施情况，要及时

公布，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按照决策程序提请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四）建立决策责任追究制度。除发生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外，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依法形成的决议不得

随意更改，如因情况发生变化确需更改的，要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

论决定的事项，要形成书面记录并妥善保存。未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擅自以集体

名义借贷，变更与处置村集体的土地、企业、设备、设施等，均为无效，村民有权拒绝，造成的损失由责任人承担，

构成违纪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四、进一步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保障农民群众的参与权 

  （一）推进村级事务民主管理。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要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组织全体村民

结合实际讨论制定和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财务管理制度等，明确规

定村干部的职责、村民的权利和义务，村级各类组织的职责、工作程序及相互关系，明确提出对经济管理、社会治

安、移风易俗、计划生育等方面的要求。用制度规范村干部和村民行为，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的能力，增强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 

  （二）建立村民委员会换届后的工作移交制度。村民委员会换届工作结束后，原村民委员会应将公章、办公场

所、办公用具、集体财务账目、固定资产、工作档案、债权债务及其他遗留问题等，及时移交给新一届村民委员会。

移交工作由乡级人民政府负责主持。对拒绝移交或无故拖延移交的，村党组织、乡级党委和政府应给予批评教育，

督促其加以改正。移交过程中发现有重大问题的，村干部和村民可以向乡级人民政府或者纪检监察机关、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机关反映，受理单位应及时依法处理。 

  （三）加强村民民主理财制度建设。村民民主理财由村民民主理财小组代表村民进行，民主理财小组成员由村

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从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成员中推选产生。民主理财小组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

工作。民主理财小组负责对本村集体财务活动进行民主监督，参与制定本村集体的财务计划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

有权检查、审核财务账目及相关的经济活动事项，有权否决不合理开支。当事人对否决有异议的，可提交村民会议

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有权对本村集体的财务账目提出质疑，有权委托民主理财小组查阅、审核财务账目，

有权要求有关当事人对财务问题作出解释。对群众反映财务问题较多的村，县、乡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帮助其

搞好财务清理整顿工作，解决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和民主理财制度。制定和完善集体资产监管办法，防

止集体资产流失，确保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四）规范农村集体财务收支审批程序。财务事项发生时，经手人必须取得有效的原始凭证，注明用途并签字

（盖章），交民主理财小组集体审核。审核同意后，由民主理财小组组长签字（盖章），报经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审批同意并签字（盖章），由会计人员审核记账。经民主理财小组审核确定为不合理财务开支的事项，有关

支出由责任人承担。财务流程完成后，要按照财务公开程序进行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乡级人民政府及业务主管部

门要对村级财务活动加强指导和监督。 

  五、进一步强化村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保障农民群众的监督权 

  （一）加强对农村集体财务的审计监督。县、乡两级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指导部门，要切实组织好对农村

集体财务的审计监督工作。审计内容主要包括：集体资产的管理使用、财务预决算、财务收支、生产经营和建设项

目的发包管理、集体的债权债务、上级划拨或接受社会捐赠的资金、物资使用等情况，以及群众要求审计的其他事

项。当前，要加大对集体土地征用、集体企业改制、“村改居”和并村过程中集体资产的处置、村内“一事一议”筹

资筹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府发放到村到户的各项补贴资金和物资等事项的审计力度，并将审计结果及时公布。

村干部任期届满或离任时必须审计。在审计中查出侵占集体资产和资金、多吃多占、铺张浪费的，要责令其如数退

赔；涉及国家工作人员及村干部违法违纪的，需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构成犯罪的，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农（畜）产品行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所有的资产，也要实行财务公开，加强管理与监督。 

  （二）推行民主评议村干部工作制度。民主评议对象为村党组织班子成员、村民委员会班子成员、村集体经济

组织班子成员、村民小组长以及享受由村民或集体承担误工补贴（工资）的其他村务管理人员。民主评议由乡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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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政府具体组织，通过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与村民座谈等形式进行。民主评议一般每年进行一次，要把群

众满意与否作为衡量村干部是否合格的标准，评议结果要与村干部的使用和补贴（工资）标准直接挂钩。对连续两

次被评为不合格的村干部，是村党组织成员的，按党内有关规定处理；是村民委员会班子成员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班

子成员的，应责令其辞职，不辞职的应启动罢免程序；其他村务管理人员，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

会议作出处理决定。 

  （三）建立和完善村干部的激励约束制度。要大力宣传、鼓励和表彰积极推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干部，切

实维护和保障村干部的合法权益。对在村级重大事务决策和管理中违反程序，独断专行，以及因工作失误造成重大

损失，或村务公开不及时、不全面、弄虚作假、侵犯农民民主权利的干部，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有权提出批评

并要求限期改正；对拒不改正的，是村党组织班子成员的，按党内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是村民委员会班

子成员的，依法予以罢免。 

  六、进一步加强对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的领导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把推进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作为关系农村改革、

发展和稳定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与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

起来，使之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要及时研究分析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情

况，提出指导性意见。县（市）党委和政府要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常抓不懈。要把推进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作为

考核评比民主法治示范村、“五个好”村党组织、“五个好”乡镇党委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市）的一项重要

内容，通过严格考核，促进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进一步落实。 

  （二）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地要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共同参与、民政部门组织协

调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并保证开展工作的必要人员和经费。各有关部门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支持和引导村党组

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做好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方面的工作。共青团、妇联和计划生育协会要动员农村

青年、妇女、计划生育协会会员积极参与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活动。村务公开协调机构要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加强

沟通和协调。新闻媒体要加强舆论引导和监督。要通过培育典型、示范引导、专项检查等多种形式，积极探索推进

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 

  （三）明确县乡党委和政府的责任。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县、乡党委和政府是关键。要建立

党政领导责任制，把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作为基层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不断完善考核评价办法。要加大督

促检查力度，及时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和申诉，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稳定。要加大培训力度，加强对新任

村组干部、农村财会人员、民主理财小组成员和村民代表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和依法办事能力，使他们善

于用说服的方法、示范的方法、服务的方法推动农村工作。要切实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引

导农民群众参与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学会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坚决制止利用宗教、宗族、家

族势力干预基层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行为。 

  （四）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把坚持党

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切实依法办事有机统一于农村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之中。村党组织要领导和支持农民群众依

法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监督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落实，及时听取群众的意见，不断完善制度、改进工作。农

村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尊重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带头执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村民

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村级组织要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团结广大农民群众，齐心协力做好村务公开和民主

管理工作，促进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8.3.358）《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2004 年 4 月 8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76.htm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地方特别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经商、办企业

或参与其他营利性经营活动即辞职“下海”的逐渐增多。这是新形势下正常的人才流动，对于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促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建立干部正常退出机制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的领导干部辞职只是向组织打个招呼，没有正式提出书面申请，未经组织批准，就擅自离岗；有的辞职后直接受

聘于原管辖地区或者管辖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利用在职时的职务影响进行不公平竞争，谋取不正当利益，等等，造

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为了规范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国家公

务员暂行条例》以及有关法规政策，现提出以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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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应当符合辞职条件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规定，辞去公职是公务员的一项权利，公务员辞职

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各地在执行过程中，既要保障干部的辞职权利，又要掌握好辞职的条件。对党的高级干部、地

方党政正职和一些特殊岗位的干部辞去公职应当从严掌握。在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机密等特殊职位上任职或者离开

上述职位不满解密期限的，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且须由本人继续处理的，正在接受纪检（监察）、司法机关调查

或者审计机关审计的，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的，或者有其他特殊原因的，不得辞去公职。由人大、政协选举、任命、

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任职不满一年的，也不得辞去公职。 

  二、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必须履行辞职程序 

  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必须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办理：辞职申请人按干部管理权限，向党委（党组）提出书面申请，

辞职申请应当说明辞职原因和辞职后去向；组织（人事）部门对辞职申请进行了解审核并提出初步意见，对需进行

经济责任审计的干部要委托审计机关对其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党委（党组）通过集体研究，作出同意辞职、不同意

辞职或者暂缓辞职的决定，并在作出决定后指派专人与申请辞职的干部谈话；被批准辞职的干部在规定的时间内办

理公务交接和离职手续。由人大、政协选举、任命、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在党委（党组）作出同意辞职的决定后，

按规定程序办理有关手续。任免机关批准干部辞职后，可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布。申请辞职的干部在任免机关未批

准之前，不得擅自离职，否则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三、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从业应有必要限制 

  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

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担任县级以上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

政府、政协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以及具有审批、执法监督等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辞职，要按照上述精神从严管理。

以上规定，也适用于提前退休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离职后要自觉遵守这些规定。各地组织部门要与有关部门密切

配合，制定相应措施，保证规定的执行和落实。 

  四、需要注意和解决的相关问题 

  进一步强化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制度，规范领导干部的决策行为，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对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实行有效监督，切实从源

头上防范因领导干部辞职“下海”诱发新的腐败行为。 

  既要支持人才的合理流动，又要注意为党政机关保留工作骨干。要加强干部队伍的理想信念教育，使广大干部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增强奉献精神，自觉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要继续大力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为干部施展才干、实现抱负创造良好环境。 

  根据有关规定再次重申，县级以上（含县级）党政机关不得采用停薪留职、带薪留职等方式鼓励领导干部离职

离岗经商、办企业。已出台此类政策的地方，要予以纠正，并采取妥善措施处理好相关问题。对乡（镇、街道）机

关，要根据机构改革进展情况，调查研究后再提出规范意见。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下海”是新形势下干部管理工作中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对此要高度重视，既

要认真执行有关规定，加以规范管理，又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积极探索有效管理办法。 

8.3.359）《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2003 年 12月 26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74.htm 

为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现就

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作出如下决定。 

  一、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1.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曲折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科

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本世纪头 20

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小康大业，人才为本。适应国

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牢牢掌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

关键在人才。必须把人才工作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大力开发人才资源，走人才强国之路。 

  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人才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培养造就了各个领域的大批优秀人才，为推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认真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全面贯彻“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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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确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才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宏观布局，人才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绩。但是，人才的总量、结构和素质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现代化建设急需的高层次、高

技能和复合型人才短缺；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尚未消除，人尽其才的

用人机制有待完善。我国人才工作正处于需要进一步整合力量、全面推进的重要阶段。必须深刻认识人才工作的极

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紧紧抓住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努力使人才工作迈上新

的台阶。 

  2.新世纪新阶段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要把人才作

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

才资源强国，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根据人才资源

是第一资源的科学判断，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开发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紧紧抓住培养、吸

引、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大力加强以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为主体的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把

各类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广泛的智力支持。实施人

才强国战略的基本要求是：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人才工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推进新世纪新阶段人才工作的根本指针。

按照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坚决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的方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于人才工作的全过程，努力开创人才工作新局面。 

  ——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人才工作的目标任务要围绕发展来确立，人才工作的政策措施要根据发展

来制定，人才工作的成效要用发展来检验。 

  ——树立科学的人才观。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推

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作出积极贡献，都是党和国

家需要的人才。要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

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鼓励人人都作贡献，人人都能成才。 

  ——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坚持把能力建设作为人才资源开发的主题。加大对人才工作的投入，优先发展科

学教育事业，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为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和充分发挥作用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三支人才队伍建设一起抓。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主体，必

须坚持分类指导，整体推进。着重培养造就大批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带动

整个人才队伍建设。 

  ——推进人才结构调整。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

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加快人才结构调整，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促进人才合理分布，发挥人才队伍的整体

功能。 

  --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和优化环境。人才的活力取决于机制和环境。遵循人才资源开发规律，坚持市场配置人才

资源的改革取向，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才工作机制。着力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大量涌现、

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形成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社会环境。 

  二、以能力建设为核心，大力加强人才培养工作 

  3.人才资源能力建设是人才培养的核心。树立大教育、大培训观念，在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

和健康素质的基础上，重点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着力提高人的创新能力。围绕创新能力建设，根据各类

人才的特点，研究制定人才资源能力建设标准。改革教育培训的机制、内容和方法，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坚持学习

与实践相结合、培养与使用相结合，促进人才在实践中不断增长知识，提升能力。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

主义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扬拼搏奉献精神、艰苦创业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和诚实守信精

神，促进各类人才的全面发展。 

  4.加快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培养人才。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按照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大力推

进教育创新，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统筹城乡教育，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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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着眼国家发展和战略需要，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加强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

的紧密结合，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教育培养与人才需求结构相适应的有效机制。加快建

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一批高水平大学与重点学科。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和师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培

养重要基地作用。适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5.加快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理念，鼓励人们

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参与终身学习，积极推动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区建设。加强终身教育的规划和协调，优化整

合各种教育培训资源，综合运用社会的学习资源、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完善广覆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网络，构

建中国特色的终身教育体系。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加强各类人才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继续做好选派各

类人才出国（境）培训工作。强化用人单位在人才培训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在职自学，完善带薪学习制度。制定科

学规范的质量评估和监督办法，提高教育培训成效。 

  三、坚持改革创新，努力形成科学的人才评价和使用机制 

  6.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科学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通过实践检验人才。完善

人才评价标准，克服人才评价中重学历、资历，轻能力、业绩的倾向。根据德才兼备的要求，从规范职位分类与职

业标准入手，建立以业绩为依据，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改革各类人才评价方

式，积极探索主体明确、各具特色的评价方法。完善人才评价手段，大力开发应用现代人才测评技术，努力提高人

才评价的科学水平。 

  党政人才的评价重在群众认可。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进一步

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制度，把群众的意见作为考核评价党政人才的重要尺度。制定不同层次、不同

类型党政人才的岗位职责规范，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和考核评价标准。完善定期考核和日

常考核制度，改进考核方法。建立健全考核工作责任制。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评价重在市场和出资人认可。发展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价机构，探索社会化的职业经理人

资质评价制度。完善反映经营业绩的财务指标和反映综合管理能力等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价体

系，积极开发适应不同类型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考核测评技术。改进国有资产出资人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考核评

价工作，围绕任期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突出对经营业绩和综合素质的考核。 

  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重在社会和业内认可。以打破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为重点，研究制定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全面推行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制度，加快执业资格制度建设。积极探索资格考试、考核和同行评议相结合

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方法。发展和规范人才评价中介组织，在政府宏观指导下，开展以岗位要求为基础、社会化的

专业技术人才评价工作。积极推进专业技术人才执业资格国际互认。 

  7.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能的选人用人机制。 

  以扩大民主、加强监督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不断提高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水

平。完善选任制，改进委任制，规范考任制，推行聘任制。改进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办法。加大选拔任用优秀年

轻干部的力度，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快车道”。逐步推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建立和完善干部正常退出机制，

实行优胜劣汰，增强干部队伍活力。 

  以推进企业经营管理者市场化、职业化为重点，坚持市场配置、组织选拔和依法管理相结合，改革和完善国有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选拔任用方式。对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依法实行派出制或选举制。对经理人推行聘任制，实行契

约化管理。按照企业发展战略和市场取向，拓宽选人视野，吸引国际国内一流人才到企业任职。大力扶持能够整合

生产要素、利用社会资源和聚集各类人才积极创业的经营管理人才。 

  以推行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为重点，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按照政事职责分开、单位自主用人、个人

自主择业、政府依法监管的要求，建立符合各类事业单位特点的用人制度。推行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促进由固

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研究制定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规范按需设岗、竞聘上岗、

以岗定酬、合同管理等管理环节，逐步做到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 

  四、建立和完善人才市场体系，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8.建立和完善人才市场体系。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全面推进机制健全、运行规范、服务周

到、指导监督有力的人才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和完善人才市场机

制。遵循市场规律，进一步发挥用人单位和人才的市场主体作用，促进企事业单位通过市场自主择人和人才进入市

场自主择业。针对人才资源的特殊性，按照人才的市场供求关系，通过实现人才自身价值与满足社会需求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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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解决人才供求矛盾。推进政府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的体制改革，实现管办分离、政事分开。引导国有企事业

单位转换用人机制，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努力形成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行业协会严格自律、中

介组织提供服务的运行格局。消除人才市场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现有各类人才和劳动力市场实现联网贯通，加快

建设统一的人才市场。健全专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的人才市场服务体系。 

  9.促进人才合理流动。进一步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疏通三支队

伍之间、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组织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人才流动渠道。发展人事代理业务，改革户籍、人事档案管

理制度，放宽户籍准入政策，推广以引进人才为主导的工作居住证制度，探索建立社会化的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

系统。鼓励专业技术人才通过兼职、定期服务、技术开发、项目引进、科技咨询等方式进行流动。加强对人才流动

的宏观调控，采取有效措施，引导人才向西部地区、基层和艰苦地区等社会最需要的地方流动，鼓励人才安心基层

工作。制定人才流动和人才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完善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加强人才流动中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

保护，依法维护用人单位和各类人才的合法权益，保证人才流动的开放性和有序性。 

  五、以鼓励劳动和创造为根本目的，加大对人才的有效激励和保障 

  10.完善分配激励机制。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针对各类人才的特点，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工作业绩紧密联系、

鼓励人才创新创造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宏观管理，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 

  结合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逐步建立综合体现工作职责、能力、业绩、年功等因素，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公务

员工资制度。适当拉开不同职务和职级之间的收入差距，增强职级的激励功能。建立公务员工资与国民经济发展相

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与企业相当人员平均工资大体持平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

实施中央政府统一调控下分级管理的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对国家机关特殊专门人才，实行特殊的工资、津贴政策。 

  结合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符合各种类型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

的事业单位薪酬制度。收入分配政策向关键岗位和优秀人才倾斜。指导事业单位积极探索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的实现形式和办法。加大对基础教育、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重要公益研究等事业单位的分配政策扶持力度。

制定完善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兼薪的管理办法。 

  结合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

政府监控指导的企业薪酬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短期激励与中长期激励相结合、激励和约

束相结合的原则，将经营者薪酬与其责任、风险和经营业绩直接挂钩。不断改善收入结构，逐步建立与市场价格接

轨、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在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 

  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探索产权激励机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

才实行期权、股权激励。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探索建立人才资本及科研成果有偿转移制度。 

  11.建立规范有效的人才奖励制度。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以政府奖励为导向、用人单位

和社会力量奖励为主体的人才奖励体系，充分发挥经济利益和社会荣誉双重激励作用。建立国家功勋奖励制度，对

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各类人才给予崇高荣誉并实行重奖。进一步规范各类人才奖项。坚持奖励与惩戒

相结合，做到奖惩分明，实现有效激励。 

  12.建立健全人才保障制度。积极探索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企业社会保障制度，为推

进人才工作深入发展提供保障。根据各类人才的特点和需要，采用多种形式，逐步建立重要人才国家投保制度。完

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才流动中的社会保险衔接办法。加快福利制度改革，逐步实现福利货币化，不断改善各

类人才的生活待遇。 

  六、突出重点，切实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13.把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摆上重要位置。中高级领导干部、优秀企业家和各领域高级专家等高层次人才，是人

才队伍建设的重点。实施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化要求的培养规划，针对不同特点，

实行分类培养。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高层次人才成长的机制和环境。 

  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核心，培养造就一批忠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善于治党治国治

军的政治家。强化理论武装和实践锻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着力解决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政治方向、政治

纪律、宗旨观念等根本问题。大力提高中高级领导干部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

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 

  以提高战略开拓能力和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平为核心，加快培养造就一批熟悉国际国内市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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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秀企业家。遵循企业家成长规律，培养企业家职业精神，提高企业家职业化水平。建立完善企业家激励约束机

制，调动和保护企业家勇于竞争和持续创业的热情。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

集团，鼓励企业家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企业家的成长和创业提供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以提高创新能力和弘扬科学精神为核心，加快培养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高级专家。坚持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并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依托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国家重大人才培养计划、重大科研和建设项

目、重点学科和科研基地以及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项目，积极推进创新团队建设，加大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力度。建

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科学研究机制，进一步破除科学研究中的论资排辈和急功近利现象，抓紧培养造就一

批中青年高级专家。坚持“双百”方针，形成鼓励创新、鼓励探索的良好氛围。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大力营造激发

创新活力的工作环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科学道德水平，激励各领域专家奋力攻关，勇攀事业高峰。重视加

强国防科技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注意发挥老专家、老教授的作用。改进和完善院士制度、政府特殊津贴制度、博

士后制度以及其他高层次人才培养制度，进一步形成培养选拔高级专家的制度体系。 

  中央和省部两级要着眼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门类齐全、结构

合理的省部级和地厅级后备干部队伍。同时，建立高层次人才库，直接联系一批优秀企业家和各类高级专家。设立

和调整高层次人才专项资金，鼓励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在工作上、生活上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保障，激发他们的贡献

热情和创造潜能，充分发挥他们在人才队伍建设中的示范带动作用。 

  14.加大吸引留学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力度。继续贯彻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鼓励留学人员

以不同方式为祖国服务。按照拓宽留学渠道、吸引人才回国、支持创新创业、鼓励为国服务的要求，制定和实施留

学人才回归计划，重点吸引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采取团队引进、核心人才带动引进、高新技术项目开发引进等

方式，建立符合留学人员特点的引才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留学人才信息系统和留学人才库，完善留学人才的评价

认定制度，提高吸引高层次留学人才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大对高层次留学人才的回国资助力度，切实解决留

学回国人员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制定鼓励和支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政策，大力加强留学人员创业基地建设。健全留

学人才为国服务的政策措施，鼓励他们以多种形式为国家建设作贡献。 

  坚持以我为主、按需引进、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方针，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智力。制定和实施国家引进海外

人才规划，建立海外人才评价和准入制度。重点引进高新技术、金融、法律、贸易、管理等方面的高级人才以及基

础研究方面的紧缺人才。按照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抓紧制定投资移民法、技术移民法和海外高级人才聘用管理办

法。研究制定聘用海外高级人才从事公务工作的办法。对引进的海外高级人才实行在华长期居留或永久居留制度。

鼓励和吸引海外华人华侨专家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建立和完善国际人才市场，发展和规范引进海外人才中介组

织，保护应聘海外人才和聘用单位的合法权益。 

  15.加强和改进国家重要人才安全工作。高度重视和充分信任国家重要人才。把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

脉的重点行业和领域工作，掌握国家经济、科技、国防等核心秘密和尖端技术的人才纳入国家重要人才范围。通过

立法维护国家重要人才安全，有效防止重要人才流失。制定政策法规，提高重要人才待遇，保障重要人才权益，规

范重要人才流动。建立国家重要人才的信息档案，实施动态管理。 

  七、推进人才资源整体开发，实现人才工作协调发展 

  16.坚持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把人才工作作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建

立健全人才资源开发宏观调控体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总量、结构和素质的需求，有效盘活人才存量，大幅

度提高人才增量，不断提升人才素质，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紧密配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开发和配置人才

资源。采取有力措施，促进人才在城乡、区域、产业、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合理分布。推进人才资源整体开发，

抓紧培养各类紧缺人才。重视培养妇女人才、少数民族人才和党外人才。注意发挥离退休人才的作用。积极做好在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中的人才工作。不断扩大人才工作覆盖面，实现各类人才队伍建设的协调发展。 

  17.进一步做好西部和民族地区人才工作。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建设，人才是关键。要树立正确的用人观念，

制定灵活的用人政策，创造良好的用人机制和环境，稳定和用好现有人才，重视开发少数民族人才，积极引进急需

人才。大力发展西部教育事业，强化职业教育，加大培养和培训工作力度，壮大人才队伍。逐步提高西部地区各类

人才的收入水平，制定鼓励人才到西部地区工作特别是长期工作的优惠政策。坚持产业聚才，项目引才，积极构建

吸引各类人才到西部建功立业的事业平台。采取灵活多样的人才柔性流动政策，支持大中城市专业技术人员到西部

地区基层提供服务，把引进人才与引进智力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和民族地区人才工作的支持，完善中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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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关、东中部地区与西部和民族地区干部交流机制，加大县处级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交流力度。继续做好对

口支援西藏、新疆以及其他地区的工作。加强贫困地区人才队伍建设。 

  18.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人才工作。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汇集着越来越多的人才，是

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各类人才纳入党和政府的工作范围，努力形成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人才思想观念和人才创业机制。要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在政治上对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和社会组织人才一视同仁，在政府奖励、职称评定等人才政策上统一安排，在面向社会的资助、基金、培训项目、

人才信息库等公共资源运用上平等开放，在改善创业环境和工作生活条件上积极提供服务。 

  19.加强高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工人队伍中的高技能人才，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实现科技成果转

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实施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和技能振兴行动，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企业岗位培训、个人

自学提高等方式，加快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高等职业院校和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的培训基地作用，扩

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质量。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强化岗位培训，组织技术革新和攻关，改进技能传授方式，

促进岗位成才。完善技能人才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推进技师考评制度改革，实行培训、考核、使用和待遇相结合，

逐步建立统一标准、自主申报、社会考核、企业聘用的高技能人才成长机制。进一步提高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

优化高技能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 

  根据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需要，大力加强农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和经营管理等实用

人才队伍建设。继续实施县乡村实用人才工程和农民教育培训工程。充分发挥农村职业学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农村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和各种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机构的作用，加快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和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相关基础

设施建设，实行农科教相结合，努力提高广大农村劳动者的素质，激励农村实用人才快速成长。高度重视农村富余

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加强人才和智力扶贫。建立健全农村人才服务体系。 

  20.大力抓好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大批素质优良、勇于创新的青年人才，是实现人才工作可持续发展

的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各类青年人才工作制度，支持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加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教育，引导青年人才把个人成长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鼓励他们在艰苦复杂的环境和丰富

的社会实践中锻炼成长。在重大科研和工程项目实施中要把培养青年人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十

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青年人才的重要来源。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建立和完善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机制，切实使用好这一宝贵资源。 

  八、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努力开创人才工作新局面 

  21.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是我们党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

任务，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根据党所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着眼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

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人才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

人才工作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充分发挥党的思想

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

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新格局。要把人才工作纳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工作目标

责任制，定期进行考核。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对于做好人才工作负有重要责任，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善于发

现人才、培养人才、集聚人才、服务人才，做到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广纳群贤。 

  做好人才工作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培养，努力使广大党员成为

学习的模范、劳动的模范、创新的模范、贡献的模范，在成才的道路上发挥带头作用。要注重从各类优秀人才中发

展党员和培养党的各级干部，把更多的优秀人才集聚到党的各级组织中来。 

  22.党管人才主要是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各级党委要按照管好用活的要求，搞好统筹规划，制定

人才工作重大方针政策，明确发展目标，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协调发展；坚持分类指导，针对各类人才的不同特

点和成长规律，创新人才工作理论、体制和方法，使人才各得其所、各尽其能；注重整合力量，建立统分结合、协

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人才工作合力；积极提供服务，通过政策支持、精神激励和环境

保障，不断改善各类人才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以感情和人格的力量，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实行依法管理，

加快推进人才工作法制化建设，增强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要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

才，用法制保障人才，把全社会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努力把人才优势转化为知识优势、

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23.全面贯彻党管人才原则，必须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完善法制，优化环境。牢固树立人才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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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效益最大的投入的观念，不断加大对人才工作的投入力度。健全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个人多元人才投入机制。

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要根据人才工作实际需要，在财政预算中安排必要的资金，用于高层次人才培养、紧缺人才引

进、西部人才开发、公派留学生等工作。在重大建设和科研项目经费中，要划出一定份额用于人才开发。加强对人

才投入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切实提高人才投入效益。加大人才工作立法力度，围绕人才培养、吸引、使用等基本

环节，建立健全中国特色人才工作法律法规体系。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人才信息网络建设。充分发挥工会、

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在人才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加强舆论宣传，为人人竞相成才和充分施展才能创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 

  时代呼唤人才，人才推进事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大力实施人才

强国战略，关心人才工作，研究人才工作，宣传人才工作，做好人才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8.3.360）《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的意见》(2003 年 9 月 6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73.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的意见》的通知 

 《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已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

农村。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近年来各地开展的“三级联创”活动，取得了明显成

效，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实践证明，深入开展“三级联创”活动，是把农村党的建设

与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紧密结合起来的一种有效形式，是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实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整体推进、常

抓不懈的一个有效机制，是在农村党的建设中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项重要举措。 

  为使“三级联创”活动更充分地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更紧密地围绕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

标进行，在总结各地开展“三级联创”活动经验的基础上，《意见》对“三级联创”活动的目标要求作了适当调整，

把村党组织、乡镇党委建设的目标要求统一规范为“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业绩好、

农民群众反映好”新的“五个好”，将“三级联创”活动规范为创建“五个好”村党组织、“五个好”乡镇党委和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市）活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深入开展“三级联创”活动的重要意义，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切实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进一步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基层干部积极投身学习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农村党的建设整体水

平，为在农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的意见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巩固和发展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成果，把“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进一步贯彻落实到农村党的建设的经常性工作中去，加强和改进农村党的建设，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稳定，

现就深入开展以创建“五个好”村党组织、“五个好”乡镇党委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市）为内容的农村党

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深入开展“三级联创”活动的重要意义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

农村。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

济，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以改革的精神全

面推进农村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十四届四中全会以来，各地以创建“五个好”村党支部、“六个好”乡镇党委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市）

为目标，切实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农村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实践证明，开展“三级联

创”活动，是把农村党的建设与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紧密结合起来的一种有效形式，是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实现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整体推进、常抓不懈的一个有效机制，是在农村党的建设中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项

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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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开展“三级联创”活动，有利于激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内在动力，调动各级党委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积

极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扩大党的工

作的覆盖面，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推动

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持农村稳定。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深入开展“三级联创”活动的重要意义，增强政治

责任感，切实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二、正确把握开展“三级联创”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开展“三级联创”活动的指导思想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

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稳定的大局，坚持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一起抓，

并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探索“让干部经常受教育、使农民长期得实惠”的有效途径，建立健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常抓不懈的工作机制，全面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为全面推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开展“三级联创”活动应把握以下原则： 

  （一）坚持围绕中心，促进发展。“三级联创”活动必须围绕党在农村的中心任务来展开，紧扣发展这个主题

来深化。通过开展创建活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坚持从实际出发，务求实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紧密联系农村实际开展创建活动。以扎实

的作风，深入细致的工作，切实解决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

实际效果检验“三级联创”活动的成效。 

  （三）坚持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省（区、市）、市（地）党委切实加强领导和指导，县（市）委、乡镇党委、

村党组织积极争创先进，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四）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不断丰富“三级联创”活动的内涵，探索创

新“三级联创”活动的形式，对“三级联创”活动实行动态管理，使“三级联创”活动始终充满活力。 

  三、进一步明确开展“三级联创”活动的目标要求 

  深入开展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先进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必

须大力发展农村先进文化，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必须努力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农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村党组织和乡镇党委建设要实现“五个好”的目标要求：一是领导班子好。领导班子能够自觉学习和实践“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廉洁勤政，奋发有为。村党组织书记应具有带头

致富和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的能力；乡镇党委书记应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二是党员干部

队伍好。共产党员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干部能够发挥骨干带头作用。三是工作机制好。各项制度完善，管

理措施到位，乡镇党政领导班子团结一致，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关系协调，工作运行规范，服务优质高效。四是小康

建设业绩好。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农民收入增加，集体经济实力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

主法制建设成效显著。五是农民群众反映好。基层干部尊重农民，爱护农民，诚心诚意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工作措

施符合群众意愿，工作作风和工作实绩得到群众满意，党群干群关系密切，党组织得到群众拥护。 

  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市）的要求：一是县（市）委认真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度重视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全面落实领导责任制，县（市）委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齐抓

共管。二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具体，各项措施得力并得到有效落实。三是党在农村的基

本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推进，农民收入增加，城镇化

水平逐步提高，县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四是县（市）涉农部门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意识强、服务措施实、服

务质量高，严格依法办事，基层单位和群众满意。五是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农民群众

的民主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发挥，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社会风气良好，农村社会稳定。 

  要把创建基层满意的县（市）涉农部门和群众满意的乡镇站所纳入“三级联创”活动中来，把县（市）、乡镇、

村的联创与涉农部门和站所争创先进结合起来。 

  四、着力抓好“三级联创”活动的“创”与“联” 

  开展“三级联创”活动，“创”是关键，“联”是保证。“创”，就是要按照“三级联创”活动的原则和目标要求，

从本地实际出发，制定创建规划，完善推进措施，建立激励机制，表彰先进，鞭策后进，营造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

围。“联”，就是县（市）、乡镇、村三级联动，形成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环环紧扣、整体提高的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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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党组织要明确责任，增强联创意识，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创”上下功夫，在“联”上抓落实，

确保“三级联创”活动取得实效，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省（区、市）委主要负责创建活动的统筹规划、宏

观指导和督促检查。市（地）委主要负责创建活动的组织实施和督查指导。县（市）委要在抓好自身创建的同时，

着力抓好乡镇党委和县（市）涉农部门的创建活动，并指导和督促乡镇党委抓好村党组织及乡镇站所的创建活动。

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要广泛动员党员、干部，积极投身到创建活动中来。 

  严格考核，科学评比，不断提高创建活动水平。省（区、市）委要对考核、评比和表彰办法作出具体规定。“五

个好”村党组织、“五个好”乡镇党委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市）的评选间隔时间一般以 2 至 3 年为宜。评

比考核时要充分考虑各单位原有的工作基础。对拟表彰的单位要在一定范围内公示。经济增长幅度和主要经济社会

发展指标排名均靠后，以及发生恶性涉农案件、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弄虚作假的单位，不能评为先进。命名表彰不

搞“终身制”，已被表彰的单位要参加新一轮的评选。要把开展“三级联创”活动的情况，作为考核县（市）委、乡

镇党委、村党组织书记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和对其使用的重要依据。 

  五、切实加强对“三级联创”活动的领导 

  各级党委要把“三级联创”活动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真正做到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坚

持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 

  省（区、市）、市（地）党委要作出周密安排和部署，切实加强对“三级联创”活动的领导。经常分析研究开展

“三级联创”活动的情况，提出指导性意见。大力宣传开展“三级联创”活动的目的、意义和目标要求。注意总结

推广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典型经验，引导县（市）、乡镇、村党组织抓好创建工作。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县

（市）委是关键。要切实抓好对县（市）委的分类指导。对工作得力、成效明显的县（市）委，要鼓励他们总结经

验，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对工作一般的县（市）委，要引导他们

增强创先争优意识，激励他们奋力争先；对工作中存在较大差距的县（市）委，要帮助他们分析原因，找出薄弱环

节，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尽快扭转被动局面。要建立督查工作制度，采取多种方式，切实抓好

督促检查。省（区、市）、市（地）党委班子成员和政府党员领导干部要选择那些困难大的县（市）作为“三级联

创”活动的联系点，定期到点上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以点上的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各地区党委组织部门要增强

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在党委领导下，切实加强具体指导，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中央有关部门要把在本系统基层单位开展创建活动，作为转变职能、改进作风、推动业务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

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要配合地方党委对本系统基层单位的创建活动提出明确要求，并加强督促检查。省（区、市）、

市（地）主管部门对本系统基层单位的创建活动负有重要责任，要切实履行好职责，主要负责同志要经常深入基层，

指导基层单位开展好创建活动。中央组织部要加强对“三级联创”活动的指导和督查，总结推广各地区各部门开展

创建活动的先进经验，并在适当时候对在创建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单位进行表彰。 

 

8.3.361）《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2003 年 4 月 5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72.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已经中央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 

  做好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工作，对于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和国家的声音传播到千家万

户和世界各地，反映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事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报

纸、通讯社、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高度重视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总的效果

是好的。但是，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过多过长影响宣传效果的问题比较突出，干部群众意见较多。 

  中央要求，把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工作，作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件大事来抓。要按照坚持正确舆论导

向、从工作需要出发、注重新闻价值和社会效果、精简务实的原则，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切实加以改进。中央和

国家机关要带头，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严格自律，自觉支持新闻媒体改进报道工作，使新闻报道更好地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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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促进和带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改进思

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遵照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加强中央政治局自身建设的有关精神，

按照从工作需要出发，注重新闻价值和社会效果，使新闻报道更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更好地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要求，现就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重

申并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改进会议新闻报道 

  党和国家举行的或经中央批准召开的具有全局性重大意义的会议，按照中央批准的新闻报道方案，授权新华社

统一发布消息，由中央主要新闻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

下同）进行准确、及时、充分的报道。 

  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中央军委会议，可以公开报道的，

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的例会，由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按照会议的报道安排进行报道。

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常委会、中央军委召开的其他会议，需要报道的，由中央主要新闻媒

体作一次性报道。 

  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召开的会议，中央主要新闻媒体一般不作报道，确需报道的，由中央

办公厅通知新闻媒体。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召开的会议，中央主要新闻媒体一般不作报道，确需报道的，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通知新闻媒体。 

  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一年一度的全委会议，由中央主

要新闻媒体报道；其他重要会议，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可根据会议性质和新闻价值自主决定是否报道。 

  二、关于改进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 

  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同）到基层考察工作、调查研究和出席重要活动，分别按照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安排，由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组织报道，原则上

不对随行和陪同的部委、地方领导同志列名报道。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基层考察工作、调查研究和出席重要活动，

需要公开报道的，由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发简短的综合消息，也可只在当地媒体上报道。 

  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需要公开发表的，由中央办公厅作出安排，新华社发通稿，或指定有关报刊发表。中央

领导同志题词、作序、写贺信、发贺电，参观展览、观看演出和出席其他文艺活动，给部门、地方的指示、批示，

出席部门和地方举办的颁奖、剪彩、奠基、首发、首映等仪式和接见、照相、联欢、探望、纪念会、联谊会、研讨

会等活动，一般不作公开报道。确需报道的，由中央办公厅通知新闻媒体。 

  三、关于改进领导同志外事活动的新闻报道 

  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要外事活动，由外交部、中央联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

军委办公厅等部门提供新闻稿，新华社发通稿，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酌情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其他外事活动，

由外交部、中央联络部等有关部门向记者介绍情况，由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自主报道，规格不超过重要外事活动的报

道；出访活动中的陪同人员名单一般只在离、抵京时报道。 

  多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同日分别会见同一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议会议长或政党领袖，发一条综合消息，报

纸可通过消息标题或配发照片等形式体现报道规格。同一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同日会见多批外宾，发一条综合消息。 

  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会见外国政府部长、议会议员、政党和团体负责人、企业家以及其他人士的报道，要从严掌

握，原则上由外宣媒体和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以及相关媒体进行报道。需要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和中央电视台在新

闻联播节目中报道的，由外交部、中央联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等部门

提供新闻稿，作简要播报。向外国政府、政党和团体发的贺电、贺信等，需要报道的，由外交部、中央联络部等有

关部门通知新闻媒体。 

  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外事活动，由人民日报、新华社作简要报道或发外事简讯。主管外事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

外事活动报道区别对待。 

  省部级负责同志受中央委托，率领中共代表团或政府代表团出访，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发简短消息。中央和国

家机关各部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外事活动，一般不报道。外交部部长的外事活动报道区别对待。 

  上述领导同志的外事活动，如有新闻价值，均可由新闻媒体对海外和在我新闻网站上自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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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改进新闻报道的采编播发 

  除党和国家举行的或经中央批准召开的具有全局性重大意义的会议外，会议报道不应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

作为报道与否和报道规格的唯一标准，不应完全依照职务排序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 

  报道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要努力提高质量，注重新闻价值，力求准确、鲜明、生动，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

义、到基层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和群众关心的实质性内容，减少单纯行踪性的报道，力戒空泛和一般化。外事

活动报道也要讲求实际宣传效果，突出实质性内容。要努力提高报道时效，可由新闻单位自行审定的稿件，尽量由

新闻媒体自主报道。对外报道和互联网上的报道要充分考虑海外受众和网络特点，增强针对性、可读性、时效性。 

  传播党和国家的声音是新闻媒体特别是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的重要任务。在精简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

同时，要充分运用各种新闻体裁大力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生动展现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贯彻“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先进事迹和重要业绩。 

  五、关于改进地方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的新闻报道 

  地方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的新闻报道，要参照本意见确定的原则掌握。同时要注意到，中央领导同志担负

着国务活动任务，各地不应在报道规格上简单比照。地方媒体的新闻报道更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多

反映基层干部群众的生动实践和新鲜经验，多为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生活提供健康有益的新闻信息。 

  中央宣传部要根据本意见，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8.3.362）《关于印发《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若干问题的答复意见（一）》》(2003 年 4月 3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71.htm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若干问题的答复意见（一）》的通知 

现将中央组织部《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若干问题的答复意见（一）》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若干问题的答复意见（一） 

  1．问：第四条规定，选拔任用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成

员，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处级以上非领导职务，参照本条例执行。对此应当如何理解？ 

  答：这是指列为参照执行范围的，除了要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

规定的基本原则、基本条件、基本程序和工作纪律外，在坚持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前提下，可以结合自身特点，

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具体做法上有所区别，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2．问：中央金融机构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任用是否参照执行《干部任用条例》？ 

  答：中央金融机构（不含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较之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管理在某些方面有其特殊性，

《干部任用条例》对中央金融机构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任用工作，是否参照执行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但是，考虑到中央金融机构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干部任用条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对其

领导人员的管理也是适用的。 

  3．问：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的领导成员的选拔任用，参照本条例执行。这里的“县

级以上”是否包含县级？ 

  答：包含。《干部任用条例》中规定的其他类似情况，如“地（厅）、司（局）级以下”、“五年以上”等，都包

含本级或本数。 

  4．问：第七条规定，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这里的“基层工作经历”

的含义是什么？ 

  答：这里的“基层工作经历”是指在县、乡党政机关以及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工作过（参照或依照国家公务员

制度管理的及其他担负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不在此列）。军队转业干部在军队团和相当团以下单位工作过，中

央、国家机关干部在地（市）直属机关工作过，也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担任县（市、区）党政领导职务的，一般

应当有在乡镇（街道）两年以上的工作经历。 

  5．问：第七条规定，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两

个以上职位”，有无对每个职位任职时间的要求？是否包括非领导职务？是否包括兼职？ 

  答：《干部任用条例》对每个职位的任职时间没有具体规定。两个以上职位包括非领导职务，一般不包括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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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问：某干部在担任副市长期间，先分管工业，后来分工调整改为分管城市建设。这是否可视为在两个职位

工作过？ 

  答：可视为在两个职位工作过。在同一单位连续担任某一职务，分工进行过调整，即主管工作发生了变化或者

该职位职能发生了较大变化等其他类似情况，都可视为在两个职位工作过。 

  7．问：副部级单位中，干部提职的任职资格年限怎么把握？从副司长（正处级）提任司长（副司级），在副司

长岗位上需要任职几年？ 

  答：副部级单位干部提职的任职资格年限，应以职务而不是职级把握为宜。副司长提任司长，在副司长岗位上

需要任职两年以上。副省级城市干部提职的任职资格年限也照此掌握。 

  8．问：副部级单位的副处长（副处级）提拔担任副司长（正处级），是否属于越级提拔？ 

  答：是。副省级城市干部类似情况的提职也属于越级提拔。 

  9．问：如何理解和把握第十条中“民主推荐的结果在一年内有效”的规定？ 

  答：应当根据民主推荐的不同情况来把握。（1）对非定向推荐，推荐结果在一年内有效。（2）对具体职位进行

的定向推荐，推荐结果在确定该职位考察对象时一年内有效；如果拟任职位变了，原推荐结果一般不再有效。 

  10．问：第十一条规定，个别提拔任职，按照拟任职位推荐。这里的“推荐”是否指民主推荐的两种形式都要

采用？ 

  答：无论是领导班子换届，还是个别提拔任职，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一般应当同时采用。对两种推荐

结果要综合分析，互为补充，相互印证。 

  11．问：第十六条规定，领导班子换届，对拟新进党政领导班子的人选考察对象，在本条例第十二条所列人员

范围内进行公示。原党政领导班子副职拟作为正职人选考察对象，是否需要公示？ 

  答：一般需要公示。这里所指的“新进党政领导班子”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从班子以外进入到班子中；二是在

本班子中提升职务。其他类似情况，如常委、组织部长拟作为副书记人选考察对象，副市长拟作为常委、副市长人

选考察对象均要进行公示。政府正职拟作为党委正职人选考察对象时是否公示，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确定。 

  12．问：第十七条规定，确定考察对象时，应当把民主推荐的结果作为重要依据之一，同时防止简单地以票取

人。对此应当如何理解？ 

  答：确定考察对象时，应当把民主推荐的结果作为重要依据之一，具体工作中要把握以下三点：一是得票数多

者，方可列为考察对象；二是得票数少者，一般不得列为考察对象；三是得票数相近者，需参考平时掌握的其他情

况及领导班子的结构需要等因素，综合考虑后研究确定考察对象。 

  防止简单地以得票多少划线取人，要把握以下三点：一是对于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由于客观原因群众不够了

解、不够熟悉的人选，如果班子结构配备确实需要，即使民主推荐得票数不是最高但是较高的，也可以作为考察对

象。二是对于那些不踏踏实实工作，却热衷于拉关系、跑门子、拉拉扯扯的人，一经查实，即使民主推荐得票数较

多，也不能作为考察对象。三是要为敢于坚持原则和不事张扬的干部主持公道。 

  13．问：第四十二条规定，由党委（党组）决定任职的，任职时间自党委（党组）决定之日起计算。这里的“决

定之日”的含义是什么？由党委（党组）决定任职、需要报上级备案的干部，其任职时间如何计算？ 

  答：（1）这里的“决定之日”是指党委（党组）对干部的任职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的日期，并非是主管领导签

发任职通知的日期。（2）由党委（党组）决定任职、需要报上级备案的干部，经备案部门审核无异议，其任职时间

自党委（党组）决定之日起计算。其他类似情况，如双重管理干部任职需征求协管方意见的等，任职时间均自主管

方党委（党组）决定之日起计算。 

  14．问：任职试用期未满的干部，能否提拔任用？能否允许其参加公开选拔、竞争上岗？ 

  答：（1）一般不能提任上级领导职务；符合提任非领导职务资格条件的，可以提任非领导职务。（2）符合参加

公开选拔、竞争上岗资格条件的，可允许其报名参加公开选拔、竞争上岗。 

  15．问：第五十条规定，报名参加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人员的基本条件和资格，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六条和第七

条的规定。对此应当如何理解？ 

  答：这是指参加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人员，应当具备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和资格。对特别优秀的年

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经组织研究也可适当放宽其报名参加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所需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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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63）《关于进一步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2002 年 7 月 14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70.htm 

村民委员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形式之一，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

来，各地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认真组织开展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选举制度日益完善，选举活动不断规范，农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显著增

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得到较大发展，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做出了贡献。2002 年，全国农村

许多地方正在或将要进行新一轮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从目前情况看，选举工作总体上是健康有序的，但也有一些

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思想认识不足、依法办事不力、发扬民主不够等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影

响了农村社会稳定。为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依法维护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为党的十六大召开创造良好的环境，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切实提高对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重要性的认识 

  搞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实行村民自治，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伟大创造，是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把村民公认的、

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的人选进村民委员会；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自主意识、

竞争意识、民主法制意识，促进农村先进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密切党同

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对做好村民委员

会换届选举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认真贯彻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研究解决选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把村民委员会

换届选举这一关系亿万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办好。 

  二、着眼于增强农村干部群众的民主法制观念，扎实有效地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

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的要求，广泛深入地宣传与村民委员会选举有关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程序步骤，

做到经常性宣传和阶段性宣传相结合，正面宣传和典型教育相结合，一般性宣传和疑难问题解答相结合，不断增强

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把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来，统一到党的方针政策上来，保证

村民委员会选举沿着健康有序的轨道进行。 

  要增强宣传教育工作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在选举前，当地党委、政府要组织宣传、民政、司法行政等部门认真

制定宣传教育工作方案，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使农村干部群众了解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重要性，熟悉

选举工作的原则、方法和步骤；在选举期间，要重点宣传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推选程序、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条

件、提名方式、正式候选人确定办法以及具体投票程序；在选举后，要做好落选人员的思想工作，教育当选人树立

正确的权力观，教育、引导村民特别是党员积极支持、配合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 

  要增强宣传教育工作的多样性和针对性。对农村基层干部，要采取分级分批培训等方式，消除其模糊认识，增

强认真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自觉性，提高组织指导换届选举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对农民群众，

可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宣传手册、宣传画、黑板报、村务公开栏等进行宣传，帮助他们消除家族、宗族、派别

等的不良影响，熟悉选举的程序和要求，掌握必要的投票方法，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投票，真正把那些公道正派，

能依法办事，带头实干，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人选进村民委员会。 

  三、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保证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制度落到实处 

  由村民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是法律赋予村民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是基层民主的重要体现。搞好村民委员会

换届选举，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切实保障广大村民在选举各环节中的权利，使村民委员会选举真正体现农民群众的

意愿。 

  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要特别注意做好以下关键环节的工作：一是要做到由村民会议或各村民小组民主推选产

生村民选举委员会，保证村民的推选权。村党支部领导班子成员按照规定的推选程序担任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不

能硬性规定或由组织指定、委派。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被依法确定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即失去其在村民选

举委员会中的任职资格，村民选举委员会所缺名额从上次推选结果中依次递补。二是要做好选民登记工作，不能错

登、重登、漏登，保证村民的选举权。要认真研究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人口流动等给选民登记工作带来的新情

况、新问题，保证广大村民群众都能依法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名单，应当在选举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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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以前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的监督。三是要做到由村民直接提名确定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不能用组织提名代

替村民提名，保证村民的直接提名权。正式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名额，并通过预选或按村民提名得票数多少确

定，不能由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说了算。在提名候选人时，各地要做好引导工作，真正把思想好、作风正、有文化、

有本领，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受到群众拥护的人提名为候选人。候选人确定后必须张榜公布。有条件的地方，村

民选举委员会应组织正式候选人与村民见面，介绍治村设想，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四是要做好选举日的投票工作，

保证村民的投票权。要坚持“选举村民委员会，有选举权的村民的过半数投票，选举有效；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

村民的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的原则，积极动员、组织群众亲自投票。选举时，要设立秘密写票处，实行无记

名投票、公开计票，选举结果应当场公布。要严格控制流动票箱的使用，依法办理委托投票手续。五是要完善罢免

程序，保证村民的罢免权。对不称职的村民委员会成员，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进行罢免，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直接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不得以“停职诫勉”、“离岗教育”等方式变相撤换村委会成员。 

  四、严格依法办事，坚决纠正和查处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违法行为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各地颁布的地方性法规是开展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基本依据，各地要严格遵守，做

到法定的程序不能变，规定的步骤不能少，不能怕麻烦、图省事，更不能走过场。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任何组织

或个人都必须依法办事。各地制定的有关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方案、意见、规则等，凡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和有关地方性法规不一致的，必须尽快修改或废止，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要坚决依法查处侵犯村民民主权利的违法行为。未经县（市、区）委批准，无故不组织或拖延村民委员会换届

选举的，要追究乡（镇）党委、政府和村党支部、村委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对在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提名

确定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组织投票选举、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过程中，有违法行为的单位或个人，当地党委、

政府要及时责令改正，并对有关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等违法手段

破坏选举或者妨碍选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以及对控告、检举选举违法行为的人进行压制、迫害的，要

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查处：情节较轻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县（市、区）民政部门进行批评教育；构成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假借选举活动，打着宗教

旗号从事非法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的，要坚决依法予以打击。要建立健全重大事件报告制度，及时

上报由选举引发的重大事件。 

  五、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大局出发，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 

  认真做好村民委员会选举方面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改进工作的重要渠道，

也是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保障村民民主权利的重要环节。各地、各有关部门特别是信访、民政、司法行政部门一定

要尊重农民群众的申诉权、信访权，高度重视并正确对待群众的来信来访，切实有效地解决农民群众反映的问题，

依法维护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要坚持及时、就地依法解决问题和思想教育疏导相结合的原则。对群众反映属实，确实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

应及时对有关单位和人员予以查处；对群众反映与实际情况有出入的，要向群众说明情况，澄清事实，消除误解；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要耐心解释，说明原因，争取群众的谅解。对群众来信来访，不能上推下卸，

敷衍了事，更不能简单地采取强制措施，人为激化矛盾。 

  要建立健全来信来访登记和复信回访制度，把来信来访内容摘要登记，并把调查处理结果告知当事人。要建立

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因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不及时或敷衍塞责、压制打击造成不良影响的，要通报批评；造成

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县（市、区）、乡（镇）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帮助那些村情复

杂、管理薄弱的“难点村”、“重点村”，制定有针对性的选举工作方案，派出得力干部包村入户，帮助化解矛盾，

保障选举工作顺利进行。 

  六、恪守为民之责，切实加强对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 

  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是农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必须切实加强领导和指导。 

  各地在开展换届选举工作时，要层层建立强有力的选举工作领导机构，形成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

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并按规定保证换届选举工作的经费。要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与加强

党在农村的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换届选举，全面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村级干部整体素质，促进农村各项事

业发展。 

  地方各级人大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要切实保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保障村民

依法行使选举权利。要认真研究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选民资格、候选人资格、罢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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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断完善有关法规制度。要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及时制止和纠正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做法。 

  县（市、区）、乡（镇）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工作责任制。县（市）党委组织部门对

搞好村委会换届选举担负重要责任，要按照县（市）委的统一部署，切实加强指导。尚未开展选举的地方，要精心

部署，做好选举前的宣传教育、骨干培训、村级财务清理审计等准备工作，加强对撤并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指

导。已经完成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地方，要认真检查验收，监督新老班子及时进行公章、财务等交接，及时建立

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保障新班子依法履行职责，巩固选举成果。要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制定和完善乡（镇）人民政府指导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具体规则。 

  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要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选举前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选举中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充分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村民正确行使权利，自觉抵制各种违法行为；选举后主动支持、保障新一届村

民委员会依法开展工作。要保证妇女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合法权益，使女性在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占有适当名额。

提倡把村党支部领导班子成员按照规定程序推选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通过选举兼任村民委员会成员。提倡党

员通过法定程序当选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提倡拟推荐的村党支部书记人选，先参加村委会的选举，获得群众承

认以后，再推荐为党支部书记人选；如果选不上村委会主任，就不再推荐为党支部书记人选。提倡村民委员会中的

党员成员通过党内选举，兼任村党支部委员成员。要注重在优秀村民委员会成员和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中吸收发

展党员，不断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注入新生力量。 

  民政部门是负责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职能部门，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精心制

定工作方案，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和助手。要配合人大及其有关部门搞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检查监督工作，

保证选举质量。要全面掌握选举动态，及时纠正违法行为。要有计划地培训新一届村民委员会成员，提高他们的整

体素质。选举工作结束后，要及时统计、汇总、上报选举结果，建立健全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档案，使选举工作逐

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8.3.364）《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意见》

(2002 年 4月 21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68.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加强和规范干部

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意见》已经党中央、

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是干部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事关党的作风建设和干部队伍廉政建设，事关干部

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各级党委、政府要结合贯彻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大力提倡和鼓励广大干部刻苦学习、

求知进取的同时，加强对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领导，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教育

行政部门以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认真做好干部学历、学位管理的有关具体工作，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不断建

立完善相关制度，使这项工作逐步走上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军队干部学历、学位管理的有关工作，由军委总政治部按照通知精神作出具体规定。 

 

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加强和规范 

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意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要求，许多高等学校和各类干部培

训机构，开展了包括在职学历教育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为建设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的干部队伍作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社会为个人提供的受教育机会日益增多，党

政机关许多岗位对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广大干部重视知识

的更新和知识结构的改善，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接受继续教育，这对于改善干部队伍的文化和专业知识结构，

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应该看到，目前确有一些教育、培训单位管理不严，滥发学历、学位证书；

少数干部片面追求学历、学位，甚至弄虚作假。这些现象，损害了国家学历、学位教育的声誉，败坏了党风和社会

风气，造成了十分不良的社会影响，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和制止。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营造

良好的继续教育氛围，把广大干部的学习热情引导到通过诚实学习和刻苦努力求知进取上来，现就加强和规范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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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各级党委、政府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要全面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在提拔、使用干部时，要全面、客

观地看待干部的学历和实际知识水平，讲学历而不唯学历。要教育和引导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和年轻干部树立

终身学习的意识，鼓励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

真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注意加强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克服追名逐利，把提高学历、学位当作提拔、使用资

本的思想倾向，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同时，切实做好干部在职学习的组织管理工作，坚决

防止和克服少数干部片面追求学历、学位甚至弄虚作假的倾向。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在录用、考察、考核干部时，要

加强与教育行政部门的沟通和联系，做好干部学历、学位的认定工作。 

  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干部培训主管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规范学历、学位证书的管理工作。对不具备学

历教育资格的教育、培训单位举办的所谓“学历班”等，要坚决予以清理；对有学历、学位授予资格的教育、培训

单位，要加强管理，督促他们认真按有关规定开展干部的在职教育，严格教学标准，保证教学质量。对那些违反有

关规定和职业道德滥发学历、学位证书的教育、培训单位，要进行整顿，直至取消学历、学位授予资格，并对有关

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三、从 2002 年 5 月开始，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本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县（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通过在职学习持有并载入档案的学历、学位证书，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清理。学历、学位情况填写

不规范的，要加以规范。对在学历、学位上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干部，本人主动向组织说明情况、表示放弃虚假学历、

学位的，由组织人事部门予以更正，不再追究本人责任；不主动说明情况、经检查被发现的，由纪检监察部门和干

部监督部门查处；对本意见下发后仍用各种不正当手段谋取学历、学位，欺骗组织的，要从重处理。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和教育、培训单位要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干部学历、学位的认证工作。今后，这项工作应作为组织人事部

门干部管理的经常性工作，逐步走上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把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摆到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高度来对待，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8.3.365）《关于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的意见》(2001 年 12 月 4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67.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的意见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下决

心精简会议和文件，改进会风和文风。”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要改进作风，深入实际，切实精简会议

和文件，并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会议过多，请领导同志出席事务性活动过多，各类文件

简报过多的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影响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不利于各级党委和政府集

中精力抓工作。为此，要把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作为全面实践“三个代表”要求，认真落实十五届六中全会精

神的一个突出问题来抓。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重申并提出以下规定和要求： 

  一、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精简各类会议活动 

  1．减少会议活动数量。从中央和国家机关做起，各地区、各部门安排会议活动一律要从严掌握。能不开的会

议坚决不开，可以合并开的合并召开；要尽可能利用现代通信和技术手段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条件具备的可以直接

开到基层，避免层层开会。一律不准巧立名目召开各种属联谊性、轮流做东的“片会”。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召

开的全国性会议要统筹安排，从严控制；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每年召开的本系统全国性工作会议原则上只开 1 次，

特殊情况不得超过 2 次。各地区、各部门首先是省部级以上的党政机关要严格控制举行各类纪念会、研讨会、表彰

会、剪彩、奠基、首发首映式以及各种检查、评比等活动。元旦、春节期间，党政机关之间不搞相互走访拜年活动。

对必须举办的会议和活动，要明确主题，充分准备，注重实效。 

  2．压缩会议活动规模。各类会议活动要尽量压缩规模，减少参加人员。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召开的会议和

举办的活动，应按照批准的方案组织实施。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会期不得超过 3 天，与会人

员最多不得超过 300 人，未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不得邀请各省区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出席。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不能以地方领导同志是否出席本系统的会议活动作为衡量地方是否重视某项工作的依据。省

区市召开的会议，未经批准，也不要邀请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各地区、各部门要从严控制举办

大规模的群众性活动，少数确需举办的活动经批准后方可举行，并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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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严格控制会议活动经费。各地区、各部门举办会议活动要认真执行有关财务规定，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

费。不得超标准使用经费和摊派、转嫁经费负担；不得借召开会议、举办活动名义发放纪念品；不得组织高消费娱

乐、健身活动；不得到中央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和举办活动。需要安排住宿的，要在定点接待的宾馆、

招待所，不得安排豪华宾馆、涉外旅游饭店。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不搞层层陪同，不得超标准安排用餐。

财政、审计等部门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会议活动经费的控制、管理和审核。未经批准召开的会议，会议经费

一律不予报销。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违反有关规定和纪律的行为要坚决查处。 

  4．严格会议活动报批程序。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由承办部门提出具

体方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审核后报党中央、国务院审批。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召开的全国性会

议和举行的重要活动，应事先明确名称、主题、时间、地点、人员范围，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审核后

报批。 

  二、严格把关，减少请领导同志参加事务性活动 

  5．安排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要坚持突出重点、精简务实的原则。为了减少请领导同志出席事务性活动，除

因特殊需要外，原则上不邀请领导同志参加剪彩、奠基、首发首映式、颁奖等活动。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召开的表

彰会、座谈会、研讨会、报告会、周年纪念活动，一般不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发贺信和接见会议代表，各种商

业性节庆活动不得邀请领导同志参加。省部一级和省以下部门批准兴建的纪念物、建筑物和创办的出版物以及周年

纪念等，原则上不请中央领导同志题词、题字。不得请中央领导同志为商业性活动和单位题词、题字。确需领导同

志参加的会议活动，要精心组织，讲求实效。 

  6．严格请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的报批程序。各地区、各部门举行的会议活动，确需邀请党中央、国务院领

导同志出席的，要严格按照规定，经各地区、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把关后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审核报

批，不得通过其他渠道直接邀请。 

  7．改进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的新闻报道。中央领导同志出席部门举办的会议活动，原则上不作新闻报道；

需要报道的，须报经参加该会议活动的领导同志同意。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一般性的文艺演出，不作新闻报道。由中

央组织或经中央批准举行的有重大影响的会议活动，中央领导同志下基层考察工作、调查研究等活动，新闻报道应

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内容要准确、鲜明、生动，播报时间、篇幅要尽量简短，力戒空泛和一般化。不要把中央领

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 

  8．地方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要从实际出发，不搞层层仿效。中央举办或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一些必要的会议

活动，地方和部门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一概仿效举行相应的会议活动。地方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的新闻报道，也

要参照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的新闻报道原则严格掌握。 

  三、加强管理，切实精简各类文件简报 

  9．大力压缩发文数量。发文应当注重实效，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可发可不发的公文坚决

不发，可长可短的公文一定要短。凡是法律法规已有明确规定的一律不再发文，已全文公开播发见报的不再印发文

件。对党中央、国务院文件，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提出具体贯彻落实意见，不得照抄照搬，层层转发。对现

有的简报要清理压缩，该停的停，能并的并。对确定印发的文件简报，要从内容、形式、发送范围、印数等方面拟

定具体改进措施。 

  10．进一步压缩文件简报报送范围。各地区、各部门的文件简报可以报送党中央、国务院，省部级内设机构和

下属单位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得直接报送党中央、国务院。各地区、各部门需要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或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简报，应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备案，今后凡不在备案之列的文件简报一律不

予受理。 

  11．严格按照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行文。各地区、各部门向党中央、国务院报文，属于党委职权范围以内的工

作以党委（党组）名义报党中央，属于政府职权范围以内的工作以政府或部门名义报国务院。凡本部门发文或几个

部门联合发文能够解决的，不得要求党中央、国务院批转或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未经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不得向地方党委、政府发文，也不能要求地方党委、政府向本部门报文；部门

的内设机构除办公厅（室）根据授权可以对外正式行文外，其它内设机构不得对外正式行文。 

  12．下大气力提高文件简报质量。各地区、各部门印发的文件简报既要加强对全局工作的指导性，又要注重在

具体工作中的可操作性，切实提高针对性和时效性。要注意改进文风，文件简报要简明扼要，分析问题要切中要害，

所提建议要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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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收到实效 

  13．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精神和本《意见》的要求，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各类

会议活动和现有的文件简报进行全面清理，该精简的精简，该取消的取消。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切实负起责

任，带头转变作风，带头精简会议和文件，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在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上

下功夫。要充分利用现代化办公手段，推动党政机关信息化建设，切实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真正从源头上解

决文山会海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将对本《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8.3.366）《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2001 年 9 月 26 日) 

http://www.cctv.com/special/183/0/14867.html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66.htm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2001 年 9 月 26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分析了进入新世纪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着重研究了加强和改

进党的作风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考验。随着

冷战结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

激烈，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

益多样化，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党的队伍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新党员大幅度增加，

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些深刻变化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党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

与促进共同发展，就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样，党就能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

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并坚

持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这是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千锤百炼更坚强的重要原因。 

  现在，党的作风总的是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和人民利益的大政方针，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广

大党员积极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立足国情、面向世界，锐意

改革、致力发展，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给作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

就，同广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忘我奋斗和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党的作风方面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滋

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问题突出，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

象蔓延。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

执政党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会损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甚至失去民心，丧失政权。 

  对党的作风状况要有清醒的全面的估计，看不到主流，悲观失望，是错误的；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丧失警惕，

不下大气力加紧解决，是危险的。 

  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其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党长期执政，党内一些人产生了脱离群众、

固步自封等倾向。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许多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

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侵蚀着党的队伍。有的地方和部门治党不严，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抓得不紧，

管理和监督不力。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世界观改造，理想信念动摇，革命意志衰退，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

验。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党的作风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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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迫切需要，是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全党要坚

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在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同时，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切实抓紧抓好。 

  二、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 

  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的指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以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核心，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

斗力为目标，发扬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教育，推进制度建设，解决突出问题，努力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

水平。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

离群众。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

起。党要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党的作风建设既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又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工作。必须把总体要求同阶段性目标结合起

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抓住重点，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

的突出问题。主要任务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

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

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

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全党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全面贯彻这“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进一步开拓创新、知难

而进，关心群众、真抓实干，艰苦奋斗、拒腐防变，使党的作风有新的明显进步，使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有新的明

显改善，使广大群众看到实效，增强信心。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第一位。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

是党顺应时代进步潮流、永葆先进性的根本要求。全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从不断发展变化

的国际形势出发，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永无止境。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和建设在推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

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果党不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党的思想理论就不能发展，党的事业

就不能前进，我们就有被时代淘汰的危险。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不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

不注意汲取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不尊重客观规律，思想严重脱离实际。有的习惯于单凭老方式老办法想问题、做

工作，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有的习惯于凭主观意志办事，盲目蛮干，随意性和片面性严重。这种精神状态和思想

作风，必须坚决改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毫不动摇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

线，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用“三个有利于”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

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

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符合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国情；就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发展观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不断把各项改革推向前进；就是要以宽广的眼光观察当今世界和

当代中国，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开展工作，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要坚持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个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坚持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不

能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拘泥于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提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

领。要树立强烈的创新意识，总结新鲜经验，积极进行理论概括，正确回答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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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坚决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干扰，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右主要是否

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左”主要是思想僵化，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在新的形

势下，“左”和右都会有新的表现。全党同志应保持清醒头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要在全党进一步造成鼓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生动局面。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特别要用我们

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实践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开展党的思想路线的教育、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的教育、国际

国内形势的教育。学习和研究问题，鼓励敞开思想，各抒己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讨论。提倡勤于思考、

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做到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努力在全党形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

积极探索的风气和求真务实的风气。 

  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 

  理论联系实际，是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党具有旺盛创造力的关键所在。大力弘扬这一学风，提高

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全党同志必须

联系实际刻苦学习，做到理论与实际、学习与运用、言论与行动相统一，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始终是全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要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深化对共产

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牢固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把学习理论与总结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与学习党的历史、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

结合起来，与学习当代经济、科技、文化等知识结合起来。领导干部特别是走上新岗位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和

掌握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对世界各国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都要积极研究和借

鉴，但不能脱离国情照抄照搬。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和省部级干部要做学习的表率，打牢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坚决纠正轻视理论、

忽视学习、放松世界观改造的倾向。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开动脑筋，以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发展，切实解决本地区、本

部门存在的实际问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的工作部署，要坚决贯彻执行，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际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领导干部要加深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努力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增强驾驭全局、应对风险的

能力。要把学习情况特别是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内容。坚决反对照抄照搬、照本宣

科的本本主义倾向。 

  学习制度化是加强学习的有力保证。要建立理论学习的领导责任制，严格督促检查。建立健全党委中心组学习

制度、领导干部在职自学制度和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制度。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学习。认真落实县以

上党政领导干部定期脱产进修和新进领导班子成员到党校、行政学院和其他干部培训机构学习的规定。按照提高理

论素养、树立世界眼光、培养战略思维、加强党性修养、增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要求，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培训

质量，培养良好学风。 

  大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要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制定和落实调研计划。省部级领导干部

每年应至少抽出一个月时间，市（地）县党政领导干部每年要有两个月以上时间，深入基层调研，总结经验，探索

规律，指导工作，解决问题。调查研究要改进方法，提高质量，努力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县以上党政

主要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撰写有情况、有分析、有见解的调研报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

责同志，每年要向中央报送调研材料和决策建议。 

  五、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优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

来，坚持下去，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全党必须始终不渝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广泛深入地动员和组织群众，把党

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前，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要害是，贪图虚名，

不务实效，劳民伤财。官僚主义的要害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官僚主义引发形式主义，形式主义

助长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 

  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顽症，要从加强教育、提高觉悟入手，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起。主观主义、个

人主义、“官本位”意识，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必须坚决克服。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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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为人民谋利益是共产党人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的观点。在一切工作中，都要

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

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任务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端正对群众的态度，增进对群众的感情，提高贯彻党的群众

路线的自觉性。 

  密切联系群众，最重要的是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各级干部

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维护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努力

为群众办实事。对工作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要格外关注，重点帮助。要深入基层，加强工作指导，善于在新的

条件下做好群众工作。要到工作形势好的地方去总结经验，更要到问题较多、矛盾尖锐的地方去同干部群众一起解

决问题。要引导和支持先富地区先富群众进一步发展，更要关心和帮助贫困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要锐意改革，

大胆进取，又要注意使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人民群众的承受程度相适应。要宣传教育群众，更要学习人民的

高尚品格和聪明才智。深入群众要讲求实效，不要增加基层和群众的负担，坚决反对搞花架子。 

  勤政为民，真抓实干，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要求。党员干部要增强事业心和责任心，坚持科学态度和求实精

神，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年轻干部尤其要在实践中经受考验，把精力用在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上。要埋头苦干，

扎实工作，坚持讲真话、报实情，力戒浮躁浮夸。要把抓落实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把中央的决策和部署

变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要爱惜人力、财力、物力，着力解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当务之急，反对搞

华而不实和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正确认识和评价干部政绩，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考核标准，坚决

刹住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追名逐利的歪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不准向下级提出不

切实际的要求，不准强迫命令，严禁欺压百姓，切实解决作风粗暴、办事不公的问题。 

  健全联系群众的制度，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课题。要拓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党政领导机关

要坚持群众接待日制度，领导干部要亲自处理来信来访。坚持领导机关干部到基层特别是贫困地区锻炼和帮助工作

的制度。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解决因机构重叠、职能交叉而造成的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问题。提高直接面对群

众的基层单位和各级领导机关的服务质量。 

  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下决心精简会议和文件，改进会风和文风。从中央做起，压缩会议费用，控制会议

规模，提高会议质量，减少文件简报。党政领导干部不参加各种名目的应酬性庆贺、剪彩和迎来送往活动。领导干

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不准超标准接待。 

  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充分发扬民主，维护集中统一，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

要环节。必须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进一步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

坚持和完善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准则，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

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要

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的监督。党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应力求组织广大党员讨论，充分听取意见。建立有效机制，保证基层党员和下

级党组织的意见及时反映给上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应充分听取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集思广益，改进工作。

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是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的基本制度，必须认真执行。集体领导、

民主集中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是重要的方法和程序。要充分发挥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

会全体会议的作用。重大问题必须提交党委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涉及全局和长远的问题还应提交党的委员会全体

会议讨论决定。积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党委的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讨论决定问题，要充分发扬民主，

广泛听取意见，严格执行规定程序。违反决策程序造成重大失误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党的委员会应努力掌握适应

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领导艺术、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党委书记要成为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表率，胸怀全局，作风民

主，多谋善断，知人善任，做好团结协调工作。党委成员要增强全局观念，切实履行职责，积极参与集体领导，落

实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不允许凌驾于组织之上，独断专行，都不允许违背集

体决定自行其是，擅自行动。坚决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内耗严重等软弱涣散现象。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的基本原则，必须始终坚持。

党委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客观规律有机地统一起来，善于协调关系，凝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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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支持同级各种组织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充分发挥作用。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和人

民团体以及其他组织中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要增强党的观念，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的决定。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坚决抵制西方多党制和三权鼎立等政治模

式的影响。 

  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决维护。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维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原则。“四个服从”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

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大政方针和法律制度以及重要工作部署，全党全国必须统一。各地方、各部门都

要在大局下行动。改革体制、建立制度、制定政策、决定重大事项，既要发扬民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又要坚决

维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防止和纠正分散主义倾向。不允许把自己管理的地方、部门和单位，搞成不听党的统一

指挥、不受组织约束和群众监督的“领地”。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搞地方和部

门保护主义。不允许制定与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定。不论什么人，不论哪一级组织，违反和破坏民

主集中制都应受到严肃批评和处理。 

  七、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 

  纪律严明是贯彻党的路线、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

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纪律严明，才能步调一致地前进。全党必须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同一切违反

党的纪律的行为作坚决斗争。 

  政治纪律是党的最重要的纪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

可以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但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坚决反对阳奉阴违，搞当面一套、背

后一套的两面派行为。不允许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禁止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

党的组织、宣传、群众、财经、外事、保密工作等方面的纪律，全党都要严格遵守。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抵御各种政治灰尘和腐朽思想侵蚀、纠正自身错误、解决党内矛盾、维护党的纪律

的有效方法，也是我们党光明磊落、富有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全党同志必须正确运用这一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

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进一步健全党内生活制度，开好民主生活会。借鉴“三讲”教育

开门整风的经验，经常听取群众对领导工作和领导干部的意见，接受群众评议。领导班子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进行开诚布公的谈心活动，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发现问题，及早提醒，及时纠正。

领导干部要坚持党性原则，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反对明哲保身、怕

得罪人的好人主义；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不得压制批评，更不准打击报复。 

  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党的各级组织要担负起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的政治责任，定期向

上级党委报告执行纪律的情况。任何党员违反党的纪律，都要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对公开发表反对党的基本

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言论，经教育不改的，要清除出党。对有案不查、有纪不依，甚至替违纪违法者说情

开脱、袒护包庇的，要坚决纠正和查处。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加强对遵守和执行纪律情况的监督检查。 

  全体党员要增强纪律观念和法制观念，自觉用党纪国法规范自己的行为。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是党的各级组

织和每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

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干部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党章党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做遵纪守法和依法办事的模范。 

  八、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目的。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直接关系

人心向背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必须围绕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这个根本问题，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

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加强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的教育。党员干部要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自身利益，做人民的公仆。要在思想上解决好参加革命是

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问题，自觉抵制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增强拒腐防

变的能力。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廉洁自律，管好自己，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管好分管地区、部门和

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大力宣传清正廉洁、克己奉公、敢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党员干部的模范事迹，弘扬正气。

深刻剖析典型腐败案件，进行警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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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党的各级干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必须加强党内监督。切实保障党员享有党章规定的批评权、检举权、

申诉权和控告权等权利，充分发挥党员的民主监督作用。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健全定期报告工作

和廉洁从政情况的制度。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逐步建立巡视制度，把下一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

责人的廉政勤政情况作为重要内容，进行监督检查。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纪律检查机关对派出机构实行

统一管理。加强纪律检查机关的内部监督。抓紧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拓宽民主渠道，依靠广大群众，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监督之下。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民

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充分发挥以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基层民主的作用。

健全举报制度，认真办理举报事项，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发挥民主党派的监

督作用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

是防止以权谋私的根本举措。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深化财税、投融资、金融体制改革，规范财

经秩序，加强资金监管。推行和完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招投标等制度。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和

政策，制定有关法律和法规，要周密论证，把预防腐败寓于决策之中。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对发生重大

案件和对重大案件不及时查处的地方和单位，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还要根据具体情况追究有关领导的责

任。 

  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决查处以权谋私案件，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党政领

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贪污受贿、徇私枉法、买官卖官的

案件。严肃查处基层干部中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侵害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的案件。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不

管涉及谁，不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都要一查到底，依纪依法严厉惩处，绝不手软。党内绝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

藏身之地。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果取信于人民。 

  九、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 

  艰苦奋斗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对抵御各种腐朽思

想侵蚀、保持党和国家政权永不变质具有重大意义。全党同志必须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为实现宏伟目标不懈奋斗。 

  坚持艰苦奋斗，就要发扬不畏艰难、奋力拼搏、克己奉公、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领导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

在后，带领群众创造美好生活。办一切事情都要遵循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原则，量力而行，精打细算，讲求实效。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条件只能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改善，要把资金更多地用于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反

对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 

  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

不是小事。一些干部道德操守不佳，行为不检点，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一些人走上腐化堕落、违法犯罪的道路，

往往是从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开始的。党员干部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做到自重、自省、

自警、自励。要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

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 

  改革完善管理体制和制度，刹住奢侈享乐之风。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和进行高消费娱乐，禁止巧立

名目出国旅游。不得违反规定修建楼堂馆所，违者坚决没收，并追究领导责任。强化预算管理和审计监督，经费按

预算支出，不得随意追加。加强财政专户管理，逐步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统管的财政综合预算。清理和取消“小金库”，

严禁设立账外账。坚决执行党政机关与所办经营性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执收执罚部门都要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

度。上级机关不得向下级机关、党政机关不得向企事业单位以各种方式转移费用负担。按照公开、规范的原则，进

一步改革完善福利待遇制度和公务活动接待制度。 

  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坚持任人唯贤，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组织保证。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对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

导向作用。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加快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步伐，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改进干部管理方法。进一步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

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扩大民主推荐、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的范围，改进方法，提高质量。认真推行党政领导

干部任前公示制和任职试用期制。市（地）、县（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逐步做到

由上一级党委常委会提名，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在全会闭会期间，可由党委常委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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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决定，在决定前要征求全委会成员的意见。各级党委决定其他干部的任免，也要在充分酝酿和协商的基础上进行

表决。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促进干部奋发工作，能上能下。积极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措施，

完善干部交流、轮岗和回避制度。抓紧建立健全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度和领导干部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制

定不称职干部的具体认定标准，加大调整不称职干部的力度。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是选贤任能的关键。

认真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对干部的推荐提名、考察考核、讨论决定等各个环节实行

全过程监督。完善干部考核制度和方法，逐步实行干部考察预告制度和差额考察制度。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凡是

群众反映的内容具体、情节严重的问题，要认真调查核实。逐步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用人

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责任。 

  要把干部在作风方面的表现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对那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拓进取、实

绩突出、清正廉洁、群众拥护的干部，要委以重任。对那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搞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人，作

风飘浮、不干实事、弄虚作假的人，因循守旧、照抄照搬、不思进取的人，作风霸道、不顾大局、闹不团结的人，

任人唯亲、拉帮结伙、跑官要官的人，贪图享乐、铺张浪费、以权谋私的人，不仅不能提拔使用，而且要严肃批评

教育，直至作出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必须严格遵循干部工作原则。坚持任人唯贤，不准任

人唯亲；坚持五湖四海，不准搞团团伙伙；坚持公道正派，不准拉关系、徇私情；坚持集体讨论决定，不准个人或

少数人说了算；坚持按程序办事，不准临时动议。考察干部要全面深入，既要看工作实绩，也要看品德作风，既要

了解在本单位的表现，也要了解在社会生活方面的情况。要敢于反映真实情况，自觉抵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以坚

强的党性、优良的作风为党和人民把好选人用人关。 

  十一、加强对作风建设的领导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各级党委要把加强和改进

党的作风建设摆上重要议程，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要服务大局，整体推进，从严要求，标本兼治。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

党的作风建设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带动和促进政风、行业风气和社会风气建设。坚持一靠教育，二靠

制度，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各种不良作风。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积极探索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路子，努力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作风，大力弘扬和展示新时期共产党人的风范。

各级党组织要抓紧落实本决定精神。明令禁止的，要立即停止；能够做到的，要马上去办；需要统筹兼顾逐步解决

的，要创造条件积极推进。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尽快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从繁杂的应酬中摆脱出来，深

入实际，深入群众，切实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中央有关部门要对精简会议和文件、简化

公务接待、严禁用公款吃喝旅游、停止形式主义的达标评比、改进会议和领导干部活动的新闻报道等进一步制定具

体办法。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各自实际，在加强学习和教育、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完善监督机制和各类责任追究制度、健全党委工作规范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工作力度，认真加以实

施，并进行经常性的督促检查，确保本决定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中央要派出工作组，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领导

机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要在作风建设中起表率作用。要求全党做到的，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要首先做到；要求

下级做到的，上级要首先做到，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作出榜样，抓出成效。要把贯彻本决定精神同学习贯彻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抓好落实。坚持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各负

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协调一致，齐抓共管，进一步在全党和全社会形成健康向上的

良好风气。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党的作风建设工作，由中央军委按照本决定精神作出部署。当前，我

国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正处在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党有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路线，有八十年奋

斗积累的优良作风和宝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有全党同志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迫切愿望和共

同努力，有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中央号召，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实践“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以新的精神风貌，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8.3.367）《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1998 年 11月 10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65.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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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有效制止以开会为名游山玩

水的不正之风，经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特作如下通知：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准到庐山、黄山、峨眉山、

普陀山、九华山、五台山、武夷山、九寨沟、张家界、黄果树瀑布、西双版纳和三亚热带海滨 12 个风景名胜区召

开会议，一律不准借在其他地方召开会议之机到上述 12 个风景名胜区旅游。 

  除上述 12 个风景名胜区外，各级党政机关召开的会议也不准用公款组织与会人员到会议所在市、县的行政区

域以外的其他风景名胜区旅游。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会议一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召开，不得到其他地区召开。对上述

通知的执行情况，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监督检查。凡违反规定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会议主办单位负直接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挂靠在党政机关的各类

学会、协会等群众团体以及事业单位，同样适用本通知。 

 

8.3.368）《关于受党纪处分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有关问题的意见》(1998年 4 月 8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363.htm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事部关于受党纪处分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有关问题的意

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党委组织部和政府人事厅（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纪检组（纪委）、干部（人事）

司局，各人民团体人事部门： 

  为了进一步完善年度考核制度，做好年度考核工作，现对受党纪处分的党委、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人

民团体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府机关公务员确定年度考核等次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受党内警告处分的当年，参加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二、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当年，参加年度考核，因与职务行为有关的错误而受严重警告处分的，确定为不称

职；因其他错误而受严重警告处分的，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 

  三、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当年，参加年度考核，确定为不称职；第二年按其新任职务参加年度考核，按规定

条件确定等次。 

  四、受留党察看处分的当年，参加年度考核，确定为不称职；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的第二年，参加年度考核，

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受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 

  五、受开除党籍处分的当年，参加年度考核，确定为不称职；第二年和第三年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确定

等次。 

  六、涉嫌违犯党纪被立案检查的，可以参加年度考核，但在其受检查期间不确定等次。结案后，不给予党纪处

分的，按规定补定等次；给予党纪处分的，视其所受处分种类，分别按上述一、二、三、四、五条的规定办理。 

  七、受党纪处分同时又受行政处分的，按受党纪处分的情况确定其考核等次。 

  企业、事业单位对受党纪处分人员确定年度考核等次，可参照本意见执行。 

8.3.369）《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54 号 2020 年 01 月 08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1/08/content_5467526.htm 

索 引 号：000014349/2019-00144 主题分类：综合政务\政务公开发文机关：国务院办公厅成文日期：2019 年 12 月

26 日标  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文字号：国办发〔2019〕

54 号发布日期：2020 年 01 月 08 日主 题 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9〕5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基层政府直接联系服务人民群众，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执行者。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对于坚持和

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加强基层行政权力监督制约，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不断深化基层政务公开，100 个县（市、区）积极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试点工作，着力解决基层政府存在的公开随意性大、公开内容质量不高、公开平台不统一、解读回应不到位、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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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不透明等问题，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转化推广试点成果，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

范化工作，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准确把握新时代政务公开工

作的职责定位和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着力加强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决策公开、执

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推动基层政务公开全覆盖，让公开成为自觉、透明成为常态，依法保障

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二）基本原则。 

坚持标准引领。充分运用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成果，以全国统一、系统完备的基层政务公开标准体系为

引领，健全公开制度，规范公开行为，提升公开质量。 

坚持需求导向。紧贴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实际需求，全方位回应公众关切，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必须应公开尽

公开，增强基层政务公开的针对性、实效性，真正让群众能看到、易获取、用得上。 

坚持依法依规。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严格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有关

法律法规，履行政务公开法定职责。 

坚持改革创新。积极推行“互联网+政务”，全链条加强政府信息管理，在集成发布、精准推送、智能查询、管理利

用等方面探索创新。 

（三）工作目标。 

到 2023 年，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的基层政务公开标准体系，覆盖基层政府行政权力运行全过程和政务服务全流程，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大幅提高，基层政府政务公开工作机制、公开平台、专业队伍进一步健全完善，政

务公开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二、主要任务 

（四）全面落实试点领域标准指引。基层政府（包括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要对照国务院部门制定的国土空间规划、重大建设项目、公共资源交易、财政预决算、安全生产、税收管理、

征地补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保障性住房、农村危房改造、环境保护、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法律服务、扶贫、

救灾、食品药品监管、城市综合执法、就业创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养老服务、户籍管理、涉农补贴、义务教

育、医疗卫生、市政服务等 26 个试点领域标准指引，结合本级政府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全面梳理细化

相关领域政务公开事项，于 2020 年底前编制完成本级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实行政务过程和结果全公开。目录

至少应包括公开事项的名称、内容、依据、时限、主体、方式、渠道、公开对象等要素。编制目录要因地制宜、实

事求是，体现地区和领域特点，避免公开事项及标准“一刀切”。 

（五）编制完成其他领域标准指引。国务院部门要参照试点做法，结合本部门主要职责，确定涉及基层政务公开的

其他领域，围绕公开什么、由谁公开、在哪公开、如何公开等内容，于 2021 年底前编制完成相关领域基层政务公

开标准指引。同时，依据法律法规和本部门本系统职责变化情况，做好标准指引调整完善工作。国务院标准化主管

部门要发挥专业优势，制定发布相关国家标准，指导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编制工作。省级政府要配合做好相关

工作，督促指导基层政府抓好标准指引的落实。 

（六）规范政务公开工作流程。基层政府要构建发布、解读、回应有序衔接的政务公开工作格局，优化政府信息管

理、信息发布、解读回应、依申请公开、公众参与、监督考核等工作流程，并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探索将政务公开

事项标准目录、标准规范嵌入部门业务系统，促进公开工作与其他业务工作融合发展。 

（七）推进基层政务公开平台规范化。基层政府要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的标准化、信息化管理，充分发挥政府门户网

站、政务新媒体、政务公开栏等平台作用，更多运用信息化手段做好政务公开工作。县级政府门户网站作为政务公

开第一平台，要集中发布本级政府及部门、乡镇（街道）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开设统一的互动交流入口和在

线办事入口，便利企业和群众。积极借助县级融媒体中心优势和渠道，扩大政府信息传播力和影响力。政务服务大

厅、便民服务中心等场所要设立标识清楚、方便实用的政务公开专区，提供政府信息查询、信息公开申请、办事咨

询答复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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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完善基层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机制。基层政府要结合职责权限和本地实际，明确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

和方式，并向社会公开。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公共政策措施、公共建设项目，要采取座

谈会、听证会、实地走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问卷调查、民意调查等多种方式，充分听取公众意见，扩大公众

参与度，提高决策透明度。对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要进行解释说明，政策实施、项目推进中要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完善利益相关方、群众代表、专家、媒体等列席政府有关会议制度，增进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认同和支持。 

（九）推进办事服务公开标准化。基层政府要立足直接服务人民群众的实际，通过线上线下全面准确公开政务服务

事项、办事指南、办事流程、办事机构等信息。推行政务服务一次告知、信息主动推送等工作方式，让办事群众对

事前准备清晰明了、事中进展实时掌握、事后结果及时获知。以为企业和群众“办好一件事”为标准，对办事服务

信息加以集成、优化、简化，汇总编制办事一本通，并向社会公开，最大限度利企便民。 

（十）健全解读回应工作机制。基层政府要及时传递党和国家相关政策，准确解读本地贯彻执行措施。认真落实政

策解读方案、解读材料与政策文件同步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署工作机制，运用新闻发布会、吹风会、简明问答、

图表图解、案例说明等多种方式，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影响市场预期等的重要政策进行解读，增进沟通，凝聚共

识。针对政策实施和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误解疑虑，要及时回应、解疑释惑。 

（十一）推动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向农村和社区延伸。基层政府要指导支持村（居）民委员会依法自治和公

开属于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完善基层政务公开与村（居）务公开协同发展机制，使政务公开与村（居）务公开有效

衔接、相同事项的公开内容对应一致。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建立完善公开事项清单，通过村（居）民微信群、益

农信息社、公众号、信息公示栏等，重点公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村级财务、惠农政策、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

方面的内容，方便群众及时知晓和监督。 

三、保障措施 

（十二）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按照各自职责任务，加强督

促指导，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抓好贯彻落实。鼓励选择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基础好的基层政府和

部门，设立创新示范区和示范点，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基层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精心组织实施，强化经费

保障。建立完善基层政务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与宣传、网信、政务服务、大数据管理、融媒体中心等单位的协调联动

机制，形成推进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合力。 

（十三）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基层政务公开工作主管部门职责，明确工作机构和人员，确保基层政务公开工作有机

构承担、有专人负责。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把政务公开特别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纳入基层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教育培

训内容，切实增强依法依规公开意识。组织开展业务培训、经验交流，不断提高基层政务公开工作人员能力和水平。 

（十四）加强监督评价。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情况作为评价政务公开工作成效的重

要内容，列入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国务院部门要对本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落实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和

跟踪评估，省级政府要加强对本地区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确保有序推进、

取得实效。 

国务院办公厅             

2019 年 12 月 26 日    

 

    

 

8.3.370）《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标准》（建城[2009]157 号，建办城[2017]27 号） 

http://www.mohurd.gov.cn/wbdt/xzzx/zzfjbz/200702/t20070202_160448.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704/t20170414_231511.html  

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标准    

  一、一级企业 

  （一）资质标准 

  1、注册资金 2000 万元以上。 

  2、6 年以上的经营经历，获得二级企业资质 3 年以上，独立的专业的园林、绿化施工的法人企业。 

  3、近 3 年独立承担过不少于 5 个 5 万平方米且工程造价在 450 万元以上的已验收合格的园林绿化综合性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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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苗圃生产培育基地在 200 亩以上，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园林绿化苗木、花木、盆景、草坪的培育、生产、

养护能力。 

  5、企业经理具有 8 年以上的从事园林绿化经营管理工作的资历或具有园林绿化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企业

总工程师具有园林绿化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总会计师、总经济师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6、园林绿化专业人员以及工程、管理、经济等相关专业类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于 30 人。具有中级

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8 人，其中园林专业中级职称人员不少于 8 人，园林专业高级职称人员不少于 2 人；建筑、

结构、水、电工程师各不少于 1 人。 

  7、企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工人 30 人以上，其中高级专业技术工人 10 人以上，包括绿化工、花卉工、瓦

工、木工、电工等相关工种。 

  8、企业固定资产现值在 2000 万元以上，企业年工程产值在 4000 万元以上。 

  （二）经营范围 

  可承揽各种规模以及类型的园林绿化工程。包括：综合性公园、植物园、动物园、主题公园、郊野公园等

各类公园，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绿地、道路绿地、广场绿地、风景林地等各类绿地； 

  可承揽园林绿化工程中的整地、栽植、建筑及小品、花坛、园路、水系、喷泉、假山、雕塑、广场铺装、

驳岸、桥梁、码头等园林设施及设备安装项目； 

  可承揽各种规模以及类型的园林绿化综合性养护管理工程； 

  可从事园林绿化苗木、花卉、盆景、草坪的培育、生产和经营； 

  可从事园林绿化技术咨询、培训和信息服务。 

  二、二级企业 

  （一）资质标准 

  1、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以上。 

  2、3 年以上的经营经历，并获得三级企业资质 3 年以上，独立的专业的园林、绿化施工的法人企业。 

  3、近 3 年独立承担过不少于 5 个 2 万平方米以上且工程造价在 200 万元以上的已验收合格的园林绿化综

合性工程。 

  4、苗圃生产培育基地在 100 亩以上，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园林绿化苗木、花木、盆景、草坪的培育、生产、

养护能力。 

  5、企业经理具有 5 年以上的从事园林绿化经营管理工作的资历或具有园林绿化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企业

总工程师具有园林绿化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总会计师、经济师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6、园林绿化专业人员以及工程、管理、经济等相关专业类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于 20 人。具有中级

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2 人，其中园林专业中级职称人员不少于 5 人，园林专业高级职称人员不少于 1 人；建筑、

水、电工程师各不少于 1 人。 

  7、企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工人 20 人以上，其中高级专业技术工人 6 人以上，包括绿化工、花卉工、瓦工、

木工、电工等相关工种。 

  8、企业固定资产现值在 1000 万元以上，企业年工程产值在 2000 万元以上。 

  （二）经营范围 

  可承揽 8 万平方米且工程造价在 800 万元以下的园林绿化工程。包括：综合性公园、植物园、动物园、主

题公园、郊野公园等各类公园，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绿地、道路绿地、广场绿地、风景林地等各类绿地； 

  可承揽园林绿化工程中的整地、栽植、建筑及小品、花坛、园路、水系、喷泉、假山、雕塑、广场铺装、

驳岸、桥梁、码头等园林设施及设备安装项目； 

  可承揽 20 万平方米以下的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工程； 

  可从事园林绿化苗木、花卉、盆景、草坪的培育、生产和经营，园林绿化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 

  三、三级企业 

   （一）资质标准 

  1、注册资金 200 万元以上。 

  2、企业经理具有 2 年以上的从事园林绿化经营管理工作的资历或具有园林绿化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企业总工程师具有园林绿化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总会计师、经济师具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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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园林绿化专业人员以及工程、管理、经济等相关专业类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于 12 人。具有中级

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8 人，其中园林专业中级职称人员不少于 3 人，建筑工程师 1 人。 

  4、企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工人 10 人以上，其中高级专业技术工人 3 人以上。 

  （二）经营范围 

  可承揽 3 万平方米且工程造价在 300 万元以下园林绿化工程。包括：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绿地、道路绿

地、风景林地等各类绿地； 

  可承揽园林绿化工程中的整地、栽植、建筑及小品、花坛、园路、水系、喷泉、假山、雕塑、广场铺装、

驳岸、码头等园林设施及设备安装项目； 

  可承揽 10 万平方米以下的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工程； 

  可从事园林绿化苗木、花卉、草坪的培育、生产和经营。 

 

 

8.3.371）《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1999 年 02 月 03 日 建设部令第 66 号） 

http://www.xcghj.gov.cn/zcfg/002004/20160525/4502577f-2048-4dfc-bb52-bcabf915ff91.html  

http://www.gzjs.gov.cn/xxgk/zdgk/flfg/201704/t20170428_2206328.html  

http://www.kfjs.gov.cn/zcfg/ShowArticle.asp?ArticleID=51  

《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已于 1999 年 1 月 7 日经第一次部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 

                              部长 俞正声 

                           一九九九年二月三日 

            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和监督建设行政执法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

进建设行政执法工作程序化、规范化，根据《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建设系统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建设行政处罚是指建设行政执法机关对违反建设法律、法规、规章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而实施的行政处罚。 

  本规定所称建设行政执法机关（以下简称执法机关），是指依法取得行政处罚权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

设系统的行业管理部门以及依法取得委托执法资格的组织。 

  本规定所称建设行政执法人员（以下简称执法人员），是指依法从事行政处罚工作的人员。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行政处罚包括：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四）责令停业整顿、责令停止执业业务； 

  （五）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吊销执业资格证书和其他许可证、执照；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四条 执法机关实施行政处罚，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规定执行。 

第二章 管辖 

  第五条 执法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及地方人民政府的职责分工，在职权范围内行使行政处罚权。 

  第六条 执法机关发现应当处罚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执法机关。 

  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的管辖权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级机关或者当地人民政

府决定。 

  执法机关认为确有必要，需要委托其他机关或者组织行使执法权的，执法机关应当依照《行政处罚法》的

有关规定与被委托机关或者组织办理委托手续。 

第三章 行政处罚程序 

第一节 一般程序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xcghj.gov.cn/zcfg/002004/20160525/4502577f-2048-4dfc-bb52-bcabf915ff91.html
http://www.gzjs.gov.cn/xxgk/zdgk/flfg/201704/t20170428_2206328.html
http://www.kfjs.gov.cn/zcfg/ShowArticle.asp?ArticleID=51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861 页 共 3277 页 

  第七条 执法机关依据职权，或者依据当事人的申诉、控告等途径发现违法行为。 

  执法机关对于发现的违法行为，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立案，但适用简易程序的除外。 

  立案应当填写立案审批表，附上相关材料，报主管领导批准。 

  第八条 立案后，执法人员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必要时可依法进行检查。 

  执法人员调查案件，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第九条 执法人员对案件进行调查，应当收集以下证据： 

  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 

  只有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 

  第十条 执法人员询问当事人及证明人，应当个别进行。询问应当制作笔录，笔录经被询问人核对无误后，

由被询问人逐页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如有差错、遗漏，应当允许补正。 

  第十一条 执法人员应当收集、调取与案件有关的原始凭证作为书证。调取原始凭证有困难的，可以复制，

但复制件应当标明“经核对与原件无误”，并由出具书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调查取证应当有当事人在场，对所提取的物证要开具物品清单，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各执

一份。 

  对违法嫌疑物品进行检查时，应当制作现场笔录，并有当事人在场。当事人拒绝到场的，应当在现场笔录

中注明。 

  第十二条 执法机关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对证据先行登记

保存。 

  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必须当场清点，开具清单，清单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各执一份。 

  第十三条 案件调查终结，执法人员应当出具书面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调查终结报告的内容包括：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建议等。 

  第十四条 调查终结报告连同案件材料，由执法人员提交执法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由法制工作机构会同

有关单位进行书面核审。 

  第十五条 执法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接到执法人员提交的核审材料后，应当登记，并指定具体人员负责核

审。 

  案件核审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对案件是否有管辖权； 

  （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是否清楚； 

  （三）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 

  （四）定性是否准确； 

  （五）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 

  （六）处罚是否适当； 

  （七）程序是否合法。 

  第十六条 执法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对案件核审后，应当提出以下书面意见： 

  （一）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的案件，同意执法人员意见。 

  （二）对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处罚不当的案件，建议执法人员修改。 

  （三）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建议执法人员补正。 

  （四）对程序不合法的案件，建议执法人员纠正。 

  （五）对超出管辖权的案件，按有关规定移送。 

  第十七条 对执法机关法制工作机构提出的意见，执法人员应当采纳。 

  第十八条 执法机关法制工作机构与执法人员就有关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时，给予较轻处罚的，报请本机

关分管负责人决定；给予较重处罚的，报请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或者本机关分管负责人召集的办公会议讨论

决定。 

  第十九条 执法机关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必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包括：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地址； 

  （二）违法的事实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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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和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处罚机关的印章。 

  第二十条 行政处罚决定生效后，任何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处罚决定确有错误需要变更或者修改的，

应当由原执法机关撤销原处罚决定，重新作出处罚决定。 

第二节 听证程序 

  第二十一条 执法机关在作出吊销资质证书、执业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整顿（包括属于停业整顿性质的、

责令在规定的时限内不得承接新的业务）、责令停止执业业务、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以及处以较

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较大数额罚款的幅度，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或者人民政府对听证范围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自接到听证通知之日起三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向执法机关提出。

执法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自听证通知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当事人不要求举行听证的，视为放弃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执法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日期、地点；听证一般由执法机关的

法制工作机构人员或者执法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 

  听证规则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制定。 

第三节 简易程序 

  第二十四条 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

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可以当场作出处罚决定。 

  第二十五条 当场作出处罚决定，执法人员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填写处罚决定书并交付当事人。 

  第二十六条 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

执法机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第四章 送达 

  第二十七条 执法机关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有关文书，应当直接送受送达人。送达必须有送达回执。

受送达人应当在送达回执上签名或者盖章，并注明签收日期。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受送达人拒绝接受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有关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的代表或者其他人到场

见证，在送达回执上注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有关文书留在

受送达人处，即视为送达。 

  第二十八条 不能直接送达或者直接送达有困难的，按下列规定送达： 

  （一）受送达人不在的，交其同住的成年家属签收； 

  （二）受送达人已向执法机关指定代收人的，由代收人签收； 

  （三）邮寄送达的，以挂号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四）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以公告送达，自公自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第二十九条 行政处罚决定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执

法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当事人不服执法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向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第三十一条 行政处罚终结后，执法人员应当及时将立案登记表、案件处理批件、证据材料、行政处罚决

定书和执行情况记录等材料立卷归档。 

  上级交办的行政处罚案件办理终结后，承办单位应当及时将案件的处理结果向交办单位报告。 

  第三十二条 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应当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定程序从事执法活动；超越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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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法定程序所作出的行政处罚无效。 

  第三十三条 执法机关从事行政执法活动，应当自觉接受地方人民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和上级执法机关法制

工作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对当场作出的处罚决定，执法人员应当定期将当场处罚决定书向所属执法机关的法制工作机

构或者指定机构备案。 

  执法机关作出属于听证范围的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应当向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

或者有关部门备案。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执法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的案件进行逐月统计。省、自治区、

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的二月底以前，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报送上一年度的

执法统计报表和执法工作总结。 

  第三十五条 上级执法机关发现下级执法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确有错误，可以责令其限期纠正。对拒不纠

正的，上级机关可以依据职权，作出变更或者撤销行政处罚的决定。 

  第三十六条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对于无理阻挠、拒绝执法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打击报复执法人员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视情节轻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追究其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建设行政处罚的有关文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372）《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中组发〔2007〕2号)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5/27/content_5395173.htm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5/27/c_1124548376.htm 

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全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和从严管理干部要求，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根据《党政领

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树立正确导向，突出政治监督，从严查处违规用人问题和选人用人中的不

正之风，严肃追究失职失察责任，促进形成风清气正的用人生态。 

第三条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坚持党委（党组）领导、分级负责，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发扬

民主、群众参与，分类施策、精准有效，防治并举、失责必究。 

第四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负责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纪检

监察机关、巡视巡察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职责。 

中央组织部负责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工作的宏观指导，地方党委组织部和垂直管理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负责指导

本地区本系统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工作。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事业

单位、群团组织、国有企业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第二章 监督检查重点内容 

第六条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情况。重点监督检查是否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党委（党组）履行干部选拔任用责任，是

否按照民主集中制和党委（党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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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坚持好干部标准和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情况。重点监督检查是否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

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是否坚持新时期好干部标准，严把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

关，选拔任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 

第八条 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政策规定情况。重点监督检查是否按照机构规格和职数、资格条件、工作程序选拔

任用干部；是否深入考察，认真查核，对人选严格把关；是否严格执行交流、回避、任期、退休、干部选拔任用请

示报告等制度规定；是否严格落实干部管理监督制度。 

第九条 遵守组织人事纪律和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情况。重点监督检查是否严格遵守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律，是否采

取有力措施严肃查处和纠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 

第十条 促进干部担当作为情况。重点监督检查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是否对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

严格管理、严肃问责。 

第三章 监督检查工作机制 

第十一条 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组织监督、民主监督机制，把专项检查与日常监督结合起来，将监督检查贯

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 

第十二条 强化上级党组织监督检查。主要采取任前事项报告、“一报告两评议”、专项检查、离任检查、问题核查

等方式进行。 

第十三条 完善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党委（党组）研究干部任免事项，应当把酝酿贯穿始终，认真听

取班子成员意见。会议讨论决定时，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一发表意见，主要负责人最后表态。领导班子成员对人选

意见分歧较大时，应当暂缓表决。不得以个别征求意见、领导圈阅等形式代替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四条 健全组织（人事）部门内部监督。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应当向干部监督机构了解情况，干部监督机构负责

人列席研究讨论干部任免事项会议。认真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实制度，建立自查制度，每年对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情况进行 1 次自查。 

第十五条 拓宽群众监督渠道。认真查核和处理群众举报反映的问题，定期开展分析研判，及时研究提出工作意见。

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完善“12380”举报受理平台，提高举报受理工作信息化水平。 

第十六条 健全地方党委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监督工作合力。联

席会议由组织部门召集，一般每年召开 1 次，重要情况随时沟通。 

第四章 任前事项报告 

第十七条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在事前向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报告： 

（一）机构变动或者主要领导成员即将离任前提拔、调整干部的； 

（二）除领导班子换届外，一次集中调整干部数量较大或者一定时期内频繁调整干部的； 

（三）因机构改革等特殊情况暂时超职数配备干部的； 

（四）党委和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个别特殊需要的领导成员人选，不经民主推荐，由组织推荐提名作为考察对象的； 

（五）破格、越级提拔干部的； 

（六）领导干部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提拔任用的； 

（七）领导干部近亲属在领导干部所在单位（系统）内提拔任用，或者在领导干部所在地区提拔担任下一级领导职

务的； 

（八）国家级贫困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地市在完成脱贫任务前党政正职职级晋升或者岗位变动的，以及市（地、

州、盟）、县（市、区、旗）、乡（镇）党政正职任职不满 3 年进行调整的； 

（九）领导干部因问责引咎辞职或者被责令辞职、免职、降职、撤职，影响期满拟重新担任领导职务或者提拔任职

的； 

（十）各类高层次人才中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人员、本人已移居国（境）

外的人员（含外籍专家），因工作需要在限制性岗位任职的； 

（十一）干部达到任职或者退休年龄界限，需要延迟免职（退休）的； 

（十二）其他应当报告的事项。 

第十八条 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接到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后，应当认真审核研究，并在 15 个工作日

内予以答复。未经答复或者未经同意的人选不得提交党委（党组）会议讨论决定。未按照规定报告或者报告后未经

同意作出的干部任用决定，应当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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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两评议” 

第十九条 党委（党组）每年应当结合全会或者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总结考核，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况，

接受对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和所提拔任用干部的民主评议。 

第二十条 参加民主评议人员范围，地方一般为参加和列席全会人员，其他单位一般为参加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

度总结考核会议人员，并有一定数量的干部群众代表。 

提拔任用干部民主评议对象，地方一般为本级党委近一年内提拔的正职领导干部；其他单位一般为近一年内提拔担

任内设机构领导职务的人员和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第二十一条 “一报告两评议”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会同被评议地方和单位组织实施，评议结果应当及时反馈，

并作为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参考。 

对评议反映的突出问题，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应当采取约谈、责令作出说明等方式，督促被评议地方和单位整改。

对认可度明显偏低的干部，被评议地方和单位应当对其选拔任用过程进行分析、作出说明，并视情进行教育或者处

理。 

第二十二条 被评议地方和单位应当向参加民主评议人员通报评议结果和整改情况。 

第六章 专项检查 

第二十三条 党委（党组）开展常规巡视巡察期间，同级组织（人事）部门应当通过派出检查组等方式，对选人用

人工作进行专项检查。 

结合专项检查，可以对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十四条 检查组在巡视巡察组组长领导下开展工作。检查前，巡视巡察组应当向检查组提供所发现的选人用人

问题线索。检查组发现的主要问题，应当提供给巡视巡察组，并写入巡视巡察报告。 

第二十五条 检查工作结束后，检查组应当形成检查情况报告，报派出检查组的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或者

党委（党组）负责人审定后，与巡视巡察情况一并反馈，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 

第二十六条 被检查地方和单位应当积极配合检查，如实提供情况，对照检查反馈意见抓好整改落实，并于收到反

馈意见后 2 个月内向派出检查组的组织（人事）部门报告整改情况。派出检查组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加强对整

改情况的监督，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第二十七条 对选人用人问题反映突出的地方和单位，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可以视情开展重点检查。 

第七章 离任检查 

第二十八条 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委书记离任时，应当对其任职期间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检

查。 

第二十九条 离任检查通过民主评议、查阅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相关材料、听取干部群众意见等方式进行。 

第三十条 离任检查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上级组织部门开展。对拟提拔重用的检查对象，结合干部考察工作进行，

检查结果在考察材料中予以反映，并作为评价使用的重要参考。 

第八章 问题核查 

第三十一条 组织（人事）部门对监督检查发现和群众举报、媒体反映的违规选人用人问题线索，应当采取调查核

实、提醒、函询或者要求作出说明等方式办理。 

第三十二条 对严重违规选人用人问题实行立项督查，办理单位应当认真组织调查，不得层层下转。查核结果和处

理意见一般在 2 个月内书面报告上级组织（人事）部门。 

第三十三条 对提拔任现职后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或者撤职以上党纪政务处分，且其违纪违法问题发生在提拔任职前

的干部，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人事）部门对其选拔任用过程进行倒查，也可以由上级组织（人事）部

门倒查，并及时形成倒查工作报告。 

第九章 责任追究 

第三十四条 对违规选人用人问题，党委（党组）负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

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领导责任。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干部考察组有

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十五条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追究党委（党组）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主管的领导班子

成员、参与决策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责任： 

（一）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到位，党委（党组）领导把关作用发挥不力，出现重大用人失察失误，产生恶劣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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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人导向出现偏差，选人用人不正之风严重，干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突出，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 

（三）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对选人用人问题和干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维护和执行组织人事纪律不力，导致选人用人违规违纪行为多发，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其他应当追究的失职失责情形。 

第三十六条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追究组织（人事）部门有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的职数、资格条件、工作程序、纪律要求选拔任用干部的； 

（二）不按照规定向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的； 

（三）不按照规定对所属地方、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导致问题突出的； 

（四）对反映线索具体、有可查性的选人用人问题不按照规定进行调查核实或者作出处理的； 

（五）其他应当追究的失职失责情形。 

第三十七条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追究纪检监察机关有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不如实回复拟任人选廉洁自律情况并提出结论性意见的； 

（二）对收到的反映拟任人选问题线索具体、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不按照规定调查核实，或者对相关违纪违法问题

不按照规定调查处理的； 

（三）不按照规定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其他应当追究的失职失责情形。 

第三十八条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追究干部考察组有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进行考察的； 

（二）考察严重失真失实，或者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泄露重要考察信息的； 

（三）不认真审核干部人事档案信息，或者对反映考察对象的举报不如实报告，以及不按照规定对问题进行了解核

实，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其他应当追究的失职失责情形。 

第三十九条 党委（党组）有本办法所列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情节较轻的，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情节较重的，责

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情节严重、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应当予以改组。 

第四十条 领导干部和有关责任人员有本办法所列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通报或者诫勉处理；情节较重的，给予停职检查、调离岗位、限制提拔使用处理；情节严重的，应当引咎

辞职或者给予责令辞职、免职、降职处理。 

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纪律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5 月 13 日起施行。2003 年 6 月 19 日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2010 年 3 月 7 日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同时废止。 

 

 

8.3.373）《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2017 年 12 月 11 日 建市[2017]241 号)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712/t20171215_234394.html  

http://www.ahjst.gov.cn/ahzjt_front/wjgk/002001/20180111/dffd67d1-c7ab-4810-8842-f89d24cb6115.html  

http://www.creditchina.gov.cn/zhengcefagui/zhengcefagui/zhongyangzhengcefagui1/201712/t20171222_104121.html  

 

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 号），加快推进建筑

市场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建筑市场秩序，营造公平竞争、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等，制定本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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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是指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活动中，对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信用

信息的认定、采集、交换、公开、评价、使用及监督管理。 

    本办法所称建筑市场各方主体是指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和从事工程建设活动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

以及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建造师、注册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  

第三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指导和监督全国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制定建筑市场信用管理规章制度，建立

和完善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信用信息，指导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开展建

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信用管理工作，制定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制度并组

织实施，建立和完善本地区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对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信用信息认定、采集、公开、评价

和使用进行监督管理，并向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推送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信用信息。 

第二章 信用信息采集和交换 

第四条 信用信息由基本信息、优良信用信息、不良信用信息构成。 

基本信息是指注册登记信息、资质信息、工程项目信息、注册执业人员信息等。 

优良信用信息是指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在工程建设活动中获得的县级以上行政机关或群团组织表彰奖励等信息。 

不良信用信息是指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在工程建设活动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或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等，受到

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信息，以及经有关部门认定的其他不良信用信息。 

第五条 地方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通过省级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认定、采集、审核、更新和

公开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信用信息，并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 

第六条 按照“谁监管、谁负责，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工程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据职责，采

集工程项目信息并审核其真实性。 

第七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息推送机制，自优良信用信息和不良信用信息产生之日起 7 个

工作日内，通过省级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依法对社会公开，并推送至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第八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与发展改革、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

水利、工商等部门和单位的联系，加快推进信用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逐步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第三章 信用信息公开和应用 

第九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完善信用信息公开制度，通过省级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和全国建

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及时公开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信用信息。 

    公开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信用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十条 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信用信息公开期限为： 

（一）基本信息长期公开； 

（二）优良信用信息公开期限一般为 3 年； 

    （三）不良信用信息公开期限一般为 6 个月至 3 年，并不得低于相关行政处罚期限。具体公开期限由不良信用

信息的认定部门确定。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通过省级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办理信用信息变更，并及时

推送至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第十二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充分利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完善建筑市场各方主体

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对信用好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行政许可等方面实行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等激励措施；

对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作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对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依法采取约束和惩戒措施。 

第十三条 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依法使用信用信息，不得使用超过公开期限的不良信用信息对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进

行失信惩戒，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章 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谁处罚、谁列入”的原则，将存在下列情形的建筑市场各方

主体，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 

（一）利用虚假材料、以欺骗手段取得企业资质的； 

（二）发生转包、出借资质，受到行政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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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生重大及以上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或 1 年内累计发生 2 次及以上较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或发生性质恶

劣、危害性严重、社会影响大的较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受到行政处罚的； 

（四）经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认定为拖欠工程款,且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参照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对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列入拖欠农民

工工资“黑名单”的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加强监管。 

    第十五条 对被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的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地方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通过

省级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包括单位名称、机构代码、个人姓名、证件号码、行政处

罚决定、列入部门、管理期限等。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通过省级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将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推送至全国建

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第十六条 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管理期限为自被列入名单之日起 1 年。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修复失信行为并且在

管理期限内未再次发生符合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情形行为的，由原列入部门将其从“黑名单”移出。 

第十七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的建筑市

场各方主体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在市场准入、资质资格管理、招标投标等方面依法给予限制。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得将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的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作为评优表彰、政策试点和项

目扶持对象。 

第十八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将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通报有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 

第五章 信用评价 

第十九条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开展建筑市场信用评价工作。 

鼓励第三方机构开展建筑市场信用评价。 

第二十条 建筑市场信用评价主要包括企业综合实力、工程业绩、招标投标、合同履约、工程质量控制、安全生产、

文明施工、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优良信用信息及不良信用信息等内容。 

第二十一条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建筑市场信用评价标准，不得设

置歧视外地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评价指标，不得对外地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设置信用壁垒。 

鼓励设置建设单位对承包单位履约行为的评价指标。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在行政许可、招标投标、工程担保与保险、日常

监管、政策扶持、评优表彰等工作中应用信用评价结果。 

第二十三条 省级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应当公开本地区建筑市场信用评价办法、评价标准及评价结果，接

受社会监督。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指定专人或委托专门机构负责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信用信息采集、

公开和推送工作。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建筑市场信用信息安全管理，建立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安全监测预警

和应急处理机制，保障信用信息安全。 

    第二十五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立建筑市场信用信息推送情况抽查和通报制度。定期核查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信用信息推送情况。对于应推送而未推送或未及时推送信用信息的，以及在建筑市场信用评价工作中设置信

用壁垒的，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予以通报，并责令限期整改。 

    第二十六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工作中应当依法履职。对于推送虚假信用信

息，故意瞒报信用信息，篡改信用评价结果的，应当依法追究主管部门及相关责任人责任。 

    第二十七条 地方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异议信用信息申诉与复核制度，公开异议信用信息处理

部门和联系方式。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对信用信息及其变更、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等存在异议的，可以向认定该

信用信息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对异议信用信息进行

核实，并及时作出处理。 

    第二十八条 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工作应当接受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对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工作中违反

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行为，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举报。 

第七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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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或管理办法。 

园林绿化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将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原有关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 

 

 

8.3.374）《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的通知》(2018 年 11

月 22 日 建办市〔2018〕57 号)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11/t20181127_238529.html  

索 引 号：000013338/2018-00474 主题信息：建筑市场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办

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办公厅 国家铁路局综合司 中国民用航空局综合司生成日期：2018 年 11 月 22 日文件

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的

通知有 效 期：文  号：建办市〔2018〕57 号 主 题 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水利主管部门，省级通

信管理局，各地区铁路监管局，民航管理局： 

  为遏制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现象，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住

房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铁路局、民航局决定开展工程建设

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以下简称专项整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整治内容和目标 

  对工程建设领域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建筑师、建造师、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及相关

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全面排查，严肃查处持证人注册单位与实际工作单位不符、买卖租借（专业）资格（注

册）证书等“挂证”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提供虚假就业信息、以职业介绍为名提供“挂证”信息服务等违法违规行

为。通过专项整治，推动建立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预防和监管长效机制。 

  二、工作安排 

  （一）自查自纠（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底）。 

    地方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水利、通信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自查自纠工作，

指导、督促本地区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相关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自查自纠。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和

单位应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是否存在“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自查。存在相关问题的人员、单位，应及时办

理注销等手续。在自查自纠期间，对整改到位的，可视情况不再追究其相关责任。 

    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水利、通信主管部门总结本地区自查自纠情况，

并由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统一汇总形成自查自纠情况报告，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前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并抄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铁路局、民航局。 

  （二）全面排查（2019 年 2 月至 2019 年 6 月底）。 

    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水利、通信主管部门在自查自纠基础上组织开展全面排

查。要结合参保缴费、人事档案等相关数据和信息，对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全面比对排查，重点排查参

保缴费单位与注册单位不一致情况；对排查出的问题要及时调查核实，对存在“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由发证

机关依法依规从严处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违规发布虚假就业信息、以职业介绍为名提

供“挂证”信息服务、扣押劳动者职业（专业）资格（注册）证书的行为进行全面排查，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

法从严查处。 

  地方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通信部门对排查中发现人员挂靠问题突出的单位，要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对其承建项目主要管理技术人员到岗履职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对存在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处理。要完善工程

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信息，利用建筑市场监管信息平台和相关信用信息平台数据进行比对，发现问题线索并及时

查处。 

  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水利、通信主管部门总结本地区全面排查工作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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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统一汇总形成专项整治全面排查工作总结，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前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并

抄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铁路局、民航局。自 2019 年 3 月起，每月 5

日前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将上月查处的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情况处理汇

总表（见附件）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并抄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铁路局、

民航局。 

    （三）指导监督（2019 年 2 月至 2019 年 9 月底）。 

    住房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铁路局、民航局将加强各地

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的指导监督，对重点问题和典型案件挂牌督办；对工作开展不力的地区、部门及相关责任人

进行约谈；情节严重的，提请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实施。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水利、通信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

专项整治工作，强化组织领导，加强沟通协调，明确任务分工，制定具体工作方案，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确保

专项整治取得实效；要积极会同公安、网监等主管部门，利用信息化等手段，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相关单位、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排查力度。 

  （二）依法从严查处。地方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水利、通信部门要遵循“全覆

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依法从严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对违规的

专业技术人员撤销其注册许可，自撤销注册之日起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记入不良行为记录并列入建筑市场主

体“黑名单”，向社会公布；对违规使用“挂证”人员的单位予以通报，记入不良行为记录，并列入建筑市场主体

“黑名单”，向社会公布；对违规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依法从严查处，限期责令整改，情节严重的，依法从严

给予行政处罚，直至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对发现存在“挂证”等违规行为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通报其实际工作单位和有关国家监察机关。 

  各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注册管理部门在专项整治工作中要严肃工作纪律，严格遵守各项管理规定，及时快

捷办理各项注销、注册等手续，确保整治期间各项注册工作有序进行。对于专业技术人员与用人单位没有劳动关系

或已解除劳动关系，但因各种原因未办理注销注册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注册管理部门可依据用人单位或个人

申请及提交的与原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书面证明、劳动仲裁、司法判决等材料，直接办理注销手续。 

  涉及到注册建筑师的具体工作，由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指导本地区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

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和本通知要求进行。 

  （三）坚持源头治理。地方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水利、通信部门要梳理与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钩的有关措施和规定，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要加强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审核，严格杜

绝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参加工程建设领域各类职业资格考试；在考试、注册审批时严格核查，对未尽到职责的单

位和人员进行问责。地方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在办理除资质许可外的相关行政许可审批时，不得将工程建设领域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作为审批条件。 

  （四）强化信息公开。地方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并向社

会公布，对投诉举报事项要逐一登记，认真查处；要充分发挥建筑市场监管信息平台和相关信用信息平台作用，对

被查处的违法行为单位和人员，在平台中记录其不良行为，并向社会公布，形成失信惩戒和社会监督机制。 

  （五）加强舆论引导。地方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教育引导和宣传，

充分运用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提高专业技术人员、有关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对“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危

害性的认知，增强行业自觉抵制“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意识，有效发挥专项整治的最大成效。 

  （六）建立长效预防机制。地方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水利、通信部门对专项整

治工作要进行全面分析总结，认真梳理分析整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充分总结经验，结合地区行业实际，鼓励相关

单位建立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机制，形成预防、查处和监管的长效机制。 

  附件：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情况处理汇总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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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办公厅 

                  国家铁路局综合司 

                  中国民用航空局综合司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抄送：住房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 

附件下载:1、 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情况处理汇总表 

 

 

附件 

 

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

规情况处理汇总表 

 

部门：（加盖单位印章）                                      申报时间： 

序

号 

专业技术人员 买卖租借证书单位 中介机构 

违法违规行为 

姓名 身份证号 证书编号 
职业资

格类别 

注册

单位 

实际工

作单位 
单位名称 

统一信

用代码 
单位名称 

统一信

用代码 

1            

2            

3            

4            

5            

            

 

 

 

8.3.375）《江西省省直机关绩效管理办法（试行）》(2019-04-12) 

http://www.poyang.gov.cn/xxgk-show-85969.html  

 

江西省省直机关绩效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省直机关绩效管理工作，提升机关工作效能，优化公共服务，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建设人民满意

的党政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发〔2013〕12 号）等规定，结合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绩效管理，是指根据重点工作任务和主要工作职责设定绩效指标，实施过程管理和日常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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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机关绩效的管理模式。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绩效管理对象，是指省直列入公务员法实施范围的机关和省委、省政府直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单位，以及部分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中央驻赣单位。 

第四条  绩效管理工作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实绩、客观公正、公开透明、科学合理和简便易行的原则。 

第五条  绩效管理实行分类考评，按照绩效管理对象工作职能性质，分为党政综合类、经济发展类、执法监督类、

社会服务类、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类、中央驻赣类等六类。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职责 

第六条  江西省省直机关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对绩效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指导协

调和督促检查。省直机关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绩效办）设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具体

负责绩效管理的日常工作。 

第七条  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 

（一）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绩效管理工作； 

（二）审议绩效管理考核结果； 

（三）研究决定绩效管理工作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八条  省绩效办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绩效管理日常工作的组织、协调和联络，重大事项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 

（二）制定绩效管理相关实施方案和细则； 

（三）组织开展绩效指标评审、过程管理、日常考核和年终考评工作，指导绩效管理对象开展工作； 

（四）研究绩效管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五）承担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承担年度重点工作牵头任务的单位（以下简称牵头单位）负责牵头工作的检查督导、组织协调，会同责任

单位共同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第十条  绩效管理对象是绩效指标落实的责任主体，单位主要负责人是绩效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绩效管理对象

要明确承办部门和人员，按照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部署，抓好绩效管理实施，定期开展自查自评，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不断改进管理方法，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第三章 绩效管理内容 

第十一条  绩效管理内容包括绩效指标、过程管理与日常考核、绩效评价等三个方面。 

第十二条  绩效指标。主要包括各单位承担的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和履职履责： 

（一）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指本单位承担的省委常委会工作要点、省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责任分工，以及相关法律

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有关文件要求纳入绩效管理的重要工作任务。 

（二）履职履责指本单位完成其“三定”方案规定的主要工作职责和任务。 

第十三条  过程管理与日常考核。省绩效办会同有关部门，对绩效指标完成进度、质量和效益情况进行管理和考核，

对重点工作开展绩效评估。 

第十四条  绩效评价。主要包括省领导评价、公众评价和部门评价： 

（一）省领导评价。由省领导对所有绩效管理对象的年度工作绩效情况进行评价。 

（二）公众评价。由日常评价和年终评价组成： 

1.日常评价由服务对象通过扫描“江西绩效”二维码、操作服务评价器等方式对绩效管理对象进行评价和留言； 

2.年终评价由主要服务对象、省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专家学者等

对各绩效管理对象工作绩效情况进行评价； 

（三）部门评价。由有关部门对绩效管理对象的相关专项工作进行考核评价。包括省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

省直机关党的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共机构节能情况和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等。 

第四章 绩效管理实施 

第十五条  绩效指标确定。绩效管理对象依据本办法规定的绩效管理内容，重点结合本单位主要职责和承担的重点

工作，制定本单位绩效指标。省绩效办组织专家对绩效指标进行评审后，送分管省领导审定。经审定的绩效指标及

完成情况，由绩效管理对象通过门户网站、公共平台等媒介进行公布。 

第十六条  绩效指标调整。绩效指标经分管省领导审定后，原则上不予调整。如因特殊原因确需增减的，由绩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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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对象书面请示分管省领导，经分管省领导同意后再进行调整。 

第十七条 日常管理。省绩效办依托绩效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日常管理。绩效管理对象应按要求通过信息系统及时、

准确、客观报送有关材料，牵头单位对其他责任单位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开展督查指导。 

第十八条  年终考评。绩效管理对象对照年度绩效指标逐项进行自查自评，省绩效办会同牵头单位，根据绩效管理

对象自查自评情况，核验指标完成情况及有关佐证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可以采取实地调查、抽样检查

等方式进行察访核验。 

第十九条  成绩汇总。每年一季度前，省绩效办会同有关单位完成对上一年度绩效指标评分，汇总绩效评价分数，

得出考核结果，并反馈绩效管理对象。 

（一）年度综合绩效成绩采取百分制计分。年度综合绩效成绩＝（绩效指标考核得分×60%＋过程管理与日常考核

得分×40%）×60%+绩效评价得分×40%； 

（二） 赋分标准，包括三个方面： 

1.绩效指标考核 100 分。其中，重点工作和履职履责完成情况 80 分、领导小组成员及牵头部门对绩效指标完成情

况评估 20 分； 

2.过程管理与日常考核 100 分； 

3.绩效评价 100 分。其中，省领导评价 20 分、公众评价 30 分(日常评价和年终评价分别占 40%和 60%的权重)、部

门评价 50 分（省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 15 分、省直机关党的建设 10 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10 分、公共机构

节能情况 10 分、财政预算绩效 5 分)。对未全部参加上述考核的单位（如中央驻赣单位未参加省管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考核等），则根据其实际参加的部门评价项目折算总分。即：部门评价最后得分＝50 分×（已参加的部门评价

实际得分÷已参加的部门评价满分）。 

第二十条  申诉与复评。绩效管理对象如对年度考评结果有异议，可在知道考核结果后 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

省绩效办提出申诉，省绩效办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复评并予以答复。 

第五章  等次评定及结果运用 

第二十一条  等次评定。按照六大类进行考核与评定等次。考核等次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其中被评为

优秀、良好等次的分别占各类绩效管理对象总数 40%、50%，其他年度绩效考核得分 70 分以上(含 70 分)的单位评

定为合格等次，低于 70 分的单位评定为不合格等次。 

第二十二条  取消评优。凡本年度内，领导班子成员发生重大腐败案件，或工作人员违法违纪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

影响的绩效管理对象，取消年度评为优秀等次资格（对本单位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为主动进行查处，以及因执纪执

法需要临时将违纪违法行为的人员调至该单位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确定结果和通报。省绩效办提出年度绩效考核等次评定意见，提请领导小组、省政府常务会和省委常

委会审议后，由省委、省政府进行通报。 

第二十四条 考核结果的运用： 

（一）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调整交流的重要参考； 

（二）对考核评为合格等次以上的单位干部职工，给予适当奖励； 

（三）绩效管理年度考核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等次单位分别按照 20%、18%、15%、10%确定下一年度公务员

年度考核优秀人数比例； 

（四）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等次的单位，给予单位记集体三等功一次； 

（五）连续三年被评为合格等次的单位，由单位向领导小组作出书面整改报告，并限期予以整改； 

（六）被评为不合格等次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的具体解释工作由省委办公厅商省绩效办承担。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8.3.376）《江西省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办法》(赣府厅字[2008]74 号 2008-05-05) 

第一条为深入推行政务公开，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各部门、单位政务公开工作开展情况，根据《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中办发〔2005〕1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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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

公开的意见〉的实施意见》（赣办发〔2005〕9 号），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政务公开考核工作实行分级负责，下管一级的制度。省推行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省政务公开考核工

作的组织领导，省推行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省政府办公厅）和督查室（设省监察厅）负责对省政府各

部门及设区市政务公开工作的考核；各市、县（市、区）推行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督查室分别负责本级

政府各部门及下一级政府政务公开工作的考核；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以其省主管部门考核为主，同时接受当地政府

的指导和监督。 

第三条政务公开考核工作坚持客观公正、民主公开、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四条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第五条政务公开考核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政务公开组织领导情况。主要考核各部门、单位政务公开组织运作、制度建设、责任落实以及检查监督、考

核评议所属部门、单位开展政务公开工作的基本情况。 

（二）政务公开的时间。主要考核各部门、单位是否规定了政务公开的时间，做到了经常性工作定期公开，阶段性

工作逐段公开，临时性工作随时公开。 

（三）政务公开的重点内容。主要考核各部门、单位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规定公开的基本

内容。重点考核各部门、单位机构设置、领导分工、职责权限、联系方式、投诉反馈等基本信息的公开情况；重大

决策、规划、规范性文件等与社会公众密切相关的重要事项的公开情况；行政许可的内容、依据、条件、程序、办

理时限、收费标准、救济途径以及服务承诺的公开情况；各部门、单位《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的编制、更新和公开的情况等。 

（四）政务公开的主要形式。主要考核各部门、单位是否能够根据公开的类别和内容，选择网络、新闻媒介、行政

服务中心、电子显示屏、触摸屏、公开栏、便民资料、政府公报、听证会、论证会、专家咨询会、征求意见座谈会

等公开载体，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公开，切实方便群众知情、办事。 

（五）政务公开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主要考核各部门、单位是否实行了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投诉处置、结

果反馈制度，是否建立了政务公开监督检查、公开评议、分级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 

（六）政务公开信息化建设及落实情况。主要考核各部门、单位是否建立了政府及部门的网站、网页，并有政务公

开的内容专页、专栏，是否实现了电子政务和电子监察。 

（七）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建设及落实情况。主要考核是否建立了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实行了“一站式”办公

和“一条龙”服务，是否实现了“两个集中”，是否实现了网上审批。 

第六条政务公开考核的标准是：组织机构健全，领导责任明确；公开内容符合规定，全面具体；公开形式实用有效，

效果明显；监督机制健全，责任追究落实；投诉处理得当，群众评价满意。 

第七条政务公开考核工作实行量化标准。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4 个等次。各等次的分值标准依

次为： 

优秀（90 分以上）：认真贯彻执行政务公开各项规定，重点突出，措施有力，成效显著，群众满意。 

良好（75 分—89 分）：贯彻执行政务公开各项规定，工作有重点，措施比较得力，取得一定成效，群众比较满意。 

合格（60 分—74 分）：贯彻执行政务公开各项规定，能够抓住政务公开的重点，群众基本满意。 

不合格（60 分以下）：未能贯彻执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公开没有抓住重点，流于形式，群众不满意。 

第八条政务公开考核采取平时检查与定期考核相结合、重点考核和全面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平时检查随机进行，定

期考核每两年组织一次。突出对重点部门、单位的考核，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全面考核。 

第九条政务公开定期考核的基本程序： 

（一）成立考核小组，制定考核方案，经各级推行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由各级推行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下发考核通知。 

（二）被考核部门、单位接到通知后进行自我总结，并形成书面材料。 

（三）考核小组采取实地考核、听取情况汇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明察暗访、召开座谈会、个别征求群众意见等

形式对被考核部门、单位进行考核。 

（四）考核小组综合平时检查与定期考核情况，提出考核意见，报各级推行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确定考核等次，

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考评对象，通报考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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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政务公开工作考核结果，作为评定当年度部门、单位及其领导人员工作政绩、实施奖惩的重要依据。对政务

公开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等次的部门、单位，由本级政府通报表彰；对被评为不合格等次的部门、单位，取消当年度

部门、单位政绩考核和行政一把手评先评优资格，责令限期整改存在的问题，并在 1 个月内将整改情况报本级政府

推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督查室。 

第十一条对政务公开责任不落实，不能限期整改的；故意隐瞒重要信息，责令限期公开仍拒不公开的；投诉处理不

及时，酿成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干扰政务公开工作，人为设置障碍抵制监督检查的，以及政务公开中其他违

纪行为，由监察机关依照有关规定，视情节追究被考核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的纪律责任。 

第十二条各市、县（市、区）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依照本办法

制定政务公开考核工作实施细则或补充办法，组织实施分管范围内的考核工作。 

第十三条本办法自 200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8.3.377）《江西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管理办法》(赣府厅发〔2020〕5号 2020-02-14)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20/2/18/art_4969_1506820.html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江西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 年 2 月 1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江西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见》（国办发〔2019〕

51 号）要求，扎实推进“五型”政府建设，打造“四最”营商环境，全面准确及时了解企业和群众对政务服务的感

受和诉求，接受社会监督，有针对性的改进政务服务工作，提升政府效能，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最满意的政务服务，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政务服务“好差评”（以下简称“好差评”）是指企业和群众办事时直接对政务服务机构、政

务服务平台及其工作人员提供的服务质量、效率、态度等进行综合评价。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政务服务机构为各级政府及其具备主体资格且行使政务服务职能的工作部门、部门管理机构，

列入党群工作机构序列且依法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以及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和组织。 

第四条“好差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各级政务服务机构通过政务服务大厅、江西政务服务网、“赣服通”移动平台、

自助服务终端以及其他渠道向企业和群众提供的政务服务，评价对象为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居）

五级政务服务机构、平台及工作人员。“好差评”需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全覆盖、评价对象全覆盖、服务渠道全覆盖、

差评整改反馈全覆盖。 

第二章  评价内容 

第五条“好差评”内容主要包括各级政务服务机构的办事流程、办事材料、服务机制、服务效率、跑动次数、“一

门”服务、“一窗”服务、“一链”服务、服务收费等情况，以及政务服务平台便捷性、稳定性、高效性、安全性和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服务水平等方面。 

第六条  评价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服务办理完毕后系统会以

短信方式提醒企业或群众评价，企业、群众可在接受服务后 5 个工作日内进行评价。超时未评价的，系统将进行默

认评价。企业、群众进行评价时，可选择不公开评价。 

第三章  职责分工 

第七条  省政务服务管理部门负责统筹推进全省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重点做好“好差评”日常管理和考核评

价工作。 

第八条  省直部门政务服务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本业务系统“好差评”工作，承担指导协调、复核申诉、督促整改等

职责，确保本系统“好差评”渠道畅通高效。部门自有业务系统尚未与全省“好差评”系统实现有效对接的，由省

直部门政务服务机构按照统一规范要求实时向全省“好差评”系统推送评价数据。省信息化技术部门负责全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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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评”系统统一建设，制定技术标准规范、技术培训、系统对接及“好差评”数据归集和推送工作。 

第九条  市、县（区）政务服务管理部门负责指导、监督本地区政务服务机构、平台依法依规履行职责，强化人员

管理和考核，督促问题整改，受理复核申诉，查处违纪违规行为。负责组织推进本地区政务服务平台（含政务服务

热线、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政务服务大厅、合作服务网点、自助服务终端等直接服务企业和群众的系统平台升级

改造、评价设施配备，做好事项梳理、服务接入、业务保障、应用推广以及问题整改、优化服务等工作。 

第四章  评价渠道及方式 

第十条  运用江西政务服务网、“赣服通”、政务服务热线平台、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等系统平台设置评价功能，企业

和群众可在办理各类政务服务事项的各个环节进行在线评价，也可对整个办事过程进行总体评价，实现网上评价“一

事一评”。 

第十一条  全省各级政务服务机构以及相关合作服务网点应在各办事窗口设置评价器，方便企业和群众进行现场评

价，也可通过扫描评价器二维码进行评价。要开通自助服务终端评价功能，并提供便捷的评价入口。没有在服务现

场作出评价的企业和群众也可以在离开现场后进行评价，实行所有服务“一次一评”。 

第十二条  通过设置意见箱、热线电话、监督平台、电子邮箱、媒体暗访等多种方式，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综合性

评价。引导社会组织、新闻媒体、中介组织、研究机构等对政务服务状态进行专业、科学、客观的评估评价，提出

意见建议。 

第十三条  政府有关部门要持续开展政务服务督查，尤其是暗访督查，发现典型经验做法要宣传推广，发现突出问

题要及时督促整改。要深入开展政务服务调查，尤其是对新出台的利企便民政策、新推出的服务项目以及直接关系

企业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服务事项，应及时关注了解政策知晓度、办事便利度、服务满意度等方面情况。要结合

自身实际，委托第三方独立开展政务服务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改进服务的主要依据。 

第十四条  各级政务服务机构向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推送办结事项信息时，必须一并推送企业和群众办事

评价信息。若推送的办结事项信息中未包含评价信息，全省政务服务短信平台将自动向办事企业和群众推送相关短

信，提醒企业和群众适时进行评价。 

第五章  评价结果运用 

第十五条  政务服务机构收到差评和投诉后，要及时进行调查核实，督促整改和反馈。要按照“谁办理、谁负责”

的原则，由业务办理单位第一时间启动程序，安排专人回访核实，实名差评回访整改率要达到 100%。对情况清楚、

诉求合理的问题，立行立改；对情况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建立台账，限期整改，原则上 10 个工作日内整改到

位。在规定期限内未能整改落实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进一步明确整改期限，向评价企业和群众反馈，同时将有

关情况向本级政务服务管理部门报备。经核实为误评或恶意差评的，不予采纳评价结果，并通报同级政务服务管理

部门。乡镇（街道）和村（居）政务服务差评的调查核实、督促整改及回访反馈统一由县（市、区）政务服务管理

部门负责。 

第十六条  省政务服务管理部门定期通报市、县（区）政府和省直部门政务服务机构“好差评”评价结果及整改情

况，并通过江西政务服务网、“赣服通”、新闻媒体等渠道向社会公布。市、县（区）政务服务管理部门要建立“好

差评”情况通报制度，各级政务服务大厅管理机构要定期通报入驻单位及窗口工作人员“好差评”情况。 

第十七条  各地区、各部门要将政务服务“好差评”情况纳入绩效评价、高质量发展考核、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对企业和群众评价满意度高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表彰和奖励。对在政务服务中反复被差评、

投诉，弄虚作假，故意刁难甚至打击报复企业和群众的，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问责。 

第十八条  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加强对“好差评”数据的综合分析和应用，及时发现政务服务的难点和

堵点，分析研判企业群众的诉求和期盼，找准服务企业群众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推进政务服务精细化。对企业和群

众反映集中的问题，要依法依规限期整改落实。 

第六章  完善保障措施 

第十九条  建立“好差评”数据生成、归集、传输、分析、反馈机制，贯通线上线下各类评价渠道，实现“好差评”

内容同标准提供、评价结果同源发布、差评结果在线反馈、评价数据自动生成。各地区、各部门政务服务平台应当

按标准接入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统一“好差评”页面，完整采集、适时报送评价数据。要建立评价数据安全

保障机制，确保数据真实可靠。 

第二十条  要切实保障企业和群众自愿自主评价权利，不得胁迫或者干扰企业和群众评价行为。鼓励办事企业和群

众实名评价，建立健全企业和群众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规范信息查询权限。对泄露评价企业和群众信息的单位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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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保障政务服务机构和工作人员举证解释和申诉申辩的权利，建立申诉复核机制，排除误评

和恶意差评。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政务服务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8.3.378）《行政效能责任追究暂行规定》(2009- 06- 08)     

http://drc.jiangxi.gov.cn/art/2009/6/8/art_14606_598403.html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效能责任追究暂行规定 

(二○○九年六月三日) 

一、为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和工作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江西省行政效能监察办法》，结合我委实际，制定本规定。 

二、本办法所称效能责任追究，是指委机关处室和委属单位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影响机关效能，贻

误工作，损害公共利益或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依照本办法追究其效能责任。 

三、本款所称不履行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不正确履行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

及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权限和规定时限履行职责的情形。 

四、 追究效能责任，坚持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组织处理与纪律处分相结合的原则。 

五、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效能责任： 

（一）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事项和省委、省政府的决定以及委党组作出的各项规定拖延不办的； 

（二）对工作不认真抓落实、搞形式走过场，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三）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敷衍了事、推诿扯皮，造成不良影响和结果的； 

（四）对不属本委职权范围或不宜由本委办理的事项，不说明、不告知、不指导、不帮助，置之不理，造成不良影

响和后果的； 

（五）无正当理由不受理来信来访，造成越级上访和群体上访的； 

（六）违反首问责任制，举止不文明，服务不周到，群众不满意，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七）违反一次性告知制，致使服务对象多次往返，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八）违反限时办结制，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办结有关事项或作出明确答复，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九）腐化堕落，以权谋私，“吃、拿、卡、要、报”，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 

（十）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党纪政纪条规和制度规定 的。 

六、委效能办根据下列情形确定行政效能责任追究事项： 

（一）省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的部署和要求； 

（二）本委的中心工作和工作重点； 

（三）省效能办转办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关行政效能问题的投诉。 

七、委效能办采取下列方式开展行政效能责任追究： 

（一）对工作人员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二）对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开展工作、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三）对行政效能投诉反映的问题和违反行政效能建设有关规定，严重影响行政效能的案件进行调查； 

（四）对工作人员进行考核评议； 

（五）通过建立监测点和聘请监督员对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测评。 

八、行政效能责任追究，由委效能办会同相关处室共同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 

九、调查组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行调查，核定有关事宜、收集证据并听取被调查人意见。调查结束后，调查组写

出调查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 

十、根据调查报告决定是否追究责任并视情节提交主任办公会研究决定。决定追究责任的，由委效能办制作书面决

定并送达被追究人，处理决定应当说明错误事实、处理理由和依据;决定不予追究责任的，由委效能办书面告之被调

查的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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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责任追究的种类： 

（一）诫勉谈话；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停职检查； 

（五）调离工作岗位； 

（六）给予行政处分； 

（七）劝其引咎辞职； 

（八）免职； 

责任追究的种类应当根据行为人过错原因、性质、程度、后果及认错态度，单独或者合并使用。 

十二、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理： 

（一）受到行政效能责任追究一年内，又因影响行政效能行为应当受到追究的； 

（二）干扰、阻挠调查处理的； 

（三）打击报复举报人、投诉人的。 

十三、工作人员凡被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的，在当年度考核中不得评为“优秀”等次；受停职检查以上责任追究的，

在当年度考核中不得评为“称职”及以上等次，其所在处室或单位不得评优评先。 

十四、工作人员对行政效能责任追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申请复核或者申诉。复查、复核期间，不停止

原决定的执行。 

十五、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8.3.379）《关于印发 2012 年度市县政府考核评价实施意见的通知》(赣府厅发〔2012〕63 号) 

http://zfgb.jiangxi.gov.cn/art/2012/9/17/art_10784_664046.html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2 年度市县政府考核评价实施意见的通知 

赣府厅发〔2012〕63 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2012 年度市县政府考核评价实施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此件主动公开） 

2012 年度市县政府考核评价实施意见 

为激励引导全省各地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加快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现就做好 2012 年度市县政府考核评价工

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考核评价的内容 

考核评价内容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发展、农业发展、服务业发展（含旅游业发展，下同）、生态环境建设、和

谐社会建设、新型城镇化（含城市建设，下同）、财政收入上台阶八个单项，除财政收入上台阶外的各项考核评价

指标（项目）见附件 1—7。 

对设区市的考核评价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发展、服务业发展、和谐社会建设、新型城镇化五个单项。 

对县（市、区）的考核评价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发展、农业发展、服务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和谐社会建设、

新型城镇化、财政收入上台阶八个单项。 

二、考核评价的方法 

（一）计分方法。 

1.单个指标（项目）的计分采取功效系数法、直接扣分、直接加分或计分的方法。 

(1）动态性指标：采取功效系数法计分，即将参评市、县（区）的指标值由大到小排序，最大的计 100 分，最小的

计 60 分，其他的采取〔（本市、县（区）值-最小值）×40/（最大值-最小值）〕＋60 的公式计算方法确定得分。 

(2）控制性指标：以未发生为满分，按发生数扣除一定数量的分值，扣完为止。 

耕地保有量：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计满分，未实现的扣 3 分，且每减少耕地超过 1％再扣 3 分，但通过缴纳开垦费

异地平衡的扣 0.5 分。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提高值：提高 1 个百分点计满分，每少 0.1 个百分点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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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空气质量达到Ⅰ级的计满分，每降低一级扣 2 分。 

出生政策符合率：完成计划的计满分，每低 1 个百分点扣 0.5 分。 

出生人口性别比：低于全省平均值和上年数值的计满分，高于上年数值的计零分；高于全省平均值的，降幅高于全

省平均值的扣 1 分、降幅低于全省平均值的扣 1.5 分。 

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未超过目标控制数的计满分，超过的相应扣分。 

(3）鼓励性指标：以未发生或未达到目标为零分，按发生数或达到目标计算分值，最高为满分。 

服务业重大平台和载体建设：每完成一个省级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省级服务业龙头企业

分别加 2 分、1 分和 0.5 分，满分 8 分。 

(4）其他指标：水利改革发展、气象灾害防御、旅游综合收入相当于 GDP 比重、“一大四小”造林绿化合格率、非

正常进京赴省上访人次、省长手机信箱办结率、应急管理、公众安全感民意调查指数、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合

格率、科技创新“六个一”工程实施进程、民生工程目标完成程度、民生工程群众满意度民意调查指数、行政执法

合法率、机构编制管理、廉政建设指数、城市建设等指标分别由省考核评价责任部门负责制定具体评分办法。 

2.综合计分采用加权平均法。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发展、农业发展、服务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

新型城镇化七个单项的综合得分按照其中的指标（项目）得分和相应权重进行加权平均。 

（二）数据来源。 

为提高考核评价数据的真实性，促进考核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公正，考核评价工作所需的市、县（区）数据统一由

省考核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考核办）确定具体指标（项目）的省考核评价责任部门组织调查、审

定和报送。同时，由省统计局牵头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单位和市、县（区）政府完善考核评价指标统计报表制度，

并将考核评价指标的统计调查任务纳入正常的统计工作之中。各项考核评价指标的口径、范围、计算方法，由省考

核办另行发文。 

三、考核评价的程序 

（一）数据报送。 

1．各设区市政府按照本实施意见进行自评，同时对所辖的县（市、区）政府进行考核评价，并于 2013 年 2 月底前

将本市自评结果和对所辖的县（市、区）政府考核评价结果以及相关数据资料报送省考核办（分别报送至省政府办

公厅综合处和省统计局综合处，下同）。 

2．省考核评价责任部门于 2013 年 2 月底前将 11 个设区市和 100 个县（市、区）的相关考核评价数据报省考核办。 

（二）数据审核。 

省考核办根据各设区市政府和省考核评价责任部门报送的考核评价数据进行逐项对比审核，对有出入的数据进行核

实。考核评价数据原则上以省考核评价责任部门报送的数据为准。 

（三）考评结果。 

1．省考核办按计分方法，计算各市、县(区)单个指标（或项目）的分值和各个单项的总分。设区市按得分高低依次

排序，县（市、区）根据考核评价排序情况提交初选名单，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发展、农业发展、服务业发展

各 8 个，生态环境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新型城镇化各 5 个。财政收入首次迈入十亿元、二十亿元、三十亿元（以

此类推）行列的县（市、区）名单由省财政厅负责确定。 

2．省考核办于 2013 年 3 月 10 日前将设区市排名和各项先进县（市、区）初选名单意见送省考核评价工作领导小

组审核，并报省委、省政府审定。 

3．在评选先进时，凡主要领导违反计划生育，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列为信访重点管理的县

（市、区），均实行“一票否决”。同时，和谐社会建设先进市、县（区）必须是省委、省政府表彰的信访“三无”

先进市、县(区)。 

四、考核评价的表彰 

根据考评结果，省委、省政府于 2013 年 6 月底前对先进市、县（区）进行表彰，并给予一定的奖励。具体如下： 

1.对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发展、服务业发展、和谐社会建设、新型城镇化考核评价得分前两名的设区市进行表彰奖

励。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先进设区市奖励 200 万元，其他四个奖项先进设区市各奖励 150 万元。以上奖项一个设区市

最多只能获得两个。 

2.对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发展、农业发展、服务业发展考核评价得分前六名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新型

城镇化考核评价得分前三名的县（市、区）进行表彰奖励，其中服务业发展先进县（市、区）中不少于两个旅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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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先进县（市、区）。固定资产投资先进县（市、区）奖励 120 万元，工业发展、农业发展、服务业发展先进县（市、

区）各奖励 100 万元，生态环境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先进县（市、区）各奖励 60 万元。以上奖

项一个县（市、区）最多只能获得两个，且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发展、农业发展、服务业发展四个奖项不能重复获

得。 

3.财政收入先进县（市、区）表彰奖励数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财政收入首次迈入十亿元、二十亿元、三十亿元等

行列的县（市、区）分别奖励 150 万元、200 万元和 300 万元（以此类推）。 

五、考核评价的要求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考核评价数据的质量管理，坚决防止相互攀比、虚报瞒报、弄虚作假、骗取政绩等违法行为

的发生。对于上述违法行为，一经查实，将取消评比资格，公开通报批评，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 

附件：1.市县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考核评价指标 

2.市县政府工业发展考核评价指标 

3.县（市、区）政府农业发展考核评价指标 

4.市县政府服务业发展考核评价指标 

5.县（市、区）政府生态环境建设考核评价指标 

6.市县政府和谐社会建设考核评价指标 

7.市县政府新型城镇化考核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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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80）《关于印发对市县政府六项考核评价体系的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赣府厅发〔2007〕65 号 2007 年 8

月 26 日) 

http://59.55.120.118/art/2007/11/22/art_14774_622644.html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对市县政府六项考核评价体系的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赣府厅发〔2007〕65 号 2007 年 8 月 26 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关于对市县政府六项考核评价体系的实施方案（试行）》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对市县政府六项考核评价体系的实施方案(试行) 

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对市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引导和有效服务，省政府决定采用经济发展、资源

节约和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社会稳定、“民生工程”、政务环境等 6 个方面的指标体系，对市县政府进行考核评价，

引导各级政府抓住关键，积极有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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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评原则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体现

科学引导、客观公正、切合实际、讲求实效的原则。在评价中把握“四个注重”： 

1 注重实绩。着眼于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引导各级政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

史、人民检验的政绩。 

2 注重本质。突出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抓住重点领域、重点目标、重点任务，防止面面俱到。 

3 注重民意。把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摆在突出位置，在社会稳定、“民生工程”、政务环境三个方面，进行民意

调查，体现民意。 

4 注重操作性。评价指标具有通用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简明扼要，客观准确。 

二、考评内容 

考评内容分为 6 项： 

1 经济发展方面，主要考评成效、水平、后劲等情况； 

2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主要考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情况； 

3 社会发展方面，主要考评人口质量、社会事业、城乡建设等情况； 

4 社会稳定方面，主要考评安全生产、信访工作、群体性事件、公众安全感等情况； 

5“民生工程”方面，主要考评就业和再就业、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住房、扶贫、城乡居民

收入、公众满意度等情况； 

6 政务环境方面，主要考评投诉、政务公开、办事效率、为基层群众服务、廉政建设等情况。 

三、考评程序 

1 考评分年度、分层级进行。省政府直接考评设区市政府，并对县（市、区）进行测评；各设区市政府依照省政府

的考评方案，结合当地情况，对所辖的县(市、区)政府进行考评。 

2 每年 1 月底以前各设区市政府对照《实施方案》进行自评，并将自评结果与相关数据资料上报省考核评价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3 省考核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上报的自评结果与相关资料数据分送有关责任部门核查；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

在省考核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指导、监督下，独立进行民意测评。 

4 每年 2 月下旬，省考核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把核查后的考评结果上报省考核评价领导小组审核 

并由省政府确定后报呈省委。 

四、组织领导 

考核评价工作在省政府领导下进行。为加强对考评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成立省考核评价工作领导小组, 

由凌成兴常务副省长担任组长，省政府办公厅、省监察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信访局、省人事厅、省劳动保

障厅、省统计局、省经贸委、省安监局、省建设厅、省环保局、省合作办、省外经贸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

国土厅、省扶贫办、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卫生厅、省计生委、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等部门的主要负

责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从有关厅局抽调组成。 

附件：1.经济发展考核评价指标 

2.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考核评价指标 

3.社会发展考核评价指标 

4.社会稳定考核评价指标 

5.“民生工程”考核评价指标 

6.政务环境考核评价指标 

7.六项考核评价体系单项指标计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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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81）《江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办法》(江西省政府令第 233 号 2018 年 06月 19 日) 

http://www.xinjian.gov.cn/Item/83232.aspx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19/6/14/art_21268_699600.html  

江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233 号  

《江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办法》已经 2018 年 5 月 30 日省人民政府第 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省长 刘奇  

2018 年 6 月 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江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办法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经费管理  

第三章 资产管理  

第四章 服务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机关事务工作，保障机关正常运行，降低机关运行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根据《机关事务管

理条例》以及国家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以下简称政府各部门）的机关事务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机关事务，是指为保障机关正常运行所需的经费管理、资产管理和后勤服务管理等相关事项。  

全省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按照《江西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条 机关事务管理工作遵循集中统一、保障公务、厉行节约、务实高效、公开透明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明确负责本级机关事务工作的主管部门，推进本级机关事务工作集中统一管理，建立

健全管理制度和标准，统筹配置和节约利用资源。  

政府各部门应当集中管理本部门的机关事务，严格执行机关事务管理制度和标准。  

第五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主管部门指导下级政府有关机关事务工作，主管本级政府机关事务工作。  

县级以上发展改革、财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本级机关事务管理相关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建立健全机关运行经费公开制度，定期公布公务接待

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等机关运行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坚持机关事务管理和后勤服务职能分开的原则，分类推进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

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优化服务资源，降低服务成本。  

 

第二章 经费管理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机关运行经费管理，按照保障需要、节俭实用的原则，规范资金使用审

批程序、内部审计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本办法所称机关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机关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第九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机关运行的基本需求，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机关运行所需要的实物定额和服务标准，保障服务的均等和统一。  

机关运行实物定额主要包括办公用房、公务用车、办公设备、办公家具以及水、电等能源资源等保障机关运行所需

实物的数量、质量、技术等标准。  

机关运行服务标准主要包括会议、差旅、培训、物业服务等保障机关运行所需服务的内容和等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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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实物定额和服务标准，参考有关物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组织制定并适时调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支出定额标准和有关开支标准。  

政府各部门应当根据预算支出定额标准，结合工作职责、性质和特点，按照总额控制、从严从紧的原则，采取定员

定额方式编制本部门运行经费预算，报本级财政部门审核。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控

制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在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总额中的规模和比例。  

政府各部门应当按照预算的有关规定编制、执行和调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执行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不得超预

算或者无预算支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其他预算资金用于公务接待、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或者因公出国（境）

等。  

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应当纳入省公务消费网络监管平台，实行网络实时监管。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级政府各部门的实际需求，统一组织实施本级机关的办公用房管

理、公务用车配备更新、后勤服务等事务，经费管理按照国家预算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全面实行公务卡使用制度，严格执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规范公务卡财务报销管理。凡纳入目录的办公

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公务支出项目，除按规定实行财政直接支付或者

银行转账外，应使用公务卡结算。  

第十四条 政府各部门应当严格执行经费预算和资产配置标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采购机关运行所需货物、工

程和服务，不得违反规定以任何方式和理由指定或者变相指定品牌、型号、产地。  

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诚实信用原则，满足节能环保的要求，不得采购奢侈品、超标准的服务。  

第十五条 政府各部门应当按照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合理确定采购需求，不得违反规定自行采购或者以任

何方式规避政府集中采购。  

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规范采购行为，缩短采购周期，提高采购效率，降低采购成本，保

证采购质量，发挥规模效益。  

 

第三章 资产管理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机关资产的管理，确保资产安全完整。县级以上机关事务主管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制定和组织实施机关资产管理的具体制度，并接受财政等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机关资产管理的规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节能环保要求和机关运行的基本需

求，结合机关事务管理实际，分类制定机关资产配置标准，确定资产数量、价格、性能和最低使用年限。  

政府各部门应当按照中央和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编制本部门资产配置计划，建立资产采购、

出入库登记、保管清查、领用交回、处置报废等日常使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资产账卡和使用档案，定期进行资产

清查盘点。  

第十八条 政府各部门闲置、超标准配置的资产以及召开重大会议、举办大型活动临时购置的资产，应当由本级机关

事务主管部门，统一收回、集中管理、调剂使用。  

机关发生分立、撤销、合并、改制、隶属关系改变等机构变动，应当依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相关规定，对

占有、使用的资产进行清查登记，并按有关规定程序进行处置，收益上缴国库。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改造、租赁、购买或者建设等方式集中统一筹措周转住房，

保障公务人员的短期住房需求。  

第二十条 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合规、科学规划、规范配置、有效利用、厉行节约的原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健全机关办公用房集中统一管理制度，统一规划、统一权属、统一配置、统一处置。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办公用房有关管理部门负责本级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工作，指导下级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主管部门负责本级机关办公用房的规划、权属、调剂、使用监管、维修等；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建

设项目审批；财政部门负责预算安排、指导开展资产管理等。涉及办公用房租用、转换用途、置换、拍卖、拆除等

处置利用的，由机关事务主管部门提出处置意见，财政部门审核，其中重大办公用房处置事项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级机关用地实行统一管理，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总体规划时，应当统

筹安排本级机关办公用房用地，有效保障上级机关办公用房用地需求。  

机关事务、发展改革、财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级办公用房配置保障规划，按照经济实用、优先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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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的原则，优化办公用房布局，推进集中或者相对集中办公，共用配套附属设施。  

第二十三条 机关办公用房权属统一登记至本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名下。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等特殊情况的，经

机关事务主管部门核准，可以将办公用房权属登记在使用单位名下。办公用房权属是指办公用房的房屋所有权、土

地使用权等不动产权利。  

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垂直管理机构、派出机构办公用房权属登记在其行政主管部门名下。  

因历史资料缺失、权属不清等问题无法登记的，由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协调有关部门进行办公用房权属备案，使用单

位不得自行处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办公用房清查盘点、信息统计报告、档案管理制度。机关事务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

革、财政、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推进本级办公用房管理实现信息完备、资源共享、动态管理。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标准，对本级机关办公用房建筑面积、工作

人员办公室使用面积进行核定，统一配置本级机关办公用房，配置方式包括调剂、置换、租用、建设。  

政府各部门因机构撤并、超过核定面积标准或者闲置等原因需腾退的办公用房，应当移交本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统

一调剂使用。  

政府各部门因机构增设、职能调整等原因确需增加办公用房的，本部门现有办公用房无法调剂解决的，由机关事务

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一配置。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应当与使用单位签订办公用房使用协议，核发办公用房分配使用凭证。办公

用房分配使用凭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用于办理使用单位法人登记、集体户籍、大中修项目施工许可等，不得用于出

租、出借、经营。  

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购买物业服务机制，实现办公用房物业服务社会化、专业化，推进统一物业管理服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级办公用房物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费用定额。  

第二十六条 办公用房维修应当以消除安全隐患、符合安全保密要求、恢复和完善使用功能、降低能源消耗为原则，

严格执行维修标准。  

办公用房维修包括日常维修和大中修。使用单位负责办公用房的日常检查和维修，所需资金通过部门预算安排。确

需大中修的，由使用单位向本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机关事务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大中修项目，大中修项目

审批程序严格按照本级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集中办公区办公用房日常维修及大中修项目由机关事务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实施。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置利用机关闲置办公用房，避免资源浪费。处置利用党政机关办

公用房涉及权属、用途等变更的，应当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处置可以采取调剂使用、转换用途、置换、出租、拍卖、

拆除等方式，处置所获收益按照非税收入有关规定管理。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主管部门负责本级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公务用车管理制度，指导监督下

级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工作。  

机关事务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实行统一编制、统一标准、统一购置经费、统一采购配备管理。省机关

事务管理局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制定全省公务用车管理办法。  

第二十九条 机关公务用车实行编制管理。车辆编制根据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工作需要等因素确定。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机要通信用车、应急保障用车和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编制。  

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执法执勤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编制，并送本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条 机关事务主管部门根据公务用车配备更新标准和现状，编制年度公务用车配备更新计划。财政部门根据年

度公务用车配备更新计划，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统筹安排购置经费。  

财政部门会同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制定公务用车运行费用定额标准，统筹安排公务用车运行费用，列入各部门预算。  

政府各部门应当配备使用国产汽车，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按照规定逐步扩大新能源汽车配备比例。  

政府各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公务用车管理制度，不得违规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不得为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

置或者豪华内饰，不得挪用或者固定给个人使用执法执勤、机要通信等公务用车，不得换用、借用、占用下级单位

和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车辆，不得擅自接受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赠送的车辆。  

第三十一条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推进全省公务用车信息化平台建设，提高公务用车管理运行效率。县级以上机关

事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公务用车平台建设，提高平台的规范化管理水平。除涉及国家安全、侦查办案和其他有保密

要求的车辆外，公务用车统一实行标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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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各部门应当加强公务用车的规范管理，落实使用登记、指定地点停放、节假日封存停驶等措施，实行公务用车

定点保险、定点维修、定点加油制度，健全公务用车油耗、运行费用单车核算和年度绩效评价制度。合理配置公务

用车资源，创新公务交通提供方式，减少公务用车长途行驶。  

公务用车按照规定更新的，应当采取拍卖、厂家回收、报废等方式规范处置旧车。处置收入按照非税收入有关规定

管理。  

第四章 服务管理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统一的机关后勤服务管理制度，确定服务项目和标准，加强对各部

门机关后勤服务的指导和监督，合理配置和节约使用后勤服务资源。  

政府各部门应当建立本部门后勤服务管理制度，按照规定的项目和标准组织提供后勤服务，并将管理制度报本级机

关事务主管部门备案。  

集中办公区域的后勤服务由本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合理建设和配置后勤服务设施，共享共用后勤服务资

源，不得重复建设和配置。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为机关提供专业化服务。  

政府各部门应当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规定，根据后勤服务项目和标准，选择具有相应资质或者能力的社会服务

机构承接后勤服务工作，推行机关事务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制度。  

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工商、财政等部门按照服务项目，制定本级机关后勤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政府各部门应当按照合同示范文本，与社会服务机构签订服务合同，并报本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机关物业、食堂餐饮、会议服务、公务接待和公务用车等后勤

服务社会化质量考核标准化评价体系，指导本级政府各部门对履约情况、后勤服务质量进行全面考核、综合评价，

评价结果作为选择服务承接主体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坚持务实节俭、简化礼仪的原则，确定公务接待的范围和标准，规范公务接待。  

政府各部门应当加强国内公务接待管理，严格执行国内公务接待制度，规范接待程序，不得超标准、超范围安排接

待。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级政府各部门和下级政府机关事务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违法违

纪行为。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主管部门以及发展改革、财政、审计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分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

对机关运行经费、资产和服务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依法进行核实、处理。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由有权处理机关对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

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超预算、超标准开支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或者挪用其他预算资金用于

公务接待、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因公出国（境）的；  

（二）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办公用房、办公设备、办公用品、办公家具等资产的；  

（三）超出规定的项目或者标准提供后勤服务的；  

（四）擅自将办公用房权属登记在本单位或所属单位名下，或者不配合办理权属登记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配置、借用、处置、大中修办公用房的；  

（六）违反公务用车编制管理和使用管理有关规定的；  

（七）其他违反有关机关事务管理规定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省其他国家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有关人民团体的机关事务管理活动，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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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82）《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2013 年 12月 8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43.htm  

http://www.ccps.gov.cn/zt/lxyzxxjy/dnfgzd/201812/t20181211_117259.shtml  

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2013 年 12 月 8 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根据《党

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工会、共

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的国内公务接待行为。 

  本规定所称国内公务，是指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 

  第三条 国内公务接待应当坚持有利公务、务实节俭、严格标准、简化礼仪、高效透明、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

惯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部门应当结合当地实际，完善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制度，制定国内公务接待

标准。 

  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部门负责管理本级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工作，指导下级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

待工作。 

  乡镇党委、政府应当加强国内公务接待管理，严格执行有关管理规定和开支标准。 

  第五条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加强公务外出计划管理，科学安排和严格控制外出的时间、内容、路线、频率、人

员数量，禁止异地部门间没有特别需要的一般性学习交流、考察调研，禁止重复性考察，禁止以各种名义和方式变

相旅游，禁止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和活动。 

  公务外出确需接待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告知内容、行程和人员。 

  第六条 接待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国内公务接待范围，不得用公款报销或者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国家工作人员不得要求将休假、探亲、旅游等活动纳入国内公务接待范围。 

  第七条 接待单位应当根据规定的接待范围，严格接待审批控制，对能够合并的公务接待统筹安排。无公函的

公务活动和来访人员一律不予接待。 

  公务活动结束后，接待单位应当如实填写接待清单，并由相关负责人审签。接待清单包括接待对象的单位、姓

名、职务和公务活动项目、时间、场所、费用等内容。 

  第八条 国内公务接待不得在机场、车站、码头和辖区边界组织迎送活动，不得跨地区迎送，不得张贴悬挂标

语横幅，不得安排群众迎送，不得铺设迎宾地毯；地区、部门主要负责人不得参加迎送。严格控制陪同人数，不得

层层多人陪同。 

  接待单位安排的活动场所、活动项目和活动方式，应当有利于公务活动开展。安排外出考察调研的，应当深入

基层、深入群众，不得走过场、搞形式主义。 

  第九条 接待住宿应当严格执行差旅、会议管理的有关规定，在定点饭店或者机关内部接待场所安排，执行协

议价格。出差人员住宿费应当回本单位凭据报销，与会人员住宿费按会议费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住宿用房以标准间为主，接待省部级干部可以安排普通套间。接待单位不得超标准安排接待住房，不得额外配

发洗漱用品。 

  第十条 接待对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自行用餐。确因工作需要，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

餐人数。接待对象在 10 人以内的，陪餐人数不得超过 3 人；超过 10 人的，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 

  工作餐应当供应家常菜，不得提供鱼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

酒水，不得使用私人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 

  第十一条 国内公务接待的出行活动应当安排集中乘车，合理使用车型，严格控制随行车辆。 

  接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用警车，不得违反规定实行交通管控。确因安全需要安排警卫的，应当按照

规定的警卫界限、警卫规格执行，合理安排警力，尽可能缩小警戒范围，不得清场闭馆。 

  第十二条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国内公务接待经费的预算管理，合理限定接待费预算总额。公务接待费用

应当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单独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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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在接待费中列支应当由接待对象承担的差旅、会议、培训等费用，禁止以举办会议、培训为名列支、转移、

隐匿接待费开支；禁止向下级单位及其他单位、企业、个人转嫁接待费用，禁止在非税收入中坐支接待费用；禁止

借公务接待名义列支其他支出。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价格等实际情况，按照当地会议用餐标

准制定本级国内公务接待工作餐开支标准，并定期进行调整。接待住宿应当按照差旅费管理有关规定，执行接待对

象在当地的差旅住宿费标准。接待开支标准应当报上一级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部门、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接待费报销凭证应当包括财务票据、派出单位公函和接待清单。 

  接待费资金支付应当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公务卡管理有关规定执行。具备条件的地方应当采用银行转

账或者公务卡方式结算，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 

  第十五条 机关内部接待场所应当建立健全服务经营机制，推行企业化管理，推进劳动、用工和分配制度与市

场接轨，建立市场化的接待费结算机制，降低服务经营成本，提高资产使用效率，逐步实现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各级党政机关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内部接待场所，不得对机关内部接待场所进行超标准装修或者

装饰、超标准配置家具和电器。推进机关内部接待场所集中统一管理和利用，建立资源共享机制。 

  第十六条 接待单位不得超标准接待，不得组织旅游和与公务活动无关的参观，不得组织到营业性娱乐、健身

场所活动，不得安排专场文艺演出，不得以任何名义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纪念品和土特产品等。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本级党政机关各部门和下级党政机

关国内公务接待工作的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国内公务接待规章制度制定情况； 

  （二）国内公务接待标准执行情况； 

  （三）国内公务接待经费管理使用情况； 

  （四）国内公务接待信息公开情况； 

  （五）机关内部接待场所管理使用情况。 

  党政机关各部门应当定期汇总本部门国内公务接待情况，报同级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部门、财政部门、纪检

监察机关备案。 

  第十八条 财政部门应当对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经费开支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审计部门应当对党政机

关国内公务接待经费进行审计，并加强对机关内部接待场所的审计监督。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部门应当会同财政部门按年度组织公开本级国内公务接待制度规

定、标准、经费支出、接待场所、接待项目等有关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条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将国内公务接待工作纳入问责范围。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国内公务接待违规

违纪行为的查处，严肃追究接待单位相关负责人、直接责任人的党纪责任、行政责任并进行通报，涉嫌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积极推进国内公务接待服务社会化改革，有效利用社会资源为国内公务接待提供住宿、用餐、用

车等服务。推行接待用车定点服务制度。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应当依照本规定制定本地区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政府因招商引资等工作需要，接待除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其他因公来访人员，应当参照

本规定实行单独管理，明确标准，控制经费总额，注重实际效益，加强审批管理，强化审计监督，杜绝奢侈浪费。

严禁扩大接待范围、增加接待项目，严禁以招商引资为名变相安排公务接待。 

  第二十四条 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和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06 年 10 月 2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机

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8.3.383）《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2008年 7 月 16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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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 

（2008 年 7 月 16 日）  

  第一条 为了合理确定新录用公务员职务和级别，规范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工作，根据公务员法和相关法规，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应当在规定的机构规格、编制、职数限额以及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

层次的非领导职务范围内，按照拟任职务及其对应的级别进行。 

  第三条 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三十日内，应根据拟任职务的要求，按照公务员的条件、义务和纪律要求，对

新录用公务员进行任职考核。 

  第四条 考核合格的新录用公务员，按以下规定任职定级： 

  （一）直接从各类学校毕业生中录用的、没有工作经历的公务员：高中和中专毕业生，任命为办事员，定为二

十七级；大学专科毕业生，任命为科员，定为二十六级；大学本科毕业生、获得双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含

学制为六年以上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生班毕业和未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任命为科员，定为二十五级；获

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任命为副主任科员，定为二十四级；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任命为主任科员，定为二十二

级。 

  （二）其他新录用的公务员：原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可参考其原任职务与级别，比照本机关同等条件人员，确

定职务与级别。其他具有工作经历的，可根据其资历和工龄，比照本机关同等条件人员，确定职务与级别。 

  新录用公务员任职时间从试用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五条 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本人对试用期间的德、能、勤、绩、廉情况进行总结。 

  （二）所在机关对拟任职定级人员进行全面考核，提出拟任职务和拟定级别的意见。 

  （三）任免机关审批，下发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决定。 

  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后，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公务员登记。 

  第六条 新录用公务员在机关最低服务年限为五年（含试用期）。 

  第七条 对有下列违反本规定情形的，由县级以上领导机关或者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区别不同情况，

分别予以责令纠正或者宣布无效；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作出处理： 

  （一）突破机构规格、超职数进行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的； 

  （二）不按规定条件、程序进行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的； 

  （三）把试用期计入任职年限的； 

  （四）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本规定适用于综合管理类新录用公务员的任职定级。 

  在国家有关规定出台前，其他类别新录用公务员的任职定级，按照本规定办理。 

  第九条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新录用人员的任职定级工作，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7 年 3 月 28 日发布的《新录用国家公务员任职定级暂行规定》同时

废止。 

 

8.3.384）《公务员培训规定》(2008年 6 月 27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36.htm  

公务员培训规定 

（2008 年 6 月 27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公务员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根据公务员法、《干部

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公务员培训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务员队伍建设需要，按照职位职责要求和不同层次、不同类别

公务员特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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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公务员培训应当遵循理论联系实际、以人为本、全面发展、注重能力、学以致用、改革创新、科学管

理的原则。 

  第四条 公务员培训情况、学习成绩作为公务员考核的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 

  第五条 中共中央组织部主管全国公务员培训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指导协调全国

行政机关公务员培训工作。 

  中央机关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相关的公务员培训工作，指导本系统公务员业务培训。 

  地方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主管本辖区公务员培训工作。政府人事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指导协调本辖区行政机

关公务员培训工作。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相关的公务员培训工作。 

第二章 培训对象 

  第六条 公务员有接受培训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公务员培训的对象是全体公务员。机关根据公务员工作和职业发展需要安排公务员参加相应的培训。 

  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每 5 年应当参加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或经厅局级以上单位组织（人事）

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累计 3 个月以上的培训。 

  其他公务员参加脱产培训的时间一般每年累计不少于 12 天。 

  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实行公务员培训学时学分制。 

  第八条 公务员应当服从组织调训，遵守培训的规章制度，完成规定的培训任务。 

  公务员参加培训经考试、考核合格后，获得相应的培训结业证书。 

  第九条 公务员按规定参加脱产培训期间，其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与在岗人员相同。 

  第十条 法律法规对领导成员、后备领导人员和法官、检察官培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章 培训分类 

  第十一条 公务员培训分为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和在职培训。 

  第十二条 初任培训是对新录用公务员进行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理论、依法行政、公务员法和公务

员行为规范、机关工作方式方法等基本知识和技能，重点提高新录用公务员适应机关工作的能力。 

  初任培训由组织、人事部门统一组织。专业性较强的机关按照组织、人事部门的统一要求，可自行组织初任培

训。 

  初任培训应当在试用期内完成，时间不少于 12 天。 

  第十三条 任职培训是按照新任职务的要求，对晋升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进行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理

论、领导科学、政策法规、廉政教育及所任职务相关业务知识等，重点提高其胜任领导工作的能力。 

  任职培训应当在公务员任职前或任职后一年内进行。 

  担任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任职培训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30 天，担任乡科级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任职

培训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5 天。 

  调入机关任职以及在机关晋升为副调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依照前款规定参加

任职培训。 

  第十四条 专门业务培训是根据公务员从事专项工作的需要进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重点提高公务员的业

务工作能力。 

  专门业务培训的内容、时间和要求由机关根据需要确定。 

  第十五条 在职培训是对全体公务员进行的以更新知识、提高工作能力为目的的培训。 

  在职培训的内容、时间和要求由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和机关根据需要确定。 

  第十六条 对担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公务员，应当按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要求，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第十七条 没有参加初任培训或培训考试、考核不合格的新录用公务员，不能任职定级。 

  没有参加任职培训或培训考试、考核不合格的公务员，应及时进行补训。 

  专门业务培训考试、考核不合格的公务员，不得从事专门业务工作。 

  在职培训考试、考核不合格的公务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培训的公务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处分。 

第四章 培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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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 坚持和完善组织调训制度。 

  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制定公务员脱产培训计划，选调公务员参加脱产培训。公务员所在机关按照计划完成调训

任务。 

  第十九条 推行公务员自主选学。 

  组织、人事部门应当按照公务员个性化、差别化的培训需求，定期公布专题讲座等培训项目和相关要求。 

  鼓励公务员利用业余时间自主选择参加培训。 

  第二十条 建立健全公务员在职自学制度。 

  鼓励公务员本着工作需要、学用一致的原则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有关学历学位教育和其他学习。 

  公务员所在机关应当为公务员在职自学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二十一条 推广应用网络培训、远程教育、电化教育等手段，提高培训教学和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第二十二条 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开展公务员境外培训工作。 

第五章 培训保障 

  第二十三条 国家根据公务员培训工作需要加强培训机构建设，构建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布局合理、竞争有

序的公务员培训机构体系。 

  第二十四条 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应当按照职能分工开展公务员培训工作。 

  部门和系统的公务员培训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承担本部门和本系统的公务员培训任务。 

  其他培训机构经市（地）级以上组织、人事部门认可，可承担机关委托的公务员培训任务。 

  第二十五条 公务员培训机构应当按照素质优良、规模适当、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原则，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省级以上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建立公务员培训师资库，实现资源共享。 

  从事公务员培训工作的教师应当根据学员特点，有针对性地综合运用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

式等培训方法，提高培训质量。 

  第二十六条 建立统一规范、科学实用、各具特色的教材体系，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公务员培训的需要。 

  第二十七条 通过培训、交流等措施加强公务员培训管理者队伍建设。 

  第二十八条 公务员培训所需经费列入各级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并随着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对重要培训项

目予以重点保证。 

  加强对公务员培训经费的管理，提高培训经费使用效益。 

第六章 培训登记与评估 

  第二十九条 公务员的培训实行登记管理。 

  公务员所在机关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培训档案，对公务员参加培训的种类、内容、时间和考试考核结果等情况进

行登记。 

  第三十条 公务员的培训情况一般由公务员培训机构或培训主办单位记载，并及时反馈公务员所在机关。 

  公务员自学情况由公务员所在机关认可后予以登记。 

  第三十一条 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对公务员培训机构进行评估，评估内容主要包括培训方针、培训质量、师资

队伍、组织管理、基础设施、经费保障等。 

  公务员培训主办单位要对培训班进行评估，也可委托培训机构进行，评估内容主要包括培训方案、培训教学、

培训保障和培训效果等。 

  评估结果作为改进培训工作、提高培训质量的重要依据。 

第七章 监督与纪律 

  第三十二条 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对公务员培训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制止和纠正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公务员所在机关未按规定履行公务员培训职责的，由组织、人事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

给予通报批评。 

  第三十四条 公务员培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组织、人事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给予通报批评；

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对负有主要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一）采取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的； 

  （二）以公务员培训名义组织公费旅游或进行高消费活动的； 

  （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培训费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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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印发学历证、学位证、资格证、培训证的； 

  （五）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第三十五条 公务员在参加培训期间违反培训有关规定和纪律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的培训，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6 年 6 月 5 日印发的《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8.3.385）《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2008 年 5月 29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35.htm  

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 

 打印 （2008 年 5 月 29 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抗震救灾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对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的监督，防止抗震救灾款

物管理使用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严厉惩处违法违纪行为，保证抗震救灾款物及时用于灾民救助和群众基本生活，

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确保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有效进行，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作

如下规定。 

  一、严格禁止并严肃查处以赈灾、募捐名义诈骗、敛取不义之财行为。 

  有关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城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开展抗震救灾款物的募集活动要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进行，应当公开名称、地址、银行账号及接收捐赠情况，并将全部捐赠款物及时通过正规渠道送往灾区。对打着

赈灾、募捐旗号，非法募捐，诈骗民众钱财，敛取不义之财的，党内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行政给予开除处分。 

  二、严格禁止并严肃查处截留、挤占或者无故迟滞拨付、发放抗震救灾款物行为。 

  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协作、积极配合，提高抗震救灾款物运行效率和使用效益，不得截留、挤占或者无故迟滞

拨付、发放抗震救灾款物。违反规定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党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行政给予记大

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党内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行政给予开除处分。 

  三、严格禁止并严肃查处虚报、冒领抗震救灾款物行为。 

  各地区各部门应当如实上报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受灾情况，不得虚报灾情或者骗取、冒领抗震救灾款物。违

反规定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党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行政给予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

严重的，党内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行政给予开除处分。 

  四、严格禁止并严肃查处利用职权为自己、亲友和有关单位徇私发放或者有偿发放抗震救灾款物行为。 

  各地区各部门在抗震救灾款物分配使用过程中，要规范管理，保证抗震救灾款物的分配使用公平、公正。不得

利用职权为自己、亲友和有关单位徇私发放或者有偿发放抗震救灾款物。违反规定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党内给予严

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行政给予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党内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

籍处分，行政给予开除处分。 

  五、严格禁止并严肃查处擅自改变抗震救灾款物用途，挪作他用行为。 

  各地区各部门应当坚持专款专用、专项专用、重点使用、合理分配，定向捐赠的抗震救灾款物要尊重捐赠人的

意愿。不得向非灾区拨款；不得用于弥补救灾之外的其他社会救济费的不足；不得擅自扩大抗震救灾款物使用范围，

用于地方其他事业费和任何行政经费开支。违反规定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党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处分，行政给予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党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行政给予撤职或者开除

处分。 

  挪用抗震救灾款物归个人使用的，党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行政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

节严重的，党内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行政给予开除处分。 

  六、严格禁止并严肃查处擅自变卖抗震救灾物资行为。 

  对灾区不适用的境内救灾捐赠物资，经捐赠人书面同意，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后可以变卖。

对灾区不适用的境外救灾捐赠物资以及无法取得捐赠人同意的救灾捐赠物资，应当报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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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变卖救灾捐赠物资应当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统一组织实施。违反规定的，对有关

责任人员党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党内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行政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变卖抗震救灾捐赠物资所得款项，应当作为抗震救灾捐赠款管理、使用。 

  七、严格禁止并严肃查处故意违背政府应急救助和灾后重建规划使用抗震救灾款物行为。 

  各地区各部门对抗震救灾款物要依法管理、合理安排、科学调度，按照政府应急救助和灾后重建规划使用抗震

救灾款物。故意违反规定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党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处分，行政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

严重的，党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行政给予撤职处分。 

  八、严格禁止并严肃查处伪造、变造和毁损抗震救灾款物原始登记资料及相关账簿行为。 

  各地区各部门应当按照规定设立抗震救灾款物账户和登记制度，做到账目清楚、手续完备。不得伪造、变造、

私设抗震救灾款物会计账簿或者在非紧急情况下，不登记、不如实登记捐赠款物；不得违反规定填制、取得原始凭

证；不得违反规定保管抗震救灾款物原始登记资料，致使其毁损、灭失。违反规定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党内给予警

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行政给予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党内给予留党察看或者

开除党籍处分，行政给予开除处分。 

  故意毁损、灭失抗震救灾款物原始登记资料及相关账簿的，从重处分。 

  九、严格禁止并严肃查处隐瞒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分配信息，依照规定应当公开而不公开的行为。 

  各地区各单位要主动公开抗震救灾款物的来源、数量、种类和去向。市、县两级要重点公开抗震救灾款物的管

理、使用和分配情况。乡镇要重点公开抗震救灾款物的发放情况。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要公开发放的对象和原

则；公开上级拨来的抗震救灾款物数量；公开得款户、得物户的名单和数量。违反规定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党内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党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行政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十、严肃查处在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中玩忽职守、贻误工作行为。 

  有关部门和人员在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过程中，应当忠于职守、勤勉尽责，不得敷衍塞责、消极懈怠。对疏

于管理，致使抗震救灾款物被贪污、挪用、毁损、灭失或者浪费严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党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行政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党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行政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对因失职渎职影响灾民生活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加重或者从重处分。 

  十一、严肃查处贪污、私分抗震救灾款物行为。 

  经手管理使用抗震救灾款物应当手续完备、专款专用、专人负责、独立核算、账目清楚。对贪污抗震救灾款物

的，党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行政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党内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行政给予开除处分。 

  以集体名义将抗震救灾款物私分给个人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党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行政给

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党内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行政给予开除处分。 

  少数人私分抗震救灾款物的，以贪污论。 

  十二、有违反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有关规定行为的单位，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以及有违

反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有关规定行为的个人，应当承担纪律责任。属于下列人员，按照本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一）党员； 

  （二）行政机关公务员； 

  （三）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四）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五）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由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 

  （六）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十三、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纪从快、从严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

违反上述规定的案件隐瞒不报、压案不查、包庇袒护的，一经发现，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十四、本规定所称抗震救灾款物，是指各级财政投入、拨付的和社会捐赠的用于抗震救灾的资金、物资。 

  十五、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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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定发布前，有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违法违纪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依照本规定处理。 

 

8.3.386）《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2008 年 4月 1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34.htm  

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 

（2008 年 4 月 1 日） 

  按照党章规定向党组织交纳党费，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是党员对党组织应尽的义务。党费收缴、

使用和管理，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党费收缴、使用、管理工作，现作如下规定。 

  一、党费收缴 

  第一条 按月领取工资的党员，每月以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的、经常性的工资收入（税后）为计算基数，按规

定比例交纳党费。 

  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的、经常性的工资收入包括：机关工作人员（不含工人）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津贴补

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津贴补贴；机关工人的岗位工资、技术等级（职务）工

资、津贴补贴；企业人员工资收入中的固定部分（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活的部分（奖金）。 

  第二条 党员交纳党费的比例为：每月工资收入（税后）在 3000 元以下（含 3000 元）者，交纳月工资收入的

0．5％；3000 元以上至 5000 元（含 5000 元）者，交纳 1％；5000 元以上至 10000 元（含 10000 元）者，交纳

1．5％；10000 元以上者，交纳 2％。 

  第三条 实行年薪制人员中的党员，每月以当月实际领取的薪酬收入为计算基数，参照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交

纳党费。 

  第四条 不按月取得收入的个体经营者等人员中的党员，每月以个人上季度月平均纯收入为计算基数，参照第

一条、第二条规定交纳党费。 

  第五条 离退休干部、职工中的党员，每月以实际领取的离退休费总额或养老金总额为计算基数，5000 元以下

（含 5000 元）的按 0．5％交纳党费，5000 元以上的按 1％交纳党费。 

  第六条 农民党员每月交纳党费 0．2 元—1 元。学生党员、下岗失业的党员、依靠抚恤或救济生活的党员、领

取当地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党员，每月交纳党费 0．2 元。 

  第七条 交纳党费确有困难的党员，经党支部研究，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后，可以少交或免交党费。 

  第八条 预备党员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预备党员之日起交纳党费。 

  第九条 党员一般应当向其正式组织关系所在的党支部交纳党费。持《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的党员，

外出期间可以持证向流入地党组织交纳党费。 

  第十条 党员工资收入发生变化后，从按新工资标准领取工资的当月起，以新的工资收入为基数，按照规定比

例交纳党费。 

  第十一条 党员自愿多交党费不限。自愿一次多交纳 1000 元以上的党费，全部上缴中央。具体办法是：由所

在基层党委代收，并提供该党员的简要情况，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

机关工委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中央各金融机构党委组织部，铁道部政治部、民航总局党委组织部，解放军

总政治部组织部转交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给本人出具收据。 

  第十二条 党员应当增强党员意识，主动按月交纳党费。遇到特殊情况，经党支部同意，可以每季度交纳一次

党费，也可以委托其亲属或者其他党员代为交纳或者补交党费。补交党费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6 个月。 

  第十三条 对不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党员，其所在党组织应及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限期改正。对无正当理由，

连续 6 个月不交纳党费的党员，按自行脱党处理。 

  第十四条 党组织应当按照规定收缴党员党费，不得垫交或扣缴党员党费，不得要求党员交纳规定以外的各种

名目的“特殊党费”。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中央各

金融机构党委，铁道部政治部，民航总局党委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每年按全年党员实交党费总数的 5％上缴中央。

上缴中央的党费应当于次年 4 月底前汇入中央组织部党费账户，不得少缴或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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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铁路、民航系统党的关系在地方的党委，每年按照全年党员实交党费总数的 10％向所在地方党委

上缴党费。中国人民银行的地市级分支机构和中央其他金融机构的省级分支机构党委，每年按本地本系统党员全年

实交党费总数的 5％向所在地方党委上缴党费，其他派出机构和下属单位党委不再向地方党委上缴党费。 

  二、党费使用 

  第十七条 使用党费应当坚持统筹安排、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 

  第十八条 使用党费要向农村、街道社区和其他有困难的基层党组织倾斜。 

  第十九条 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其具体使用范围包括：（1）培训党员；（2）

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和设备；（3）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

务工作者；（4）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5）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党员和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 

  第二十条 使用和下拨党费，必须集体讨论决定，不得个人或者少数人说了算。 

  第二十一条 请求下拨党费的请示，应当向上一级党组织提出，不得越级申请。上级党组织下拨的党费，必须

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三、党费管理 

  第二十二条 党费由党委组织部门代党委统一管理。党费的具体管理工作由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承担党员教育管

理职能的内设机构承办。 

  第二十三条 党费的具体财务工作由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内设的财务机构或者同级党委的财务机构代办。必须指

定专人负责，实行会计、出纳分设。党费会计核算和会计档案管理，参照财政部制定的《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执行。 

  第二十四条 党费应当以党委或党委组织部门的名义单独设立银行账户，必须存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不得存入其它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党费利息

是党费收入的一部分，不得挪作他用。依法保障党费安全，不得利用党费账户从事经济活动，不得将党费用于购买

国债以外的投资。 

  第二十五条 党委组织部门要加强对党费管理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党费管理工作人

员，必须先培训，后上岗。党费管理工作人员变动时，要严格按照党费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财务制度办好交接手续。 

  第二十六条 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情况要作为党务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基层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委员

会应当在党员大会或者党的代表大会上，向大会报告（或书面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接受党员或者党

的代表大会代表的审议和监督。各级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应当每年向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组织部门报告党费收缴、使

用和管理情况，同时向下级党组织通报。党支部应当每年向党员公布一次党费收缴情况。 

  第二十七条 党的地方委员会和基层委员会可以留存党费。具体留存单位和留存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党委，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中央各金融机构党委，铁道部政治部，民航

总局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确定，留存比例应当向基层倾斜。 

  第二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部，国务院国资

委党委、中央各金融机构党委组织部，铁道部政治部、民航总局党委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每年 4 月底

前就上年度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向中央组织部提交书面报告。报告内容是：上年度党费收缴、使用和结存的

数额；党费开支的主要项目；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意见和建议等。 

  第二十九条 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每年要检查一次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纠

正。 

  第三十条 对违反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规定的，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及有关规定严肃查处，触

犯刑律的依法处理。 

  第三十一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的党组织收缴、使用和管理党费的办法，由解放军总

政治部参照本规定制定。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过去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8.3.387）《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2008 年 2 月 29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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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 

（2008 年 2 月 29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公务员职务管理，合理任用公务员，规范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工作，根据公务员法和有

关法律、法规、章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公务员的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必须贯彻党的干部路线和方针，坚持下列原则： 

  （一）党管干部原则； 

  （二）任人唯贤、德才兼备、注重实绩原则； 

  （三）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委任制公务员。 

  选任制公务员以及法官、检察官职务的任免、升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执行。 

  聘任制公务员的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另行规定。 

  第四条 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工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 

  第五条 领导成员职务应当按照规定实行任期制。 

第二章 任 职 

  第六条 公务员任职，按照公务员职务序列，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职数内进行，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 

  第七条 公务员任职，应当具备拟任职务所要求的条件和资格。 

  第八条 公务员任职，应当符合交流和回避等有关规定。 

  第九条 公务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任职： 

  （一）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的； 

  （二）通过调任、公开选拔等方式进入公务员队伍的； 

  （三）晋升或者降低职务的； 

  （四）转任、挂职锻炼的； 

  （五）免职后需要新任职务的； 

  （六）其他原因需要任职的。 

  第十条 公务员任职，一般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按照有关规定提出拟任职人选； 

  （二）根据职位要求对拟任职人选进行考察或者了解； 

  （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集体讨论决定； 

  （四）按照规定履行任职手续。 

  第十一条 公务员职务的任职时间，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有关规定计算。 

  第十二条 公务员任职时，应当按照规定确定级别。 

  第十三条 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任职务的，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 

第三章 免 职 

  第十四条 公务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免职： 

  （一）晋升职务后需要免去原任职务的； 

  （二）降低职务的； 

  （三）转任的； 

  （四）辞职或者调出机关的； 

  （五）非组织选派，离职学习期限超过一年的； 

  （六）退休的； 

  （七）其他原因需要免职的。 

  第十五条 公务员免职，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提出免职建议； 

  （二）对免职事由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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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集体讨论决定； 

  （四）按照规定履行免职手续。 

  第十六条 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职务自然免除，可不再办理免职手续，由所在单位报任免机关备案： 

  （一）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劳动教养的； 

  （二）受到撤职以上处分的； 

  （三）被辞退的； 

  （四）法律、法规及有关章程有其他规定的。 

第四章 晋升职务 

  第十七条 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具备拟任职务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文化程度和任职经历等方

面的条件和资格。 

  第十八条 公务员晋升职务，在规定任职资格年限内的年度考核结果均为称职以上等次。 

  第十九条 晋升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应当具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有关法律、法

规、章程规定的资格。 

  晋升乡科级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应当符合下列资格条件： 

  （一）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 

  （二）晋升乡科级正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副乡科级职务两年以上； 

  （三）晋升乡科级副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科员级职务三年以上； 

  （四）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五）其他应当具备的资格。 

  第二十条 晋升综合管理类非领导职务须具备下列任职年限条件： 

  （一）晋升巡视员职务，应当任厅局级副职领导职务或者副巡视员五年以上； 

  （二）晋升副巡视员职务，应当任县处级正职领导职务或者调研员五年以上； 

  （三）晋升调研员职务，应当任县处级副职领导职务或者副调研员四年以上； 

  （四）晋升副调研员职务，应当任乡科级正职领导职务或者主任科员四年以上； 

  （五）晋升主任科员职务，应当任乡科级副职领导职务或者副主任科员三年以上； 

  （六）晋升副主任科员职务，应当任科员三年以上； 

  （七）晋升科员职务，应当任办事员三年以上。 ． 

  晋升综合管理类以外其他职位类别非领导职务所需的任职年限条件，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逐级晋升。 

  特别优秀的公务员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破格或者越级晋升职务。破格和越级晋升条件和程序另行规定。 

  第二十二条 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民主推荐，确定考察对象； 

  （二）组织考察，研究提出任职建议方案，并根据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酝酿； 

  （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集体讨论决定； 

  （四）按照规定办理任职手续。 

  公务员晋升非领导职务，参照前款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二十三条 机关内设机构厅局级正职以下领导职务出现空缺时，可以在本机关或者本系统内通过竞争上岗的

方式，产生任职人选： 

  厅局级正职以下领导职务或者副调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出现空缺，可以面向社会公开选

拔，产生任职人选。 

  第二十四条 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任前公示制度和任职试用期制度。 

第五章 降 职 

  第二十五条 科员以上职务的公务员，在定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应予降职。 

  第二十六条 公务员降职，一般降低一个职务层次。 

  第二十七条 公务员降职，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提出降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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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降职事由进行审核并听取拟降职人的意见； 

  （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集体讨论决定； 

  （四）按照规定办理降职手续。 

  第二十八条 公务员被降职的，其级别超过新任职务对应的最高级别的，应当同时降至新任职务对应的最高级

别。 

  第二十九条 降职的公务员，在新的职位工作一年以上，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突出，经考察符合晋升职务条件

的，可晋升职务。其中，降职时降低级别的，其级别按照规定晋升；降职时未降低级别的，晋升到降职前职务层次

的职务时，其级别不随职务晋升。 

第六章 纪律与监督 

  第三十条 在公务员的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工作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超编制、超职数、超机构规格或者自设职位任用与晋升公务员职务； 

  （二）随意放宽或者改变公务员职务任用和晋升的条件； 

  （三）在考察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泄露酝酿、讨论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的情况； 

  （四）违反规定程序决定公务员的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 

  （五）突击晋升公务员职务； 

  （六）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营私舞弊、打击报复； 

  （七）其他妨碍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工作公正合理进行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规定作出的决定，由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并按规定对主要责任人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进

行处理，触犯法律的，依法处理。 

  第三十二条 公务员对免职、降职决定不服，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复核或者提出申诉。公务员主管部门和有

关机关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双重管理的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四条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的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388） 《公务员调任规定（试行》(2008 年 2 月 29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32.htm 

公务员调任规定（试行） 

(2008 年 2 月 29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拓宽选人渠道，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规范公务员调任工作，根据公务员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调任，是指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调入机关担任领导

职务或者副调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 

  调任领导成员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调任必须坚持德才素质与职位要求相适应的原则，根据工作需要和资格条件，坚持组织安排与个人意

愿相结合，从严掌握，择优任用。 

  第四条 调任必须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职数内进行，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 

  第五条 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和职责分工负责公务员调任工作的综合管理和监督检查。 

第二章 调任资格条件 

  第六条 调任人选应当具备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还应当具备下列资格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工作能力强、勤奋敬业、实绩突出。 

  （二）具有与拟调任职位要求相当的工作经历和任职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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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备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法规规定的晋升至拟任职务累计所需的最低工作年限。 

  专业技术人员调入机关任职的，应当担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2 年以上，或者已担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四）调入中央机关、省级机关任职的，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调入市（地）级以下机关任职的，

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 

  （五）调任厅局级职务的，原则上不超过 55 周岁；调任县（市）领导班子成员职务的，原则上不超过 50 周岁，

调任其他处级职务的，原则上不超过 45 周岁；调任科级领导职务的，原则上不超过 40 周岁。 

  （六）符合法律、法规、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因工作特殊需要，前款第（三）、（四）、（五）项需适当调整的，市（地）级以下机关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

上一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同意，省级以上机关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同意。 

  第七条 公务员调出机关后拟再调入机关担任高于调出机关时所任职务的，应当具备从调出机关时所任职务晋

升至拟调任职务所需的任职资格年限。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调任： 

  （一）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曾被开除公职的； 

  （三）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的专门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四）受处分期间或者未满影响期限的； 

  （五）正在接受审计机关审计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调任程序 

  第九条 调任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根据工作需要确定调任职位及调任条件； 

  （二）提出调任人选； 

  （三）征求调出单位意见； 

  （四）组织考察； 

  （五）集体讨论决定； 

  （六）调任公示； 

  （七）报批或者备案； 

  （八）办理调动、任职和公务员登记手续。 

  第十条 根据调任职位的要求，调任人选通过组织推荐方式产生。必要时，可以对调任人选进行考试。 

  第十一条 对调任人选应当进行严格考察，并形成书面考察材料。考察内容包括调任人选的德、能、勤、绩、

廉等方面的表现。 

  考察时，应听取调任人选所在单位有关领导、群众和干部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构的意见。所在单位应予积极

配合，并提供客观、真实反映调任人选现实表现和廉政情况的材料。 

  第十二条 根据考察情况集体讨论决定拟调任人员，并按照任前公示制有关规定在调出、调入单位予以公示。 

  第十三条 公示期满，对没有反映问题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调任的，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批或备案；对反映有严

重问题未经查实的，待查实并做出结论后再决定是否调任。 

  第十四条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确定拟调任人员后，调入机关按照规定的权限办理审批或者备案。 

  地方省级以下机关调任公务员须报市（地）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 

  呈报审批、备案的材料应当包括请示、公务员调任审批（备案）表、考察材料、调出单位意见和纪检监察机构

提供的廉政情况；按规定需要进行离任审计或者经济责任审计的人员，应当对其进行审计，并提供审计机关的审计

结论。 

  调任人员审批、备案后，办理调动手续，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公务员登记。 

  第十五条 调任人员的级别和有关待遇，根据其调任职务，结合本人原任职务、工作经历、文化程度等条件，

比照调入机关同等条件人员确定。 

  第十六条 调任人员除由国家权力机关依法任命职务的以外，一般实行任职试用期制，试用期为一年。试用期

满考核合格的，正式任职；考核不合格的，另行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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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纪律与监督 

  第十七条 调任必须遵守下列纪律： 

  （一）调任审批或者备案机关应当严格履行职责，认真审核把关，不得随意降低标准，放宽条件； 

  （二）调入机关应当严格履行有关程序，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集体讨论决定，不得个人或者少数人说了算，弄虚

作假，搞不正之风； 

  （三）调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的有关法规、政策，提供真实情况，不得突击提拔； 

  （四）参加考察的人员应当如实反映考察情况和意见，不得隐瞒、歪曲事实真相； 

  （五）调任人员应当遵守有关规定，接到调动通知后，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行政、工资关系等有关手续。 

  第十八条 调任工作中存在应当回避情形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对违反规定的调任事项，呈报的不予批准；已经作出决定的宣布无效，并按照规定对主要责任人以

及直接责任人作出组织处理或者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国有企业和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调入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担任本规定第二条所列职务，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负责解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和中央、国

家机关可根据本规定，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实施办法。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389）《公务员奖励规定（试行）》(2008 年 1月 4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31.htm 

公务员奖励规定（试行） 

（2008 年 1 月 4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激励公务员忠于职守，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充分调动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规范公务员奖励

工作，根据公务员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公务员奖励是指对工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公务员、公务员集体，

依据本规定给予的奖励。 

  公务员集体是指按照编制序列设置的机构或者为完成专项任务组成的工作集体。 

  第三条 公务员奖励坚持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

及时奖励与定期奖励相结合，按照规定的条件、种类、标准、权限和程序进行。 

  第四条 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公务员奖励的综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本

辖区内公务员奖励的综合管理工作。上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下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公务员奖励工作。各级公务员

主管部门指导同级各机关的公务员奖励工作。 

第二章 奖励的条件和种类 

  第五条 公务员、公务员集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奖励： 

  （一）忠于职守，积极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遵守纪律，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模范作用突出的； 

  （三）在工作中有发明创造或者提出合理化建议，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四）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突出贡献的； 

  （五）爱护公共财产，节约国家资财有突出成绩的； 

  （六）防止或者消除事故有功，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免受或者减少损失的； 

  （七）在抢险、救灾等特定环境中奋不顾身，做出贡献的； 

  （八）同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有功绩的； 

  （九）在对外交往中为国家争得荣誉和利益的； 

  （十）有其他突出功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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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对公务员、公务员集体的奖励分为：嘉奖、记三等功、记二等功、记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 

  （一）对表现突出的，给予嘉奖； 

  （二）对做出较大贡献的，记三等功； 

  （三）对做出重大贡献的，记二等功； 

  （四）对做出杰出贡献的，记一等功； 

  （五）对功绩卓著的，授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或者“模范公务员”、 “模范公

务员集体”等荣誉称号。 

第三章 奖励的权限和程序 

  第七条 给予公务员、公务员集体的奖励，经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市（地）级以上机关干部人事部门审核

后，按照下列权限审批： 

  嘉奖、记三等功，由县级以上党委、政府或者市（地）级以上机关批准。 

  记二等功，由市（地）级以上党委、政府或者省级以上机关批准。 

  记一等功，由省级以上党委、政府或者中央机关批准。 

  授予荣誉称号，由省级以上党委、政府或者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 

  由市（地）级以上机关审批的奖励，事先应当将奖励实施方案报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核。 

  第八条 给予公务员、公务员集体奖励，一般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公务员、公务员集体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需要奖励的，由所在机关（部门）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

提出奖励建议； 

  （二）按照规定的奖励审批权限上报； 

  （三）审核机关（部门）审核后，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7 个工作日。如涉及国家秘密不宜公示的，经审批机关同

意可不予公示； 

  （四）审批机关批准，并予以公布。 

  《公务员奖励审批表》存入公务员本人档案；《公务员集体奖励审批表》存入获奖集体所在机关文书档案。 

  第九条 审批机关给予公务员、公务员集体奖励，必要时，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主管机关同意，并征

求纪检机关（监察部门）和有关部门意见。 

第四章 奖励的实施 

  第十条 对在本职工作中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应当给予奖励。给予嘉奖和记三等功，一般结合年

度考核进行，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予以嘉奖，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记三等功；给予记二等功、

记一等功和授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荣誉称号，一般每五年评选一次。 

  对在处理突发事件和承担专项重要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应当及时给予奖励。其中，符合授予荣誉称

号条件的，授予“模范公务员”、“模范公务员集体”等荣誉称号。 

  对符合奖励条件的已故人员，可以追授奖励。 

  第十一条 对获得奖励的公务员、公务员集体，由审批机关颁布奖励决定，颁发奖励证书。获得记三等功以上

奖励的，同时对公务员颁发奖章，对公务员集体颁发奖牌。 

  公务员、公务员集体的奖励证书、奖章和奖牌，按照规定的式样、规格、质地，由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统

一制作或者监制。 

  第十二条 对获得奖励的公务员，按照规定标准给予一次性奖金。其中对获得荣誉称号的公务员，按照有关规

定享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待遇。 

  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时调整公务员奖金标准。 

  对受奖励的公务员集体酌情给予一次性奖金，作为工作经费由集体使用，原则上不得向公务员个人发放。 

  公务员奖励所需经费，应当列入各部门预算，予以保障。 

  第十三条 给予公务员、公务员集体奖励，对于因同一事由已获得上级机关奖励的，下级机关不再重复奖励。 

  第十四条 对获得奖励的公务员、公务员集体，可以采取适当形式予以表彰。表彰形式应当庄重、节俭。 

第五章 奖励的监督 

  第十五条 各地各部门不得自行设立本规定之外的其他种类的公务员奖励，不得违反本规定标准发放奖金，不

得重复发放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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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公务员、公务员集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奖励： 

  （一）申报奖励时隐瞒严重错误或者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 

  （二）严重违反规定奖励程序的； 

  （三）获得荣誉称号后，公务员受到开除处分、劳动教养、刑事处罚的，公务员集体严重违法违纪、影响恶劣

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撤销奖励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撤销奖励，由原申报机关按程序报审批机关批准，并予以公布。如涉及国家秘密不宜公布的，经审

批机关同意可不予公布。 

  必要时，审批机关可以直接撤销奖励。 

  第十八条 公务员获得的奖励被撤销后，审批机关应当收回并公开注销其奖励证书、奖章，停止其享受的有关

待遇。撤销奖励的决定存入公务员本人档案。 

  公务员集体获得的奖励被撤销后，审批机关应当收回并公开注销其奖励证书和奖牌。 

  第十九条 公务员主管部门和有关机关应当及时受理对公务员奖励工作的举报，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对在公务员奖励工作中有徇私舞弊、弄虚作假、不按规定条件和程序进行奖励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员，以及负

有领导责任的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对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和集体的奖励，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负责解释，各地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5 年 7 月 3 日人事部印发的《国家公务员奖励暂行规定》（人核培

发〔1995〕68 号）同时废止。   

 

8.3.390）《人事争议处理规》(2007年 8 月 9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30.htm  

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总政治部关于印发《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的通知 

（2007 年 8 月 9 日） 

  现将《人事争议处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并将执行中有关

情况和问题及时告诉我们。 

 

 

人事争议处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公正及时地处理人事争议，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人民

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人事争议: 

  （一）实施公务员法的机关与聘任制公务员之间、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与聘

任工作人员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的争议。 

  （二）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解除人事关系、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三）社团组织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解除人事关系、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四）军队聘用单位与文职人员之间因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五）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可以仲裁的其他人事争议。 

  第三条 人事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调解，其中

军队聘用单位与文职人员的人事争议，可以向聘用单位的上一级单位申请调解；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可以向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条 当事人在人事争议处理中的地位平等，适用法律、法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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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申请仲裁的权利。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于不熟悉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当事人，

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五条 处理人事争议，应当注重调解，遵循合法、公正、及时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 中央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设在人事部。 

  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市、州、盟）、县（市、区、旗）设立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独立办案，相互之间无隶属关系。 

  第七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公务员主管部门代表、聘任（用）单位代表、工会组织代表、受聘人员代表以

及人事、法律专家组成。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是单数，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二至四名、委员若干名。 

  同级人民政府分管人事工作的负责人或者政府人事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任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 

  第八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不同意见应如实记录。 

  第九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负责处理管辖范围内的人事争议。 

  （二）决定仲裁员的聘任和解聘。 

  （三）法律、法规规定由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承担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其职责是:负责人事争议案件的受理、仲裁文书送达、档案管理以

及仲裁员的考核、培训等日常工作，办理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授权的其他事宜。办事机构设在同级人民政府人事部

门。 

  第十一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人事争议案件实行仲裁庭制度，仲裁庭是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人事争

议案件的基本形式。仲裁庭一般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指定一名仲裁员担任首席仲裁员，主持仲

裁庭工作；另两名仲裁员可由双方当事人各选定一名，也可由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指定。简单的人事争议案件，经

双方当事人同意，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可以指定一名仲裁员独任处理。 

  第十二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可以聘任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专家学者和律师为专职或兼职仲裁员。仲裁员

的职责是:受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委托或当事人的选择，负责人事争议案件的具体处理工作。 

  兼职仲裁员与专职仲裁员在仲裁活动中享有同等权利。 

  兼职仲裁员进行仲裁活动时，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支持。 

第三章 管 辖 

  第十三条 中央机关、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及其在京所属事业单位的人事争议由中央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 

  中央机关在京外垂直管理机构以及中央机关、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在京外所属事业单位的人事争议，由所

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也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情况授权所在地

的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市、州、盟）、县（市、区、旗）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管

辖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 

  第十五条 军队聘用单位与文职人员的人事争议，一般由聘用单位所在地的县（市、区、旗）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处理，其中师级聘用单位与文职人员的人事争议，由所在地的地（市、州、盟）、副省级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处理，军级以上聘用单位与文职人员的人事争议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驻

京部队聘用单位与文职人员的人事争议，由中央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 

第四章 仲 裁 

  第十六条 当事人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六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有管辖权的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 

  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申请仲裁时效，经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查确认的，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应当受理。 

  第十七条 当事人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应当提交仲裁申请书，并按被申请人人数递交副本。 

  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及职务、工作单位、住所和联系方式。申请人或被申请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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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应写明单位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 

  （二）仲裁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发生人事争议的一方在五人以上，并且有共同的仲裁请求和理由的，可以推举一至两名代表参加仲裁活动。代

表人放弃、变更仲裁请求或者承认对方的仲裁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过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第十八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收到仲裁申请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书面通

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将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将仲裁申请书副本

送达被申请人。 

  第十九条 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提交答辩书。被申请人没有按时提交或者

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仲裁的进行。 

  第二十条 仲裁应当公开开庭进行，涉及国家、军队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涉及商业秘密，当事人申请不公

开开庭的，可以不公开开庭。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可以书面仲裁。 

  第二十一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在开庭审理人事争议案件五个工作日前，将开庭时间、地点、仲裁庭组

成人员等书面通知当事人。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到庭后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视为撤

回仲裁申请。被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裁决。 

  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在开庭前可以申请延期开庭，是否延期由仲裁庭决定。 

  第二十二条 仲裁庭处理人事争议应注重调解。自受理案件到作出裁决前，都要积极促使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

调解协议。 

  当事人经调解自愿达成书面协议的，仲裁庭应当根据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仲裁调解书。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不得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调解书由仲裁庭成员署名，加盖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印章。调解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当庭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仲裁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进行仲裁裁决。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仲裁庭认为有关证据由用人单位提供更方便的，应要求用人

单位提供。 

  用人单位作出解除人事关系和不同意工作人员要求辞职或终止聘任（用）合同引发的人事争议，由用人单位负

责举证。 

  仲裁庭认为需要调查取证的，可以自行取证。 

  第二十四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处理人事争议时，有权向有关单位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和其他证

明材料，并有权向知情人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并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材料。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及其工作

人员对调查人事争议案件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军队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的举证材料应在仲裁庭上出示，并进行质证。只有经过质证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才能作为

仲裁裁决的依据。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有权进行辩论。辩论终结时，仲裁庭应当征询当事人的最后意见。 

  第二十七条 仲裁庭应当将开庭情况记入笔录。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认为对自己陈述的记录有遗漏或者差

错的，有权申请补正。如果不予补正，应当记录该申请，并注明不予补正的原因。 

  笔录由仲裁员、书记员、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署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八条 仲裁裁决应当按照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少数仲裁员的不同意见应当记入笔录。 

  仲裁庭对重大、疑难以及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数处理意见案件的处理，应当提交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仲裁庭必须执行。 

  仲裁庭应当在裁决作出后五个工作日内制作裁决书。裁决书由仲裁庭成员署名并加盖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印章。 

  第二十九条 仲裁庭处理人事争议案件，一般应当在受理案件之日起九十日内结案。需要延期的，经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批准，可以适当延期，但是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第三十条 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律师或其他代理人进行仲裁活动。委托律师和其他代理人进

行仲裁活动，应当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有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委托书。委托书应当明确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员应当自行申请回避，当事人和代理人有权以口头或书面方式申请其回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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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案件的当事人、代理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与案件有利害关系。 

  （三）与案件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 

  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鉴定人员、勘验人员和翻译人员。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

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

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十三条 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或者裁决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

人可以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在仲裁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予以批评教育、责

令改正；触犯法律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一）干扰仲裁活动，阻碍仲裁工作人员工作的。 

  （二）拒绝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和其他证明材料的。 

  （三）提供虚假情况的。 

  （四）对仲裁工作人员、仲裁参与人、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五）其他应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或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仲裁工作人员在仲裁活动中有徇私舞弊、收受贿赂、敲诈勒索、滥用职权等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

行为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处分；是仲裁员的，由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予以解聘；触犯法律的，提请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因考核、职务任免、职称评审等发生的人事争议，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解释，省、自治区、直辖市可

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1997 年人事部发布的《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8.3.391）《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2006 年 6月 10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28.htm  

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 

（2006 年 6 月 10 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和任期管理工作，保持领导干部任期内的稳定，增强干部队伍的活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的正职领导成员；

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正职领导成员；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

州、盟）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的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的正职领导成员。 

  第三条 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５年。 

  第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在任期内应当保持稳定。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任满一个任期： 

  （一）达到退休年龄的； 

  （二）由于健康原因不能或者不宜继续担任现职务的； 

  （三）不称职需要调整职务的； 

  （四）自愿辞职或者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 

  （五）因受处分或处罚需要变动职务或者被罢免职务的； 

  （六）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的。 

  党政领导干部在一个任期内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一般不得超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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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 

  第六条 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 

  第七条 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１５年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第二条所列范

围内的同一层次领导职务。根据干部个人情况和工作需要对其工作予以适当安排。 

  第八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党政领导干部执行本规定第六条和第七条，经批准可以适当放宽。 

  第九条 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内调整职务，任职３年以上的，计算为一个任期；任职不足３年的，只计算任职年

限，不计算任期届数。 

  第十条 选任制党政领导干部在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产生时，原任领导职务自然解除。 

  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正职领导成员任期届满不再连任的，按有关规定由任免机关下达免职通知，免去其担任的

领导职务。 

  第十一条 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对执行本规

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予以纠正。 

  第十二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正职领导成员实行任期制度，按照有关章程并参照本规定执行。 

  市（地、州、盟）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的正职领导成员实行任期制度，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本规定精神，结合各地实际，对乡（科）级党政领导干部实行任期

制度作出规定，并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备案。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392）《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2004年 4 月 8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21.htm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 

(2004 年 4 月 8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包括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部门或者

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不含正职）和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的领

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的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第四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本规定中的有关职责，负责本规定的组

织实施。 

第二章 因公辞职 

  第五条 领导干部担任由人大、政协选举产生的领导职务，任期未满因工作需要变动职务，依照法律或者政协

章程规定应当辞去现任领导职务的，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第六条 领导干部因公辞职，应当在接到党委（党组）通知后 7 日内，向任免机关提出辞去现任职务的书面申

请。 

  第七条 因公辞职的领导干部另有任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拟任职务与现任职务不能同时担任的，应当在任免

机关批准其辞职后，再对外公布其新任职务。 

第三章 自愿辞职 

  第八条 党政领导干部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可以自愿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或者公职。 

  第九条 党政领导干部自愿辞职应当经过下列程序： 

  （一）干部本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以书面形式向党委（党组）提出辞职申请。辞职申请应当说明辞职原因等

情况，同时辞去公职的还应说明辞职后去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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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组织（人事）部门对干部辞职原因、辞职条件等有关情况进行了解审核，并提出初步意见。审核中应当

听取干部所在单位的意见及纪检机关（监察部门）的意见，并与干部本人谈话。 

  （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党委（党组）集体研究，作出同意辞职、不同意辞职或者暂缓辞职的决定。对申请

辞去领导职务同时辞去公职的，党委（党组）除对是否同意其辞去领导职务作出决定外，还应对是否同意其辞去公

职作出决定。 

  （四）党委（党组）作出同意辞职决定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辞职手续。由人大、政协选举、任命、决定任命

的领导干部，依照法律或者政协章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条 党委（党组）应当自接到干部辞职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予以答复。答复意见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辞职

干部所在单位和干部本人。超过三个月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辞职。 

  第十一条 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辞去领导职务： 

  （一）有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而且须由本人继续处理的； 

  （二）由人大、政协选举、任命、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任职不满一年的； 

  （三）正在接受纪检机关（监察部门）、司法机关调查或者审计机关审计的； 

  （四）有其他特殊原因的。 

  第十二条 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十一条所列情形之一的或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辞去公职： 

  （一）在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机密等特殊职位上任职或者离开上述职位不满解密期限的； 

  （二）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的； 

  （三）有其他特殊原因的。 

  第十三条 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

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第四章 引咎辞职 

  第十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

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第十五条 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引咎辞职： 

  （一）因工作失职，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

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二）决策严重失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三）在抗灾救灾、防治疫情等方面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四）在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

的；连续或者多次发生特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别重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的； 

  （五）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管理、监督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事故、重大案件，

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六）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不力，造成用人严重失察、失误，影响恶劣，负主要领导责任

的； 

  （七）疏于管理监督，致使班子成员或者下属连续或多次出现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造成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

责任的； 

  （八）对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知情不管，造成恶劣影响的； 

  （九）有其他应当引咎辞职情形的。 

  第十六条 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应当经过下列程序： 

  （一）干部本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以书面形式向党委（党组）提出辞职申请。辞职申请应当说明辞职原因和

思想认识等。 

  （二）组织（人事）部门对辞职原因等情况进行了解审核，并提出初步意见。审核中应当听取纪检机关（监察

部门）的意见，并与干部本人谈话。 

  （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党委（党组）集体研究，作出同意辞职、不同意辞职或者暂缓辞职的决定。党委（党

组）的决定应当及时通知干部所在单位和干部本人。 

  （四）党委（党组）作出同意辞职决定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辞职手续。由人大、政协选举、任命、决定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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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干部，依照法律或者政协章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党委（党组）应当自接到干部引咎辞职申请三个月内予以答复。 

  第十八条 任免机关在同意干部引咎辞职后，一般应当将干部引咎辞职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第五章 责令辞职  

  第十九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

职，可以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党政领导干部有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情形之一，应当引咎辞职而不提出辞职申请的，党委（党组）应当责令其

辞职。 

  第二十条 责令辞职应当经过下列程序： 

  （一）党委（党组）作出责令干部辞职的决定，并指派专人与干部本人谈话。责令干部辞职的决定应当以书面

形式通知干部本人。 

  （二）被责令辞职的干部应当在接到责令辞职通知后 15 日内向任免机关提出书面辞职申请。 

  （三）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辞职手续。由人大、政协选举、任命、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依照法律或者政协章程

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 被责令辞职的干部若对组织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责令辞职通知后 15 日内，向作出决定的党委

（党组）提出书面申诉。 

  第二十二条 党委（党组）接到申诉后，应当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核查，并在一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复议决定

以书面形式通知干部本人。 

  复议决定仍维持原决定的，干部本人应当在接到复议决定后 3 日内向任免机关提出书面辞职申请。对复议决定

仍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上级党委（党组）反映，但应当执行复议决定。 

  第二十三条 被责令辞职的领导干部不服从组织决定、拒不辞职的，予以免职或者提请任免机关予以罢免。 

第六章 相关事宜 

  第二十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按照有关规定需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

应当委托审计机关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第二十五条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应当自任免机关批准之日起 15 日内，办理公务交接等相关手续。 

  对拒不办理公务交接手续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第二十六条 党政领导干部在辞职审批期间或者组织决定其暂缓辞职期间不得擅自离职。对擅自离职的，按照

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第二十七条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干部同时提出辞去公职的，应当符合本规定第十二条所列的条件。其中，

责令辞职的干部同时提出辞去公职的，须按自愿辞去公职的程序办理。 

  第二十八条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干部构成违纪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触犯法律的，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

况予以适当安排。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规定所称主要领导责任，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负责、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

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负直接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

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负次要领导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对工作部门的规定，同时适用于办事机构、派出机构以及其他直属机构。 

  乡（镇、街道）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可以适用本规定。 

  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成员辞职，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第三条、第三十一条所列范围内，担任同级非领导职务的干部辞职，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辞职，由有关部门根据本规定的精神，制定具体办法。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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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93）《关于监察机关和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在查处统计违法违纪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的通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27.htm  

http://www.yyqf.gov.cn/Item/319.aspx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

家统计局令第 18 号），及时有效地查处统计违法违纪案件，维护统计工作秩序，现就监察机关和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在查处统计违法违纪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级监察机关、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应当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在查处统计违法违纪案件中互通情况，互相支持，加强协作

配合，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  

   二、监察机关与统计局或者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共同立案查处的案件，应当组成联合调查组，按照各自的职权开展

调查。案件调查终结后，共同研究写出调查报告。  

  需要给予处分的，由参与联合调查的监察机关负责落实；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由参与调查的统计局或者国家统

计局调查队负责落实。  

   三、监察机关查处统计违法违纪案件，需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协助配合的，可以商请统计局或者国家统

计局调查队予以协助；统计局或者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应当予以协助配合。  

   四、统计局或者国家统计局调查队查处统计违法违纪案件，需要监察机关协助配合的，可以商请监察机关予以协

助，监察机关应当予以协助配合。  

   五、监察机关和统计局或者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建立案件移送制度，移送案件时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齐全、程序

合法、手续完备。  

   六、监察机关在查处统计违法违纪案件中，认为应当由统计局或者国家统计局调查队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有关规定提出监察建议，并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统计局或者国家统计局调查队。

统计局或者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应当依法及时查处，并于三个月内将处理结果告知监察机关；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办

案期限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七、统计局或者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在查处统计违法违纪案件中，认为应当给予监察对象处分且依职责无权处理的，

应当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并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监察机关。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及时查处，并于六个月内将处理结

果书面告知统计局或者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办案期限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统计局或者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在移送案件时，若监察机关认为应当由其上级监察机关处理的，移送单位应当将案

件相关材料上报其上级统计局或者国家统计局调查队，由上级统计局或者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将案件材料移送有案件

处理权的监察机关处理。  

   八、移送的案件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本单位有关领导或者主管单位同意移送的意见；  

   （二）案件的来源及立案材料；  

   （三）案件调查报告；  

   （四）有关证据材料；  

   （五）其他需要移送的材料。 

 

8.3.394）《人民法院有关部门配合监察部门核查违纪违法线索暂行办法》(2009 年 11 月 24 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发

〔2009〕56号公布)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26.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有关部门配合监察部门核查违纪违法线索暂行办法》的通知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海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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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人民法院有关部门配合监察部门核查违纪违法线索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落实，执行中有何

问题请向我院报告。 

   2009 年 11 月 24 日 

人民法院有关部门配合监察部门核查违纪违法线索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健全人民法院有关部门与监察部门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促进审判监督与纪律监督的有机结合，根据

《人民法院监察工作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监察部门对违纪违法线索实行统一管理。人民法院有关部门及工作人员收到的违纪违法线索材料，应当

交由监察部门统一处理。 

   有关部门在案件立案、审理、执行及案件再审、案件复查、案件评查等工作中发现的违纪违法线索，应当经部门

领导签字后出具线索移送函，连同相关线索材料一并移送监察部门处理。 

   第三条  监察部门对收到的违纪违法线索，可以抽调有关部门的人员参与监察部门的核查，也可以交由本院有关

部门协助核查。 

   参加核查工作的人员，应该保守秘密、注意方式方法，减少对审判执行工作和法院工作人员的不良影响。 

   第四条  监察部门将违纪违法线索交由有关部门协助核查时，应当经监察部门负责人批准；需要抽调有关部门人

员参与核查的，应当经院领导批准。 

   第五条  有关部门收到监察部门交由本部门协助核查的违纪违法线索后，原则上应当交由廉政监察员牵头办理，

尚未配备廉政监察员的部门，可以由部门主要负责人指定专人牵头办理；有关部门收到监察部门商请参与核查的通

知后，应当按监察部门的要求指定廉政监察员或者其他人员予以配合。 

   有关部门在开展核查工作时，核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第六条  有关部门配合核查的违纪违法线索涉及已结案件的，核查人员可以要求所涉案件的办案人员就相关问题

作出解释和说明；可以向线索举报人、案件当事人及其他知情人员了解情况；可以在报经本部门或者监察部门负责

人批准后调阅案件卷宗。 

   第七条  有关部门配合核查的违纪违法线索涉及正在办理的案件的，核查人员可以要求所涉案件的办案人员就相

关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可以向线索举报人了解情况；可以在报经本部门或者监察部门负责人批准后查阅案件案卷、

向案件当事人及其他知情人员了解情况。 

   第八条  有关部门对监察部门交由本部门核查的违纪违法线索进行核查后，应当写出核查报告，连同有关材料及

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意见报送监察部门审核。监察部门审核后，分别做出如下处理： 

   (一)已经涉嫌违纪，可能给予纪律处分的，应当决定立案调查或者进一步核查。 

   (二)违纪行为轻微，不需要给予纪律处分的，可以建议对被核查人员进行诫勉谈话；对其中需要进行组织处理的，

可以向具有干部管理权限的组织人事部门提出书面建议。 

   (三)不构成违纪，但存在工作态度、工作作风方面问题的，可以建议对被核查人员进行提醒谈话或者批评教育。 

   (四)举报内容失实的，应当终结核查程序，并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为被核查人员澄清事实、消除影响。 

   第九条  有关部门对监察部门交由本部门核查的违纪违法线索进行核查后，认为涉及的案件需要进行复查或者按

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的，应当在征得监察部门同意后，转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条  有关部门对监察部门交由本部门核查的违纪违法线索进行核查后，应当就如何答复信访举报人的问题向

纪检监察部门提出书面建议意见，并共同做好答复信访举报人的工作。 

   第十一条  监察部门转交有关部门处理的申请再审类、申诉类、批评建议类信访材料，应当由部门主要负责人阅

批处理，并将处理结果直接回复信访人。监察部门要求反馈处理结果的，有关部门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本部门主要负

责人的意见书面反馈监察部门。 

   第十二条  各部门应当对反映本部门问题的信访举报材料进行分析，从中发现带有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及时

研究提出改进工作的措施并抄报监察部门。 

   第十三条  对违纪违法线索材料隐瞒不报或者违规泄露线索材料内容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的纪律责任。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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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95）《关于在人民法院审判执行部门设立廉政监察员的实施办法（试行）》(2009 年 2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

法发〔2009〕8 号公布)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25.htm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在人民法院审判执行部门设立廉政监察员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发〔２００９〕８号公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

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关于在人民法院审判执行部门设立廉政监察员的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二月二十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人民法院审判执行部门设立廉政监察员的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审判执行工作人员纪律作风状况的日常监督，促进司法廉洁、维护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官法》、《人民法院监察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审判执行部门设立廉政监察员。廉政监察员一般应当由具有同级正职或者副职非领导职

务的资深法官担任，也可以由部门副职领导兼任。 

   第三条 廉政监察员在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和本院监察部门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以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领导

为主。 

   第四条 廉政监察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协助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分析本部门反腐倡廉工作形势，组织落实反腐倡廉工作任务； 

   （二）协助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本部门人员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纪律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三）协助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了解掌握本部门人员思想动态，对本部门人员进行职业道德、纪律作风和廉洁司

法教育； 

   （四）协助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健全完善本部门的廉政制度； 

   （五）协助本院监察部门受理人民群众对所在部门及其人员纪律作风问题的举报； 

   （六）向所在部门人员提供廉政指导和廉政咨询，对所在部门人员在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

时进行提醒； 

   （七）完成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和本院监察部门交办的其他反腐倡廉工作任务。 

   第五条 廉政监察员除履行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职责外，还可以兼任所在部门党支部书记、政治协理员等职务，

兼管本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享受与所在部门副职同等的工作待遇。 

   第六条 廉政监察员根据监督工作需要，可以采取下列监督方式： 

   （一）出席所在部门召开的庭（局）务会议等部门会议； 

   （二）经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或者本院监察部门同意，查阅有关案卷、文件、资料； 

   （三）协助本院有关部门或者根据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安排组织开展案件评查等工作； 

   （四）根据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或者本院监察部门的安排，听取案件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的意见和反映，向案

件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员了解情况； 

   （五）经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或者本院监察部门的同意，要求本部门工作人员就有关问题作出解释或者说明； 

   （六）法律、法规和人民法院规章制度规定的其他监督方式。 

   第七条 组织人事部门在审判执行部门考察干部时，应当听取其所在部门廉政监察员的意见。 

   第八条 廉政监察员应当结合所在部门的实际情况，向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或者本院监察部门提出加强廉政建设、

改进工作作风的建议。 

   第九条 廉政监察员发现所在部门存在纪律作风问题时，应当向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报告，并提出纠正建议，建

议未被采纳时，也可以直接向本院监察部门报告。 

   廉政监察员认为发现的问题已经涉嫌违纪、需要追究纪律责任时，应当在向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报告的同时，及

时报告本院监察部门。 

   第十条 人民法院监察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调集廉政监察员协助或者参与对违纪案件的初核、调查、审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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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监察部门要经常召开廉政监察员会议，对廉政监察员的工作进行部署、指导、检查。组织开

展廉政监察员业务培训、工作交流等活动。 

   第十二条 廉政监察员必须忠于职守，秉公办事，遵纪守法，保守秘密，不得以权谋私，不得滥用职权干预审判

组织和审判执行人员依法办案。 

   廉政监察员滥用职权，或者因不认真履行职责而导致所在部门发生严重违法犯罪问题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追究

其责任。 

   第十三条 廉政监察员的任免、调动、奖惩，应当事先征求监察部门的意见。 

   专职廉政监察员一般不从本部门产生，同时要不定期进行交流。 

   第十四条 廉政监察员每年要就本人履行廉政监察员职责的情况向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和本院监察部门进行述

职。 

   廉政监察员的年终考评等次，应当在征求本院监察部门的意见后确定。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本规定，在审判执行部门以外的部门设立廉政监察员。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396）《关于易地调动干部住房管理暂行规定》(2003 年 7 月 30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20.htm 

建设部、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关于易地调动干部住房管理暂行规定 

（2003 年 7 月 30 日）  

  《建设部、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关于易地调动干部住房管理暂行规定》已经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建设部、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关于易地调动干部住房管理暂行规定 

  为妥善解决易地调动干部的住房问题，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及有关文件确定的政策，制定本规定。 

  一、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因组织需要易地调动，并按照组织程序办理调动手续的党政干部（以下简称调动干部）。 

  二、承租或购买现居住公有住房 

  调动干部一般只能按照房改政策承租或购买一地的公有住房。夫妻两地分居且在本规定印发前已经在两地承租

公有住房的，可以在分居期间分别承租两地的公有住房，但只能购买其中一地的现居住公有住房。购买现居住公有

住房执行住房所在地的房改政策，购房面积标准执行调动干部新任职务标准。 

  三、申请领取购房补贴 

  调动干部购房时，可以根据下列情况，向调入单位申请领取购房补贴，调入单位应当优先发放。 

  （一）在原工作地无房干部的购房补贴。调动干部在原工作地没有承租或购买公有住房，以及按照规定退出原

承租或购买的公有住房的，可以按照新工作地无房职工的有关规定，向调入单位申请领取购房补贴；在原工作地已

经领取购房补贴的，自调动次月起，按照新工作地的购房补贴政策执行。 

  （二）地区差额补贴。调动干部在原工作地已经领取购房补贴的，如原工作地购房补贴水平低于新工作地，可

以向调入单位申请领取地区差额补贴，补贴额按照两地补贴水平的差额计算。调动干部在原工作地已经承租或购买

公有住房的，在新工作地购房时，也可以向调入单位申请领取地区差额补贴，但只限于夫妻一方，补贴额按照原职

级住房面积标准和两地普通商品住房平均价格的差额计算。调动干部升职的，按照新工作地规定由调入单位发放级

差补贴。 

  （三）面积差额补贴。调动干部按照新工作地相应职务住房面积标准，原承租或购买的公有住房没有达标且未

在原工作地领取面积差额补贴的，自调动次月起，可以向调入单位申请领取差额补贴；原住房已经达标的，调入单

位不再发放差额补贴。 

  四、建立临时周转住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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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方便调动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在新工作地没有住房的调动干部，新工作地应当为其提供临时周转住房。 

  （一）周转住房的筹集。周转住房的标准应当以满足调动干部的基本工作和生活需要为原则，房源主要从腾退

的现有公房中筹集，也可以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确需新建的，应当严格控制建设标准；原则上不得安排宾馆、招待

所作为临时周转住房。 

  （二）周转住房的租金。调动干部应当按照新工作地规定的公有住房租金标准交纳租金；交纳租金确有困难的，

可以按照新工作地有关规定向调入单位申请租金补贴或租金优惠。 

  （三）周转住房的腾退。调动干部在新工作地购买住房或调离现工作岗位后，应当在 6 个月内腾退租住的周转

住房。本规定印发前已经在两地承租公有住房的，其中一地的承租住房可以比照临时周转住房管理。 

  五、积极鼓励干部到西部地区工作 

  （一）购房补贴标准和资金来源。凡调动到西部地区（指执行国家关于西部开发有关文件规定的地区）工作的

干部，购房补贴按照新工作地和原工作地补贴额度较高一地的标准执行；原在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天津、山东、

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工作的干部，原工作地购房补贴额度高于新工作地的，由原工作地按照调动干

部新任职务及原工作地房改政策规定发放购房补贴，一次结清。 

  （二）购房或租住周转住房。调动到西部地区工作的干部，购房地点可以在新工作地，也可以在原工作地，由

调动干部自主选择；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优先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未领取购房补贴前，其所住周转房可以免交

租金。 

  六、住房档案 

  调动干部在办理调动手续时，个人住房档案应当随干部行政、工资介绍信等一并移交，住房档案应当说明本人

及配偶住房状况和双方购房补贴发放情况。 

  七、严肃纪律 

  调动干部如有瞒报家庭住房情况，或违反规定多占住房、骗取购房补贴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收回多占的

住房或骗取的购房补贴，同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八、其他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规定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企事业单位的调动干部可以参

照执行。易地调动的省部级干部住房政策另行规定。 

  （二）本规定由建设部会同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负责解释。 

（三）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8.3.397）《关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管理的暂行规定》(2003 年 1月 14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19.htm  

关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管理的暂行规定 

（2003 年 1 月 14 日）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形势发展的需要，保障公民出国（境）权利，公安机关将进一步简化公

民因私事出国（境）申请手续，2005 年以前在全国大、中城市实现公民按需申领护照。即除保留部分国家工作人员

仍按照组织、人事管理权限和行政隶属关系出具单位意见外，其他公民只要不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准出境的情

形，凭本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即可按需要向公安机关申领出入境证件。 

  为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的管理，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党政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的规定，维护

党纪政纪，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我们制定了《关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管理的暂行规定》，请遵

照执行。各组织、人事部门和公安机关要相互配合，切实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的管理工作。各事

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人事部门要参照本规定，加强对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的管理工作。因工作相互推

诿扯皮，管理不力，出现漏洞的，要视情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关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管理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管理，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应按照组织、人事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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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公务员以及参照、依照公务员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企业单位、社会团体

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第四条 下列国家工作人员（以下称“登记备案人员”）申请因私事出国（境），须向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部门提交所在工作单位对申请人出国（境）的意见。 

  （一）各级党政机关、人大、政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在职的县（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离（退）休的厅（局）级以上干部； 

  （二）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县级以上金融机构领导成员及其相应职级的领导干部，国有大中型企

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股权代表； 

  （三）各部门、行业中涉及国家安全及国有资产安全、行业机密的人员。 

  第五条 登记备案人员的基本情况由其所在工作单位负责向公安机关登记备案。登记备案的内容包括：姓名、

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户口所在地、工作单位、现任职务、主管部门等。登记备案人员工作单位、现任职

务、主管部门等发生变化的，有关单位应当及时变更相应登记备案的内容。 

  第六条 公安机关负责本地区国家工作人员登记备案工作的业务指导和数据管理。 

  第七条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受理公民因私事出国（境）申请时，应当核实有关单位登记备案的情况，确

定是否颁发出入境证件。已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如未提交所在工作单位对申请人因私事出国（境）的意见，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不予受理或办理。 

  第八条 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和公安机关在因私事出国（境）管理工作中，应建立有效的联系机制，制定责任

制度和保密制度，指定专人负责。 

  第九条 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应对本单位已申领出入境证件的国家工作人员严格执行有关管理规定，实行因私

事出国（境）报告登记制度，要求出国（境）人员在境外遵守外事纪律，未经批准不得逾期滞留。登记备案人员已

申领的出入境证件，由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集中保管。 

  第十条 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因未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或登记备案手续的，公安机关违反规定办理出入境证件

造成国家利益损失的，应视情节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依法予以处罚。 

  第十一条 各地区、各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按照隶属关系，分别报送中央组织部、中央

金融工委、中央企业工委、公安部、人事部备案。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中央组织部、中央金融工委、中央企业工委、公安部、人事部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8.3.398）《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员任职和公务回避暂行规定》(2001 年 4 月 30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18.htm  

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员任职和公务回避暂行规定 

（2001 年 4 月 30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管理，保证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员公正履行职责，促进国有重要骨

干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是指列入中共中央管理和中央企业工委管

理的职务名称表的企业领导人员。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企业领导人员亲属是指：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子女，配偶的兄弟姐妹。 

第二章 任职回避 

  第四条 企业领导人员有第三条所列亲属关系，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实行任职回避。 

  （一）在同一领导班子中任职的； 

  （二）同时在有直接隶属关系的领导班子中任主要领导职务的； 

  （三）一方在领导班子，另一方在其分管的部门、企业、驻外机构（境内外，下同）及工程、投资项目中任领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18.htm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922 页 共 3277 页 

导职务的； 

  （四）企业领导班子主管部门提出需要任职回避的。 

  第五条 企业领导人员任职回避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本人提出回避申请或者领导班子、有关管理部门提出回避建议； 

  （二）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权限进行审核和做出决定； 

  （三）需要回避的，由企业领导班子主管部门调整工作岗位。 

  第六条 回避双方职务不同的，一般由职务较低一方回避；职务相同的，由企业领导班子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

要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决定其中一方回避。 

  第七条 新任用或新调入的人员在任职或调入企业前，应如实报告应回避的关系，并及时申请回避。因婚姻、

职务变化等情况新形成的回避关系，当事人应当及时申请回避。 

  当事人申请任职回避的，企业领导班子主管部门应在半年内予以调整。 

第三章 公务回避 

  第八条 企业领导人员所在企业不准与企业领导人员的配偶、子女个人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直接发生经济关

系；因专利、特许经营等原因具有经营项目的独占性，企业必须与其发生经济往来的，其经营的项目及项目所涉及

的重要指标应当列为厂务公开的一项内容。 

  第三条所列企业领导人员配偶、子女以外的亲属和其他来往密切的亲属，本人或代表其所在单位与企业领导人

员所在企业进行业务往来时，企业领导人员应申请公务回避。企业领导人员无法回避时，应将有关情况以适当形式

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并向纪检监察部门报告。 

  第九条 企业领导人员在纪检监察、仲裁、组织处理、出国审批、人事考核、任免、奖惩、录用、聘用、调配、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专家选拔、发展党员、调资、安置复转军人、毕业生分配等公务活动中，涉及本人和亲属时，

不得参加有关调查、讨论、审核、决定，也不得以任何方式施加影响。 

  第十条 企业领导人员与在党政机关任职的第三条所列亲属发生直接公务关系时，应回避，不得影响亲属公正

执行公务。 

  第十一条 企业领导人员公务回避程序依照任职回避程序进行。特殊情况下，主管领导或领导班子可直接作出

回避决定。 

  第十二条 严禁企业领导人员利用职权为第三条所列亲属及其他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个人从事下列活动： 

  （一）为其经商办企业提供场地、设备、备品备件及其他生产资料等（含无偿提供、有偿使用、暂时使用）； 

  （二）为其经商办企业挪用、拆借资金，提供贷款抵押、质押、担保等； 

  （三）向其批售或授意批售本企业物资、产成品，提供加工产品、备品备件或批购其推销的原材料及产品； 

  （四）将本企业的项目或下属企业、单位以委托、承包、租赁、转卖等方式给其经营或与其合作、联营； 

  （五）为其承揽本企业工程或参加自己主管、参与的工程施工、物资采购、加工制作等方面的招投标业务； 

  （六）企业改制重组时，在处理物资设备、发行股票和企业内部债券等业务中，向其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 

  （七）为其提供商标、品牌、专利、非公开信息、客户市场等方面的便利； 

  （八）其他侵害企业利益的行为。 

第四章 监督与处罚 

  第十三条 企业领导人员任职三个月内，必须向有关管理部门或企业领导班子书面报告第三条所列来往密切的

亲属任职从业的情况。 

  第十四条 企业领导人员每年应向职代会或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报告执行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的情况。 

  第十五条 本规定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权限，由组织人事部门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监督检查。企业党

组织应将回避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第十六条 企业领导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或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违反任职回避规定，或拒不执行回避决定； 

  （二）违反公务回避有关规定，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使国家、企业利益受到损害； 

  （三）违反公务回避有关规定，以权谋私，使本人、亲属、亲属所在单位或合伙人获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七条 企业领导班子主管部门和企业领导班子在回避工作中玩忽职守，致使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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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和中央企业工委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 

  第十九条 未列入中共中央和中央企业工委管理的职务名称表的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总工程师等重要岗位的

人员，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依据本规定，结合企业实际，制定实施办法，分别报中央组织部和中央企业工

委备案。个别执行任职回避确有困难的企业，可适当放宽，但必须根据监督制约原则，在实施办法中制定内部监管

的条款。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央组织部、中央企业工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399）《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2001 年 4 月 3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17.htm  

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 

（2001 年 4 月 3 日） 

  《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已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1993 年 10 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准买卖股票的规定。各地区、

各部门也对所属工作人员买卖股票问题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在当时国家证券市场监管机制不够健全的历史条件下，

这一规定对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防治腐败，保证证券市场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证券市场

制度的逐步健全，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颁布实施，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已经走上法制化轨道。党政

机关工作人员将其合法财产以合法的方式投资于证券市场，是对国家建设的支持。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有限

制地放宽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买卖股票的禁令，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依法投资证券市场，买卖

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 

  对于本规定发布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当时规定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继续依照原有的规定予以查处；特别

是对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购买、收受“原始股”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促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廉洁自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是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将其合法的财产以合法的方

式投资于证券市场，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 

  第三条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可以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在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时，应当遵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严禁下列行为： 

  （一）利用职权、职务上的影响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索取或者强行买卖股票、索取或者倒卖认股权证； 

  （二）利用内幕信息直接或者间接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或者向他人提出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建议； 

  （三）买卖或者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其直接业务管辖范围内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四）借用本单位的公款，或者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资金，或者借用主管范围内的下属单位和个人的资金，

或者借用其他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资金，购买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 

  （五）以单位名义集资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 

  （六）利用工作时间、办公设施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 

  （七）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四条 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以及上市公司的国有控股单位的主管部门中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及其父母、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不准买卖上述主管部门所管理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第五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

及其配偶，不准买卖股票。 

  第六条 本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任职的，或者在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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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授予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咨询机构、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估机构

任职的，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买卖与上述机构有业务关系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第七条 掌握内幕信息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离开岗位三个月内，继续受本规定的约束。 

  由于新任职务而掌握内幕信息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任职前已持有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必须在任职后一个

月内作出处理，不得继续持有。 

  第八条 各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及行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工作性质，对其工作人员进入证券市场的行为作出

限制性规定，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备案。 

  第九条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的，应当给予党纪处分、行政处分或者其他纪律处分；有犯罪嫌疑的，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有违法所得的，应当予以没收。 

  第十条 本规定所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

关中的工作人员。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和行政执法职能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工

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科协等群众团体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各级党政机关、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

作协、科协等群众团体机关所属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适用本规定。 

  第十一条 除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外，买卖其他股票类证券及其衍生产品，适用本规定。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对于本规定发布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购买、

收受“原始股”，以及其他违反当时规定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继续依照原有的规定予以查处。 

 

8.3.400）《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暂行规定》(2001 年 2月 6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16.htm  

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暂行规定 

(2001 年 2 月 6 日）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

部队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提拔担任下列非选举产生的司厅局级以下（含司厅局级）领导职务的干部： 

  党委、政府工作部门（含派出机构）的副职和内设机构的领导职务； 

  人大、政协工作机构（含派出机构）的副职和内设机构的领导职务； 

  纪委内设机构的领导职务； 

  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的非国家权力机关依法任命的领导职务。 

  由非领导职务转任上述同级领导职务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为一年，从任免机关发出试用任职通知时计算。按干部管理权限，需要办理备案

手续的，应在发出试用任职通知前一个月办理备案手续。 

  第四条 领导干部在试用期间，履行所任职务的职责，享受相应的政治和工资待遇。 

  第五条 试用期满，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考核。考核可根据实际情况，采

取适当方式进行。 

  第六条 领导干部试用期满的考核，应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在了解试用期间的思想政治表现、组

织领导能力、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和廉洁自律等情况的同时，重点考核对所任职务的适应能力和履行职责的情况。 

  第七条 领导干部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的，由组织（人事）部门办理正式任职手续。正式任职的，试用期计

入任职时间。 

  第八条 领导干部试用期满，经考核不合格的，按干部管理权限审批或备案后，免去试任职务，一般按试用前

原职级安排适当工作。 

  第九条 领导干部在试用期间工作出现重大失误或犯有严重错误，不宜继续试用的，按干部管理权限审批或备

案后，提前结束试用期，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条 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领导干部试用期间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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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各级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要严格执行本规定。对违反本规定的，上级党委（党组）及

组织（人事）部门要及时予以纠正，并给主要责任者以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 

  第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干部（人事）部门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实

施办法。 

  第十三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中非选举产生的领导职务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401）《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1995年 4 月 30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15.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 

（1995 年 4 月 30 日） 

  第一条 为保持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廉洁从政，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不得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因各种原因未能

拒收的礼品，必须登记上交。 

  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不含亲友之间的交往）中收受的其他礼品，除价值不大的以外，均须登记。 

  第三条 按照第二条的规定须登记的礼品，自收受礼品之日起（在外地接受礼品的，自回本单位之日起）一个

月内由本人如实填写礼品登记表，并将登记表交所在机关指定的受理登记的部门。受理登记的部门可将礼品的登记

情况在本机关内公布。 

  登记的礼品按规定应上交的，与礼品登记表一并上交所在机关指定的受理登记的部门。 

  第四条 对于收受后应登记、上交的礼品在规定期限内不登记或不如实登记、不上交的，由所在党组织、行政

部门或纪检监察机关责令其登记、上交，并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纪政纪处分。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国家拨给经费的各社会团体中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适用本规定。 

  第六条 本规定由各级党组织和行政部门负责执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监督检查。 

  第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制定具体的礼品登记标准；中共中央直属

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礼品登记标准，由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制定。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应制定具体的礼品上交处理办法。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制定的礼品登记标准和上交处理办法，要报

中央纪委、监察部备案。 

  第八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402）《关于查处党员违纪案件中收集、鉴别、使用证据的具体规定》(1991 年 7 月 23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14.htm  

关于查处党员违纪案件中收集、鉴别、使用证据的具体规定 

（1991 年 7 月 23 日） 

  第一条 为正确收集、鉴别和使用证据，保证办案质量，正确执行党的纪律，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包括： 

  1、物证，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物品和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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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书证，指以其记载的内容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文字（包括符号、图画）。 

  3、证人证言，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所作的陈述。凡是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都可以作为证人。不能

辨别是非的人，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4、视听材料，指可以将重现的原始声响或形象的录音录像用作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5、受侵害人员的陈述，指受违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员就案件事实情况所作的控告和述说。 

  6、受审查党员的陈述，指受审查党员就案件事实所作的交待、申辩和对同案违纪人员的检举、揭发。 

  7、鉴定结论，指鉴定人运用专门知识或技能对办案人员不能解决的专门事项进行科学鉴定后所作出的结论。 

  8、勘验、检查笔录，指公安、司法人员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及其他证据材料进行勘验、检查时所作的

笔录。 

  9、现场笔录，指纪律检查人员对案件（非刑事案件）有关的场所进行检查时所作的笔录。 

  证据必须经过审核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条 收集、鉴别和使用证据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不得带框框、主观臆断、偏听偏信；必

须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和公民的合法权利。任何党员和群众都有向党组织提供自己所知道的案情的义务。严禁使用

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第四条 收集违犯党纪案件的证据，由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人员或党组织委派的党员负责进行，收集证据必须两

人以上。收集证据要及时、客观、全面。 

  证据的收集主要由案件检查人员进行。案件审理人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证据不足或证据间存在矛盾，一般由

报案单位补充调查取证，需要补充个别证据的也可以由案件审理部门补充收集。 

  第五条 收集物证应尽可能提取原物。物证能随卷保存的即随卷保存，不能提取的原物或不能随卷保存的原物

应拍成照片入卷，并注明原物存放何处。 

  第六条 收集书证采用提取会议记录、介绍信、文件、个人记录、私人信件、日记等方法，并尽可能提取原件。

如不能提取原件的，用摘抄或复印的方法提取，但应注明出处、原件保存单位，并应由原件保存单位加盖公章。摘

抄或复印会议记录、个人记录、私人日记时，要注意时间的连续性，节录材料不得断章取义。 

  对可作为书证的原始材料或复制件，党的各级组织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提供。收集的材料涉及机密事项应履行

一定的批准手续。党员有义务向组织提供记载有与案情有关系的工作记录本。 

  对可作为书证的私人日记、信件等原始材料的收集只能采取动员的方法，不得强行收集，涉及个人隐私的，有

关党组织应为其保密。 

  第七条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党员和群众，都应及时地、如实地提供证言，不得拒绝作证。党员故意提供虚假

情况，情节严重的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收集证人证言，不要采取座谈会的形式。证人证言要一人一证，一般情况下一事一证。由证人用钢笔或毛笔书

写。没有书写能力的，由他人或调查取证人根据证人的讲述代写，写好后读给证人听，并按证人意见进行修改，然

后由证人签字、盖章或按手印。书写证人证言，应把所要证明的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原因、情节、手

段、结果等书写清楚。调查人员要做好询问笔录，并应由被询问人签字。 

  对证人证言，应由取证人注明证人工作单位、职务，并由取证人签字。不必由所在单位加盖公章或加注“属实”、

“供参考”之类的文字。 

  证人作证后，如有补充、更正，可另行书写，并说明更正的理由。办案人员应将补充、更正的证人证言与该证

人原出具的证言一并归入案卷。 

  证人作证后，党组织应为其保密。如发现受审查党员及其亲友对证人打击报复，从严处理。 

  第八条 收集受审查党员的陈述包括：受审查党员对自己所犯错误的交待或申辩；揭发同案违纪人员的材料。 

  受审查党员应对党忠诚老实，如实向组织交待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有依据党章的规定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受审

查党员对“处分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如提出不同意见，有关党组织应认真研究并作出说明，一并归入案卷。 

  第九条 纪律检查机关在需要时，可以运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等。 

  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取得证据，按有关规定办理。 

  纪律检查人员对有作案现场的非刑事案件，应注意对现场作出检查，并作好笔录。 

  第十条 对受到刑事处罚、政纪处分的党员作党纪处理，必须收集主要证据材料。 

  第十一条 鉴别证据的任务是：根据各种证据材料的具体特征，逐个进行审查和分析研究，鉴别其真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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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案件事实有无内在联系，对查明和证实案情有无意义。经过鉴别，确实符合客观实际，与案件事实有内在联系

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十二条 鉴别证据，首先鉴别每个证据是否客观真实，是否伪造；是否与案件事实有联系；是原始证据还是

传来证据，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其来源有无问题，然后，综合分析证明案件的同一事实的各类证据之间有无

矛盾；各种证据之间有无内在的联系，要注意时间、条件的变化对证据的影响，要把不同的证据摆到案件发生、发

展的过程中去，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同其他证据联系起来综合分析。 

  第十三条 对物证的鉴别，要审查是否错误地收集了疑似的物品和痕迹，收集的物证是否伪造，有无栽赃陷害

的情况。研究、分析所取物证与案件事实的联系，确定其有无证明作用。 

  第十四条 对书证的鉴别，要查清其原始制作人，是在何种情况下制作的，是否伪造，节录材料是否断章取义，

所记载的内容有无差错，联系其他证据判断所取书证的真实性。 

  第十五条 对证人证言的鉴别，要注意审查证言的内容与案件事实是否有联系，来源有无问题，是否受到外界

不正常因素的干扰，是否属实，证言前后是否一致，有无矛盾。不得采用对质的方法鉴别证言。 

  第十六条 对受审查党员陈述的鉴别，要审查其交待或申辩前后是否一致，有无矛盾，将交待或申辩与其他证

据相对照，看其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属实。 

  第十七条 对视听材料的鉴别，要注意是否伪造，是否被裁剪，是否拼接组合。 

  第十八条 对受侵害人员陈述的鉴别，要注意受侵害人员感情因素对其陈述真实性的影响。 

  第十九条 认定案件事实，证据必须确凿。证据经过鉴别，其真实性得到确认后，即成为有效证据，任何人无

权涂改或弃毁，有关党组织在移送证据时，不得任意取舍。特别不得舍弃那些经过鉴别证明受审查党员无错的证据。

要综合运用证据，证据之间矛盾时，不能仅凭数量多少决定其真实可靠性；认定主要错误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之间的

矛盾不能排除时，不能定案。 

  第二十条 在没有物证、书证的情况下，仅凭言词证据定案时，必须有两个以上（含两个）证据，才能定案。 

  第二十一条 没有直接证据而仅凭间接证据定案时，所有间接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每个证据与案件事实都有着

客观联系；取得的证据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这个证明体系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才能定案。不能排除其

他可能时，不能定案。 

  第二十二条 仅有受审查党员的交待，没有其他证据，不能定案；受审查党员拒不承认，其他证据确实充分，

仍可定案。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案件审理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8.3.403）《关于审理党员违纪案件工作程序的规定》(1991年 7 月 13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13.htm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审理党员违纪案件工作程序的规定 

（1991 年 7 月 13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审理党员违纪案件工作的经验和实际

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为了保证办案质量，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正确执行党的纪律，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必须遵照本规定审理

案件。 

  第三条 案件检查结束后，必须移送案件审理部门或专兼职审理人员进行审理。 

  第四条 审理案件应按照处理违纪案件批准权限的规定，分级负责。 

  第五条 审理案件的人员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犯

错误的党员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审理案件人员的回避须经批准，未经批准之前不得停止对案件的审理。 

  案件审理部门负责人的回避，由本级纪委分管案件审理工作的常委决定；其他案件审理人员的回避，由审理部

门负责人决定。 

第二章 违纪案件的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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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案件审理部门受理下列案件： 

  （一）下级党委、纪委呈报的需由本级党委、纪委批准的案件； 

  （二）本级纪委检查部门直接检查的，并需由本级党委、纪委直接决定处理的案件； 

  （三）需呈报上级党委、纪委审批的案件； 

  （四）下级党委、纪委呈报的备案案件； 

  （五）本级纪委负责同志或上级党组织交办的案件； 

  （六）下级党委、纪委呈报的，原由本级纪委、同级党委及上级党委、纪委批准的案件中的申诉复查案件； 

  （七）原由下级党委、纪委批准经复查复议后申诉人对复查结论和复查处理决定仍不服，下级党委、纪委呈报

请求复核的复查案件； 

  （八）行政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移送的需给予党纪处分的案件。其中，需要进一步调

查取证的，由受理案件的纪委检查部门或商请移送案件的机关补充调查后移送审理。需要个别调查补充证据的，由

受理案件的纪委审理部门调查补证。 

  第七条 下级党委、纪委呈报上级审批的案件，应具备下列材料： 

  （一）呈报审批的请示； 

  （二）处分决定和所依据的错误事实材料； 

  （三）调查报告和主要证据材料； 

  （四）有关的各级纪委和党组织的审查意见； 

  （五）犯错误党员的检查和对处分决定的意见； 

  （六）党组织对犯错误党员所提意见的说明。 

  本级纪委检查部门移送的案件，应具备下列材料： 

  （一）立案依据； 

  （二）错误事实材料、被检查人对错误事实材料的意见及检查组对其意见的说明； 

  （三）调查报告和主要证据材料； 

  （四）被检查人的书面检讨。 

  行政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移送的案件，应具备下列材料： 

  （一）行政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具备处理意见或决定、调查报告、主要证据材料、与本人见面材料、本人意

见和有关组织的说明； 

  （二）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具备行政处罚决定或行政强制措施决定、摘抄或复制的主要证据和本人检查交待

等材料； 

  （三）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案件应具备免予起诉或不予起诉决定书的副本、侦查终结报告、摘抄或复制的主要证

据和本人交待等材料； 

  （四）人民法院移送的案件应具备起诉书、判决书或裁定书、摘抄或复制的主要证据和本人交待等材料。 

  第八条 案件审理部门或审理人员，接到下级纪委呈报的案件或本级纪委检查部门移送的案件或行政监察机关、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移送的案件后，经审查，符合本规定第六、七条规定的，给予受理。 

第三章 违纪案件的审理 

  第九条 各级纪委审理部门受理案件后，应及时指定承办人办理。除情节简单的案件外，一般应由两人办理，

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应组成两人以上的审议组办理，并确定其中一人主办。 

  第十条 审理案件，要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要求进行审理。 

  第十一条 承办人对处分决定中所列举的错误事实要认真审核，弄清犯错误党员犯有哪些错误，每一错误发生

的时间、地点、起因、情节及造成的后果，有关人员的责任。审核认定的每一错误事实是否都有确凿的证据。犯错

误党员对处分决定所依据的错误事实如提出不同意见，有关组织的说明能否将所提问题说明清楚。 

  第十二条 承办人根据《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的政策、党纪处分规定、国家的法律法

规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判断处分决定中所认定的错误性质是否准确，所给予的处分是否恰当。 

  第十三条 在审理过程中，如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有关人员责任不明时，应主动听取报案单位的意见，

确需补报材料时，应请报案单位补报材料。 

  第十四条 一般情况下，案件在提请本级纪委常委决定前，应派人与犯错误党员谈话，核对错误事实，听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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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见。本人如对处分决定和所依据的事实材料提出不同意见，应写出书面材料。没有书写能力的，应由谈话人将

其意见整理成书面材料，并交本人签字。 

  与犯错误党员谈话，应作好谈话记录。 

  第十五条 案件涉及专业技术问题或具体业务政策、规定的，必要时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 

  第十六条 承办人审理后，草拟审理报告。报告中应写明错误事实、性质、政策法规依据、报案单位的意见和

承办人的意见。 

  第十七条 承办人办理的案件，要经过案件审理部门室务会议审议。审议时，承办人根据起草的审理报告，如

实清楚地汇报。会议要充分发扬民主，认真讨论，提出结论性意见。 

  第十八条 承办人根据集体审议的结论性意见修改审理报告，经审理部门负责同志审核后，连同报案单位呈报

的有关材料一并提请本级纪委常委会审定。 

  由本级纪委参与检查或过问的案件在报本级纪委常委会审议前，还要征求有关检查部门的意见，需要本级纪委

直接决定的案件，经审理部门集体审议后代常委草拟处分决定，连同审理报告一并提请本级纪委常委会审定，如果

检查部门有不同意见，应同时上报。 

  第十九条 常委会决定后，对由本级纪委批准的案件，审理部门即办理批复手续，其中需要向同级党委和上级

党委、纪委备案的，同时办理备案手续；对需要由同级党委或上级党委、纪委批准的案件应及时办理报批手续，在

接到同级党委或上级党委、纪委的批复后，及时通知犯错误党员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宣布执行。 

  第二十条 凡给予党纪处分或免予党纪处分的案件，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处分决定或免予处分的结论、错

误事实调查报告、上级批示、本人检讨及本人对处分决定或免予处分的结论的意见抄送组织部门；如建议给予行政

处分的，抄送有关人事部门；如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抄送有关司法机关。 

  第二十一条 办理批复和备案手续后结案。承办人根据有关规定立卷归档。 

  第二十二条 给予党员的纪律处分，从处分决定批准之日起生效。处分决定和批复给受处分的党员一份。 

第四章 复查案件的审理 

  第二十三条 对党员的申诉，一般情况下，由原来作出处分决定的党组织进行复查或复议；原办案单位如已撤

销，由申诉人现在单位复查复议。 

  第二十四条 对于上级党委、纪委交办复查或复议的案件，下级纪委应及时办理，并报告处理结果。如果决定

撤销或改变原处分决定或结论，应作出书面决定，并报请原来批准给予处分的党组织审批。 

  “文化大革命”前经中央或中央监委批准处理的案件，经过复查或复议需要改变原结论和处分的，报中央纪委

审批，由中央纪委报中央备案；原经中央局批准处理的案件，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或纪委审批，报中央

纪委备案。各地区、各部门处理的，按各地区、各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报送复查案件，应具备下列材料： 

  （一）呈报审批的请示； 

  （二）复查报告和主要证据材料； 

  （三）复查处理决定及有关党组织的意见； 

  （四）受处分党员对复查处理决定的意见和党组织对其意见的说明； 

  （五）原处分决定、错误事实材料、调查报告和主要证据材料。 

  第二十六条 审理复查案件除按审理违纪案件的要求进行外，还应注意审阅原处理案卷材料。对照原处分决定

和证据，审核改变处理的依据是否充分。如果原证据和复查时取得的证据有矛盾，应认真鉴别。 

  第二十七条 对案件的复查复议决定，经原批准处分的机关批准后，申诉人对复查复议结论仍不服的，原批准

处分的机关应将本人申诉和复查复议材料一并报上一级党委或纪委审查决定。一经上级党委、纪委审查决定后，申

诉人仍然不服，继续申诉的，一般不再受理。 

第五章 备案案件的审理 

  第二十八条 呈报上级纪委备案的案件，应具备下列材料： 

  （一）呈报备案的报告； 

  （二）处分决定和所依据的事实材料； 

  （三）调查报告和主要证据材料； 

  （四）受处分党员的检查和对处分决定的意见及党组织对其意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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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批准机关的批复。 

  第二十九条 承办人和审理部门审理备案案件，按本规定第十、十一、十二、十六、十七条的要求进行审理。 

  第三十条 对下级纪委报来的备案案件，审理部门如同意下级党委、纪委的意见，经有关领导批准后归档。如

对下级党委、纪委对案件的处理有不同意见，审理部门将审理报告连同备案材料一并提请本级常委会讨论。常委会

如作出改变下级纪委对案件处理的决定，审理部门应将常委会的决定通知下级纪委，请他们重新研究处理。如果所

要改变的下级纪委的决定是经过它的同级党委批准的，按本规定第三十二条办理。 

第六章 执行监督 

  第三十一条 各级党委对同级纪委批准的案件，有权调卷审查，对审查结论和处理决定直接作出改变，也可以

责成纪委重新审查。 

  第三十二条 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纪委，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批准的案件，有权调卷审查，对审查结论和处

理决定，直接作出改变，也可以责成下级党委或纪委重新审查。但是，如果上级纪委所要改变的下级纪委的决定是

经过它的同级党委批准的，这种改变应尽量经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由这一级党委自行改变；如果不能取得一致意

见，应将双方的意见同时报上级党委决定。 

  第三十三条 上级党委或纪委对违纪案件作出的处理决定，下级党组织必须贯彻执行。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向

上级党委或纪委提出，但是，当上级党委或纪委没有改变原处理决定时，不得停止执行，对拒不执行的要追究有关

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 党的地方各级纪委如果对同级党委处理的案件有不同意见，可以请求上一级纪委予以复查。上一

级纪委应予受理。 

  第三十五条 各级党委或纪委对犯错误党员的处分决定中，如有建议给予行政处分的内容，有关部门的党组织

应保证其得以贯彻，并将执行情况报告作出决定的党委或纪委。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8.3.404）《关于地方党委向地方国家机关推荐领导干部的若干规定》(1990 年 1月 12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12.htm  

中共中央关于地方党委向地方国家机关推荐领导干部的若干规定 

（1990 年 1 月 12 日） 

  第一条 地方党委向地方国家机关推荐领导干部是它应当履行的一项重要职责。推荐范围包括：地方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属于党委管理的由地方国家机关任命的

其他领导干部。 

  第二条 地方党委向地方国家机关推荐领导干部，必须贯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坚持德

才兼备的标准，体现民主、择优的原则。被推荐的人选应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作风正派，廉洁奉

公，能胜任所推荐职务并为群众所信赖的干部。 

  第三条 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换届时，地方党委提出需由上级党委审批的换届人事安排方案，应经下列程序： 

  1.通过民主推荐或民主评议，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无党派人士的意见。 

  2.确定被考察人选，组织考察。 

  3.党委常委会或全委会讨论确定推荐人选，报上级党委审批。 

  4.上级党委组织部门考察后提请党委审批。 

  5.向人大常委会党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党员介绍上级党委批准的人事安排方案，进一步听取意见；向

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中的代表人物通报有关情况，进行民主协商。 

  6.向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交推荐书，说明推荐理由，介绍所推荐人选的基本情况，回答有关问题。 

  第四条 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换届时，地方党委推荐由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政府部门正职，应经下列程序： 

  1.通过民主推荐或民主评议，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2.确定被考察人选，组织考察。 

  3.听取政府首长和分管副职的意见；属地方党委和上级业务部门双重管理的干部，还应听取上级业务部门的意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qinfeng.gov.cn/info/1966/61312.htm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931 页 共 3277 页 

见。 

  4.党委常委会或全委会讨论确定推荐人选。 

  5.向人大常委会党组或主任会议成员、政府党组或政府常务会议成员通报党委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和所推荐人

选的基本情况。 

  6.根据党委的推荐意见，政府首长向人大常委会提名，由政府首长或他委托的有关部门介绍所提名人选的基本

情况，回答有关问题。 

  第五条 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本届任期内，地方党委向地方国家机关推荐个别人选，应听取群众和有关方面意

见，由组织部门考察，党委集体讨论决定，按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党委审批，依照法律规定任免。 

  第六条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团应成立临时党组织，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临时党组织在选举工作中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贯彻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向人大代表中的党员介绍党委的人

事安排方案，贯彻党委的意图；向党委反映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党员，要积极贯彻党委意图，带头依法办事，正确履行职责。对党委推荐

的人选有不同意见，应向党组织反映。不得利用散发传单、传播不实传闻等方式，影响他人依法表达选举意志。 

  第七条 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或正副主任中的多数人，对党委推荐人选如有不同意见，党委可以重新推荐人选；

如果认为人选不宜改变，应作出说明，并在人大常委会党组或正副主任中进一步酝酿，待意见比较一致后，再行推

荐。 

  属于双重管理的干部，双方对推荐人选如有不同意见，协商不一致时，以主管方提出的干部作为推荐人选。在

向上级党委报告时，应反映协管方的意见。 

  第八条 由地方党委推荐的干部，在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人大常委会决定过程中如发现有一定根据、足以影响

任命的问题，确实来不及查清，地方党委可建议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暂缓选举或决定，待问题查清后，再决

定是否继续推荐。 

  第九条 由地方党委推荐、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干部落选后，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条件，可推荐为其他职务人

选。如果再次推荐为同一职务人选，应在一年以后。 

  由地方党委推荐、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干部未获通过，可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条件，经进一步协商后，在下一次

人大常委会例会时继续推荐。连续两次未获通过的，不得再推荐为同一职务人选。 

  第十条 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干部请求辞职，应按干部管理权限上报，经批准后，再依法

向国家机关提出辞职报告。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干部调动工作或退（离）休，应依法向人民代

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报告。 

第十一条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收到罢免案或撤职议案时，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临时党组织和人大常委

会党组应及时向党委报告。属于上级党委管理的干部还应向上级党委报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临时党组织和人大

常委会党组应按党委意见开展工作，并依照法定程序办理。 

 

 

8.3.405）《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退（离）休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的若干规定》(1988 年 10 月 3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退（离）休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的若干规定 

（1988 年 10 月 3 日）  

  严禁党和国家机关及机关干部经商办企业，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贯方针。机关退休（含离休，下同）干部从

事经商活动，容易助长官商不分，使有的人利用原来的工作关系和影响参与倒卖活动，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滋生

腐败现象，必须坚决制止。为了保持党政机关的清正廉洁，保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顺

利进行，更好地发挥老干部的表率作用，遵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在严禁党和国家机关及机关在职干部经商办

企业的同时，对县以上机关的退休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党和国家机关的退休干部，不得兴办商业性企业，不得到这类企业任职，不得在商品买卖中居间取酬，不

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倒卖生产资料和紧俏商品，不得向有关单位索要国家的物资，不得进行金融活动。 

  二、党和国家机关的退休干部，不得到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公司）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含名誉职

务）和其他管理职务，企业也不得聘请他们任职。已经任职的，必须辞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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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党和国家机关的退休干部，可以应聘到非全民所有制的非商业性企业任职，但到本人原所在机关主管的行

业和企业任职，必须在办理退休手续满两年以后，到这些企业任职的，要经所在机关退休干部管理部门批准，并与

聘用单位签订合同。 

  退休干部应聘到这些企业任职期间，原所在机关应即中止其享受的各项生活待遇，改由企业负责。本人在企业

所得报酬数额，最高不得超过其原工资与原机关干部平均奖金之和。退休干部到企业任职，应向原机关如实呈报自

己的收入。按此规定执行的，在退出企业后由原机关恢复其原生活待遇；不按此规定执行的，应取消其退休待遇，

并不再恢复。 

  四、党和国家机关的退休干部从事养殖业、种植业生产，进行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讲学、写作、翻译，以

及从事为改善机关后勤服务而开办小卖部、洗衣房、理发室等经营服务活动，继续按中发〔1984〕27 号文件的有关

规定执行，取得合理报酬，严格照章纳税，其原享受的退休待遇不变。 

  五、党和国家机关要加强退休干部的管理工作。对违反本规定的退休干部，其原所在机关应及时纠正；不按规

定纠正的，要追究该机关主要负责人的责任。退休干部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监察、纪检等部门，要经

常检查执行本规定的情况。机关党组织和企业党组织，要切实负起监督的责任。 

  六、本规定同时适用于县以上工会、妇联、共青团、文联以及各种协会、学会等群众组织的退休干部。 

军队机关的退休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由中央军委参照本规定制定具体办法。 

 

8.3.406）《关于建立定期梳理集中破解制约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突出困难问题长效机制的通知》(赣府厅字〔2019〕

64号 2019年 8 月 14 日) 

江西省政府公报  https://mp.weixin.qq.com/s/NK7evNcTXUOO4z_bJyx83A  

http://xxgk.ganzhou.gov.cn/c100269/2019-09/02/content_39f9158eb7f3411eb112da55305fdf8a.shtml  

http://www.jxfz.gov.cn/art/2019/9/12/art_80_3206615.html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定期梳理集中破解制约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突出困难问题长效机制的通知 

赣府厅字〔2019〕64 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决策部署，不断深化“五型”政府建设，推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省政府决定建立定期梳理集中破解制约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突出困难问

题长效机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动力，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提出的“作示范、勇争先”的

目标定位和“五个推进”的更高要求，按照省委十四届六次、七次、八次全会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五型”政府

建设，认真总结办理三批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问题清单任务的经验做法，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建章立制，狠抓工作落

实，进一步提升全省政府系统的理解力、执行力和创造力，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共同描绘好新时代江

西改革发展新画卷。 

二、重点领域 

着眼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大局，立足本地本部门工作实际，聚焦重点领域，把握关键环节，重点围绕加快推进新

旧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重大项目落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企业帮扶、开发区改革创新、功能性平台建

设、扩大高水平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民生工程以及其他关系本地区本部门发展的全局性、关键性问题，认真

查找短板弱项和制约瓶颈，集聚资源、集成政策、集中力量，千方百计攻坚克难、推动问题解决。 

三、工作流程 

坚持规范化、流程化操作，环环相扣、有序有力，确保困难问题找得准、办理解决抓得实，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

有结果。 

（一）定期摸排征集。按照分级负责原则，各地各部门对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困难问题，每半年集中开展一次摸排

征集。根据工作需要，也可就某个领域或某项重点工作及时进行专题征集。 

（二）深入分析论证。对摸排征集到的困难问题，各地各部门需先行组织初核，对其必要性、可行性和前期工作、

基础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调研论证、认真筛选，按轻重缓急、解决层面等进行分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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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逐级汇总上报。对需争取国家层面支持或需省级层面协调解决的困难问题，县（市、区）政府按程序上报至

设区市政府，设区市政府负责市本级及所辖县（市、区）困难问题的汇总、审核和报送。省政府各部门、赣江新区

以及省直管县，相应负责本系统本区域困难问题的汇总、审核和报送。每年分两批次，分别于 3 月底和 9 月底前统

一上报省政府。上报的事项原则上应纳入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当年工作计划。 

（四）制定清单交办。对各地各部门报送的困难问题，省政府办公厅负责牵头抓总，由办公厅相关业务处室按照职

能分工和问题类型，进行审核把关。对符合要求的，逐一分解落实，明确问题来源、主要内容、办理层级、牵头领

导、责任部门、责任人员和办结时限等，制定详实清单任务并予交办。对不符合要求的，及时退回并说明理由，退

回问题数量原则上不超过问题总数的 20%。 

（五）积极协调解决。明确相关省政府副秘书长担任牵头负责人，负责抓好对口部门事项的协调落实。责任部门要

对每个困难问题，因情施策、逐一研究，制定具体解决方案和措施。对解决难度较大的困难问题，视情逐级报请省

政府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协调解决；对需争取国家层面帮助解决的，要主动加强与国家部委的沟通汇报，需请省政

府领导出面的及时报告。 

（六）务实调度推进。对清单任务办理落实情况，坚持每月一调度、一季一汇总、半年一小结，台账管理、挂图作

战、紧盯不放。对已办结的问题，实行销号管理，并按照“谁负责、谁反馈”的原则，由责任部门及时向问题提出

单位反馈办理解决情况；对因国家和省政策限制或有关条件暂不成熟等客观原因一时难以解决的，责任部门需向问

题提出单位做好充分说明和耐心解释工作，并共同研究谋划，为今后推进相关工作创造条件。省政府办公厅于每年

1 月和 7 月上旬，定期将相关困难问题办理情况通报各地各部门。 

（七）及时跟踪问效。加强困难问题办理结果的转化运用和跟踪落实，适时开展“回头看”检查，认真做好成效评

估，确保困难问题真解决、真落实、真见效，真正成为助推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动能。对破解困难问题成

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省政府将按规定给予及时奖励；对不担当、不作为甚至弄虚作假，导致工作滞后或问题久拖

不决造成不良影响的，一经查实将予以追责问责。 

四、机制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梳理解决制约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困难问题，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举措，作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作为建设“五型”政府的有

力抓手，列入本地区本部门重要议事日程，安排专人具体负责，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困难问

题解决，真正在破解难题中检验政治忠诚、体现务实担当、践行为民初心、考量能力素质、展示良好形象。 

（二）坚持上下联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法”的工作理念，加强

上下沟通、左右协调，积极作为、凝聚合力，实现困难问题及时发现、及时交办、及时解决、及时反馈。市、县两

级政府要参照省里的做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应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快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促一级，上下

联动、协调并进、狠抓落实的良好工作格局。 

（三）注重宣传引导。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及“两微一端”新媒体，积极宣传典型，强化正向激励，

展现“五型”政府建设成效，着力在全省政府系统营造千方百计解难题、一心一意谋发展、心无旁骛抓落实的浓厚

氛围。 

2019 年 8 月 14 日 

 

8.3.407）《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工作汇报暂行办法》(2007 年 7月 23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2/61304.htm  

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工作汇报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以下简称派驻机构）的管理，根据《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中央编办、监察部关于对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的实施意见》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工作汇报，是指派驻机构向中央纪委监察部所作的关于全面履行职责情况的汇报。 

  第三条 派驻机构工作汇报的方式主要包括：年中汇报、年度汇报和谈话汇报。 

第二章 年中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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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派驻机构每年年中向中央纪委监察部作上半年工作汇报。 

  第五条 年中汇报的主要内容： 

  （一）派驻机构上半年履行职责情况； 

  （二）派驻机构上半年自身建设情况； 

  （三）有关意见与建议。 

  第六条 年中汇报一般由中央纪委监察部分管领导听取派驻机构主要负责人汇报。 

  第七条 年中汇报一般通过召开会议进行。会议由中央纪委第一至第四纪检监察室按归口联系单位分别组织筹

备，监察综合室、干部室派员参加。 

  第八条 派驻机构年中汇报的情况由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汇总后呈报中央纪委监察部主要领导，并通报有关厅

室局。派驻机构反映的问题与建议，由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协调有关厅室局予以解决或回复。 

第三章 年度汇报 

  第九条 派驻机构每年年底向中央纪委监察部作年度工作汇报。 

  第十条 年度汇报的主要内容： 

  （一）派驻机构履行职责的情况，重点是加强对驻在部门党组和行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监督工作情况、驻在部

门及所属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二）派驻机构自身建设的情况及派驻机构干部执行廉洁自律规定情况； 

  （三）派驻机构主要负责人述职述廉； 

  （四）有关意见与建议。 

  第十一条 年度汇报一般通过召开派驻机构工作汇报会和派驻机构工作总结会进行。 

  第十二条 中央纪委监察部分管领导在重点走访部分驻在部门和派驻机构基础上，分别主持召开派驻机构工作

汇报会，听取所分管的派驻机构主要负责人年度工作汇报、述职述廉。 

  派驻机构工作汇报会由中央纪委第一至第四纪检监察室按归口联系单位分别组织筹备，监察综合室、干部室派

员参加。 

  第十三条 在派驻机构工作汇报会之后，召开派驻机构年度工作总结会，中央纪委监察部主要领导对派驻机构

年度工作进行总结，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派驻机构交流工作经验。 

  派驻机构工作总结会由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会同办公厅、干部室、机关事务管理局组织筹备。中央纪委监察部

领导出席，中央纪委副秘书长、各厅室局负责人、各派驻机构主要负责人参加。 

  第十四条 派驻机构年度汇报应提交书面材料，由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分送有关厅室局。对派驻机构年度汇报

反映的问题与建议，由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负责汇总，并协调有关厅室局予以解决或回复。 

第四章 谈话汇报 

  第十五条 除年中汇报和年度汇报外，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可不定期与派驻机构主要负责人进行谈话；派驻机

构主要负责人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主动约请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听取汇报。 

  第十六条 谈话汇报的主要内容： 

  （一）派驻机构主要负责人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监察部工作部署及本人廉政勤政情况； 

  （二）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责情况； 

  （三）其他需要汇报的情况。 

第十七条 谈话汇报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意见由有关厅室局协助安排，相关材料按领导要求办理。 

 

8.3.408）《中央纪委监察部向派驻机构通报情况暂行办法》(2007 年 7月 23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2/61304.htm  

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中央纪委监察部向派驻机构通报情况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以下简称派驻机构）工作的指导和服务，增进派驻机构对

全局工作的了解，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央纪委监察部每年不定期召开情况通报会，向派驻机构通报有关情况。根据工作需要，派驻机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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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中央纪委监察部提出通报有关情况的建议。 

  第三条 情况通报会一般由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组织筹备，有关厅室局予以配合。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要求有

关厅室局通报情况的，由有关厅室局组织筹备。 

  第四条 情况通报会通报的主要内容是： 

  （一）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定和有关会议精神； 

  （二）中央纪委监察部重要工作部署和进展情况； 

  （三）中央纪委监察部重要案件查办工作情况； 

  （四）中央纪委监察部干部管理工作有关情况； 

  （五）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建设工作有关情况； 

  （六）需要通报的其他情况。 

  第五条 情况通报会出席人员为：中央纪委监察部有关领导，派驻机构负责人，中央纪委监察部有关厅室局负

责人。 

第六条 情况通报会有关材料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有关厅室局根据要求准备，监察综合室负责组织协调。 

 

8.3.409）《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开展党内询问和质询办法》(2007年 4 月 22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2/61303.htm  

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开展党内询问和质询办法（试行） 

（2007 年 4 月 22 日）   

  第一条 为推动和规范党内询问和质询工作，发挥党的地方委员会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在党内监督中的

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对所在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询问和质询，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党委委员询问和质询的对象是所在党委的常委会、同级纪委，所在党委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

机关、派出的巡视机构和所在党委批准成立的党组（党委）。 

  纪委委员询问和质询的对象是所在纪委的常委会、派出机关、派驻机构。 

  对常委会进行询问和质询时，可以要求询问和质询事项所涉及的相关党组织和有关部门参与说明、解释或者答

复。 

  第四条 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提出的询问和质询由本级党委、纪委办公厅（室）分别负责受理。询问和质询对

象为党委常委会或者纪委常委会的，分别由上一级党委、纪委办公厅（室）受理，其中对省级党委常委会、纪委常

委会的询问和质询，分别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纪委办公厅受理。 

  询问和质询以书面形式提出。 

  委员单独提出询问和质询；多名委员就同一问题分别提出询问和质询的，一并处理。 

  提出质询，应当以提出过询问为前提条件。 

  询问和质询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时限受理和处理，有交通、通信不便等特殊原因的，可以适当延长。 

  第五条 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提出询问，应当填写《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询问书》，送受理部门。 

  对涉及多个对象的询问，应当分别填写《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询问书》。 

  第六条 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提出的询问应当具备以下要件： 

  （一）有明确的询问对象； 

  （二）询问对象执行所在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决定中存在的问题； 

  （三）署真实姓名。 

  第七条 受理部门自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对符合第六条规定要件的询问，将《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

员询问书》送交询问对象并告知询问人；对不符合第六条规定要件的，告知询问人，可以由其收回询问或者按照规

定要件重新提出询问。 

  第八条 询问对象应当自收到受理部门送交的《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询问书》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

书面说明，由其党组织负责人署名后送受理部门。存在询问书所涉及问题的，应当说明具体情况和整改措施；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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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询问书所涉及问题的，应当作出解释。 

  受理部门收到询问对象所作的书面说明后，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送交询问人并留存备案。 

  第九条 询问人对询问对象所作说明不满意或者询问对象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说明的，可以自收到说明或者说

明期满之日起填写《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质询书》，提出质询。 

  对涉及多个对象的质询，应当分别填写《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质询书》。 

  第十条 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提出的质询应当具备以下要件： 

  （一）针对询问对象提出； 

  （二）针对询问提出的同一问题提出； 

  （三）有对询问对象所作说明不满意的理由或者询问对象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说明； 

  （四）署真实姓名。 

  第十一条 受理部门自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对符合第十条规定要件的质询，将《地方党委委员、纪委

委员质询书》送交质询对象并告知质询人；对不符合第十条规定要件的，告知质询人，可以由其收回质询或者按照

规定要件重新提出质询。 

  第十二条 质询对象应当自收到受理部门送交的《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质询书》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作

出书面答复，由其党组织负责人署名后送受理部门。 

  受理部门收到质询对象所作的书面答复后，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送交质询人并留存备案。 

  质询对象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确有困难的，可以在到期日之前书面告知受理部门并说明理由，由受理部门决

定是否予以适当延长，并将延长期限书面告知质询人。 

  第十三条 质询人对质询对象作出的书面解释或者答复仍不满意，或者质询对象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解释

或者答复的，质询人可以书面形式向党委常委会、纪委常委会提出或者向上一级党委、纪委反映。 

  第十四条 对质询人提出或者反映的问题，党委常委会、纪委常委会或者上一级党委、纪委应当及时研究处理。 

  必要时，可以成立调查组，对有关问题进行核实。 

  第十五条 询问、质询对象对询问、质询情况及其办理结果，应当在年度工作报告中予以说明。 

  第十六条 询问、质询对象认为询问、质询事项涉及保密内容的，应当书面说明情况并送受理部门。受理部门

认为确应保密的，书面通知询问、质询对象对涉密内容可不作答复。 

  询问、质询人不得传播在询问、质询中获悉的保密事项或者其他不宜扩散的情况。 

  第十七条 受理部门拒不受理或者拖延办理询问、质询事项的，由同级党委或者纪委主要负责人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询问和质询对象不办理或者不按期办理，或者不如实答复询问和质询事项的，给予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

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追究主要责任人员的责任。 

  询问、质询对象打击报复或者有其他侵犯委员询问、质询权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四十

条的规定追究主要责任人员的责任。 

  质询人不按照规定程序开展质询、故意刁难、无理纠缠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比照《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纪律检查机关负责本办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询问和质询对象是所在纪委常委会的，由上一级纪

律检查机关负责该询问和质询事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商中央组织部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一：《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询问书》 

附件二：《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质询书》 

 

8.3.410）《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业务工作管理暂行办法》(2004 年 4 月 1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2/613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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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业务工作管理暂行办法 

（2004 年 4 月 1 日）  

  为规范和加强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后的业务管理工作，根据《关于对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的实

施意见》和纪检监察工作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派驻机构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业务工作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统一管理。 

  二、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按照分工分管派驻机构的工作。中央纪委第一至第四纪检监察室协助委部领导联系派

驻机构日常工作，其他职能部门协助委部领导联系派驻机构相关工作。必要时，派驻机构主要负责人可直接向中央

纪委监察部领导请示、报告工作。 

  三、派驻机构通过参与驻在部门的重要工作，参加有关会议和活动，以及其他有效的方式，履行对驻在部门党

组和行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监督检查的职责，并向中央纪委监察部报告监督检查工作情况。 

  四、派驻机构协助驻在部门党组和行政领导班子抓好反腐倡廉工作部署和任务分解，健全和完善组织协调机制；

督促检查驻在部门及所属系统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改进或加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

总结驻在部门及所属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经验。派驻机构应适时与驻在部门党组和行政领导班子沟通有

关工作情况，并向中央纪委监察部报告。 

  五、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收到的信访举报，涉及驻在部门党组和行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报

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阅批，抄送有关纪检监察室主要负责人，有关情况适时向派驻机构主要负责人通报；涉及驻在

部门司局级干部重要问题的信访举报，主送派驻机构主要负责人阅批，抄送有关纪检监察室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

的信访举报，转派驻机构处理。 

  派驻机构直接收到反映驻在部门党组和行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违反党纪政纪问题的信访举报，或者发现驻在部

门党组和行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违反党纪政纪的问题及其他重要情况，可直接向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报告。 

  六、经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批准，派驻机构可对反映驻在部门党组和行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违反党纪政纪的问

题进行初步核实；需要立案调查的，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有关纪检监察室按规定程序办理，派驻机构可参与调查。 

  七、派驻机构负责调查驻在部门司局级干部违反党纪政纪的案件及其他重要案件，可以决定立案，但在决定立

案前应征求驻在部门党组主要负责人的意见，意见不一致的，报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调查结束后提出处理建议，

其审理及处分的程序和批准权限按有关规定办理。 

  八、中央纪委监察部印发的文件，及时发派驻机构；派驻机构参加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有关会议。 

  九、派驻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向中央纪委监察部报送年度工作计划、总结、统计报表、工作信息等文件和材料。 

十、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有关职能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商派驻机构制定相应的工作联系办法。 

 

8.3.411）《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干部工作管理暂行办法》(2004 年 4 月 1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2/61301.htm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干部工作管理暂行办法 

（2004 年 4 月 1 日）   

  为规范和加强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后的干部管理工作，根据《关于对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

的实施意见》和干部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考察任免 

  （一）纪检组组长由中央纪委商中央组织部提名并进行考察，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由中央纪委报中

央任免。 

  （二）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局（监察专员办公室）局长（专员）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提名并进行考察，经中央纪

委书记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报中央组织部备案，由中央纪委监察部任免。 

  （三）监察局（监察专员办公室）副局长（副专员）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提名并进行考察，经监察部部长办公会

议讨论决定，报中央组织部备案，由监察部任免。 

  （四）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和副局级室主任由中央纪委干部室商派驻机构提名并进行考察，派驻机构组

局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经中央纪委干部室报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审批，由中央纪委任免。 

  （五）处级及以下职务由派驻机构领导班子在规定职数内提名，与中央纪委干部室沟通后组织考察，经派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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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组局办公会议研究同意，报中央纪委干部室审核并办理任免职手续。 

  （六）派驻机构干部可参加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和驻在部门组织的竞争上岗；派驻监察局（监察专员办公室）

副局长（副专员）职位空缺时，可面向该派驻机构及其驻在部门、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以及其他派驻机构进行竞争

上岗，具体工作由中央纪委干部室统一组织。 

  二、交流和录用 

  （一）派驻机构干部可在驻在部门及所属系统、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其他派驻机构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范

围内进行交流。干部交流工作由中央纪委监察部商驻在部门实施，驻在部门应予以支持。 

  （二）纪检组组长、监察局（监察专员办公室）局长（专员）的交流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统筹安排。 

  （三）其他局级干部的交流由中央纪委干部室商派驻机构提出建议，报分管该派驻机构的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

和分管干部工作的中央纪委领导同意后，由中央纪委干部室按程序办理。 

  （四）处级及其以下干部的交流由派驻机构领导班子提出建议，经中央纪委干部室审核后，按程序办理。 

  （五）派驻机构干部的挂职锻炼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统一安排，驻在部门也可在征得中央纪委监察部同意后予以

安排。 

  （六）派驻机构干部的招考录用由派驻机构领导班子提出用人需求，中央纪委干部室统一组织实施。 

  三、教育培训 

  （一）派驻机构干部的教育培训由中央纪委监察部和驻在部门共同负责，培训经费由驻在部门负责。 

  （二）纪检组组长、监察局（监察专员办公室）局长（专员）参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进修培训，由中央

纪委监察部商驻在部门安排；派驻机构干部参加纪检监察业务培训，由中央纪委监察部负责。 

  （三）派驻机构干部参加驻在部门的业务培训、党员教育等，由驻在部门负责。驻在部门继续安排派驻机构的

干部参加出国（境）培训、考察等活动。 

  四、年度考核和奖惩 

  （一）中管干部的年度考核按照中央组织部统一安排和要求，由中央纪委负责组织。纪检组组长、监察局（监

察专员办公室）局长（专员）按照规定向中央纪委监察部述职述廉。 

  派驻机构其他干部的年度考核按照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统一部署进行，其年度考核结果由中央纪委干部室向派

驻机构及驻在部门通报。 

  （二）派驻机构及其干部在纪检监察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或做出突出贡献的，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给予表彰奖励；

其他方面的表彰、奖励，由驻在部门负责。 

  （三）派驻机构及其干部有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由中央纪委监察部会同驻在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五、其他事项 

  （一）派驻机构的干部按照规定范围参加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和驻在部门的后备干部推荐；符合被推荐条件和

资格的，列入被推荐范围；符合后备干部条件和资格的，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和驻在部门均可将其列为后备干部人

选。 

  （二）派驻机构干部的工资关系、党（团）组织关系、群团关系仍在驻在部门，由驻在部门负责管理。派驻机

构干部享受驻在部门同职级干部待遇，工资外津（补）贴、补助（奖金），以及生活福利、住房、医疗、退休等事宜

由驻在部门负责。 

  （三）派驻机构干部（不含中管干部）档案正本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管理，驻在部门建立派驻机构干部档案

副本。 

  （四）派驻机构干部持有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的工作证件和驻在部门的工作证件。 

上述干部管理事项的具体程序和本办法未涉及的其他干部管理事项，参照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干部管理的有关

规定执行。 

 

8.3.412）《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管理办法（试行）》(2011年 5 月 25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2/61300.htm  

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管理办法（试行） 

（2011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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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新录用公务员管理工作，根据公务员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新录用公务员，是指按照《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被录用到机关工作，且在试用期内

的人员。 

  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自报到之日起计算，试用期为一年。 

  第三条 新录用公务员应当履行公务员法规定的义务，享有公务员法规定的相应权利，其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

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 对新录用公务员的管理，除本办法规定外，按照公务员法和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章 培 养 

  第五条 招录机关应当加强对新录用公务员的培养教育，采取多种方式对新录用公务员进行政治素质、职业道

德、履职能力、工作作风等方面的培养锻炼，使其尽快胜任录用职位工作。 

  第六条 招录机关应当按照职位要求明确新录用公务员的工作职责，帮助其尽快熟悉业务，提高实际工作能力。 

  第七条 招录机关应当在试用期内安排新录用公务员参加初任培训，根据需要安排专门业务培训和在职培训。

新录用公务员应当按照公务员培训规定参加机关组织的培训。 

第三章 考 核 

  第八条 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应当对其德、能、勤、绩、廉进行全面考核。考核应当在试用期满后三十日

内进行，遇有不可抗力无法按期考核的，应当在相应情形消除之后的三十日内进行。 

  新录用公务员参加初任培训的情况，应作为试用期满考核的内容。 

  新录用公务员的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按照公务员考核有关规定进行。 

  第九条 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次。 

  第十条 确定为合格等次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思想政治素质较好，能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二）能够正常履行职责，完成本职工作； 

  （三）责任心强，工作积极，作风较好； 

  （四）道德品行较好，廉洁自律。 

  第十一条 新录用公务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一）思想政治素质较差的； 

  （二）无法正常履行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的； 

  （三）工作责任心或工作作风较差的； 

  （四）道德品行较差，存在不廉洁问题的。 

  第十二条 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考核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新录用公务员进行个人总结，并在一定范围内述职； 

  （二）所在部门或者单位对新录用公务员进行考核，并写出评语，提出考核结果建议； 

  （三）招录机关根据平时考核、年度考核、试用期满考核等情况，确定试用期满考核等次； 

  （四）将考核结果及时反馈新录用公务员。 

  第十三条 新录用公务员有下列情形的，试用期顺延，顺延期满后再行考核。 

  （一）因病、事假累计超过 40 个工作日不在职的，试用期顺延至补足其不在职的工作日后考核，在报到后一

年半仍未补足的，视为考核不合格。女性在孕期、产假、哺乳期内不在职的，试用期顺延至补足其不在职的工作日

后考核。 

  （二）被立案审查尚未结案的，待结案后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三）受到记大过以下处分尚在处分期内的，试用期顺延至处分期满后考核。 

  （四）法律、法规规定影响试用期满考核正常进行的其他情形，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招录机关应当及时按照有关规定任职定级。任职定级时间从试

用期满之日起计算。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没有考核的，不得任职定级。 

第四章 取消录用 

  第十五条 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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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新录用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取消录用： 

  （一）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工作严重失误或者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较大损失和不良影响

的； 

  （二）在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报名、考试、体检、考察等环节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 

  （三）在参加国家法定考试中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 

  （四）应当给予降级以上处分的； 

  （五）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劳动教养的； 

  （六）有公务员法规定的应予以辞退情形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已经办理录用审批或者备案手续的人员，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未按规定时间报到的，取消录用。 

  第十七条 新录用公务员有公务员法第八十一条第（二）（三）（四）（五）款规定情形的，不得提出取消录用

申请。 

  第十八条 新录用公务员有公务员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不得取消录用。 

  第十九条 中央机关取消录用，由中央机关审批并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中央机关省级以下直属机构取

消录用，由省级直属机构审批并报所属中央机关备案；地方各级机关取消录用，按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办法

进行审批或者备案。 

  第二十条 新录用公务员取消录用的时间，从作出取消录用决定之日起计算。招录机关应当在作出取消录用决

定之日起的三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将取消录用决定通知被取消录用人员。 

  第二十一条 新录用公务员被取消录用后，自批准之日的次月起停发工资。 

  第二十二条 新录用公务员取消录用后，在九十日内重新就业的，应当在就业单位报到后三十日内，按照干部

人事档案转递的有关规定，将档案转至有关的组织人事部门保管；在九十日内未就业或者重新就业单位不具备保管

条件的，按照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转递档案。 

  第二十三条 新录用公务员取消录用后，社会保险待遇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新录用公务员对取消录用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申请复核或者提出申诉。复核或者申诉

期间不停止取消录用决定的执行。 

第五章 纪律约束 

  第二十五条 新录用公务员应当安排在录用职位工作，一般不调整岗位，不得借调到其他单位工作，不得参加

规定以外的离职学习。 

  第二十六条 新录用公务员不得报考其他机关的公务员和到企事业单位应聘。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情形和人员，按照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一条相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除工勤人员以外的新录用工作人员的试用期管理，参照本办法

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413）《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09年 11 月 9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2/61295.htm  

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 

（2009 年 11 月 9 日）  

  第一条 为规范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严肃考试纪律，确保录用工作公平、公正，根据

公务员法、《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和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报考者和录用工作人员在公务员录用考试及相关环节中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对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规范、适用规定准确。 

  第四条 公务员主管部门、招录机关和公务员录用考试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依据本办法，按照职责权限，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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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者和录用工作人员违纪违规行为进行认定与处理。 

  第五条 报考者提供的涉及报考资格的申请材料或信息不实的，由招录机关或者公务员主管部门取消其本次报

考资格。 

  报考者恶意注册报名信息，扰乱报名秩序或者伪造学历证明及其他有关证件骗取考试资格的，由省级以上公务

员主管部门给予其取消本次报考资格且 5 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的处理。 

  第六条 报考者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当场发现经警告仍不改正的，由公务员考试工作人员责令其离

开考场，该科目（场次）考试成绩无效；事后发现的，由公务员考试机构或者招录机关给予其该科目（场次）考试

成绩无效的处理： 

  （一）将规定以外的物品带入考场且未按要求放在指定位置的； 

  （二）未在指定座位参加考试，或者未经工作人员允许擅自离开座位或者考场的； 

  （三）不按规定填写（填涂）本人信息的； 

  （四）未用规定的答题用笔作答的； 

  （五）故意损毁试卷、答题纸、答题卡，或者将试卷、答题纸、答题卡带出考场的； 

  （六）在答卷（答题卡）上做特殊标记的； 

  （七）其他一般违纪违规行为。 

  第七条 报考者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务员考试机构或者招录机关给予其取消本次考试资格的

处理，并由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给予其 5 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的处理： 

  （一）抄袭、协助抄袭的； 

  （二）持假证件参加考试的； 

  （三）使用禁止自带的通讯设备或者具有计算、存储功能电子设备的； 

  （四）其他严重违纪违规行为。 

  第八条 在考试或阅卷过程中认定报考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务员考试机构或者招录机关给予其取消本次

考试资格的处理，并由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给予其终身不得报考公务员的处理： 

  （一）经查实认定为串通作弊或者有组织作弊的； 

  （二）由他人替考或者冒名顶替他人参加考试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影响恶劣的违纪违规行为。 

  第九条 报考者在考察过程中有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或有其他妨碍考察工作正常进行行为的，由招录机关

给予其不予录用的处理；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给予其 5 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的处理。 

  第十条 报考者在体检过程中有意隐瞒影响录用的疾病或者病史的，由招录机关给予其不予录用的处理。 

  报考者在体检过程中有串通体检工作人员作弊或者请他人顶替体检以及交换、替换化验样本等作弊行为的，体

检结果无效，由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给予其 5 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的处理。 

  第十一条 在试用期间查明报考者有本办法所列违纪违规行为的，由招录机关或者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取

消录用并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其相应的处理。 

  任职定级后查明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其相应的处分。 

  第十二条 报考者在录用过程中的其他违纪违规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十三条 对报考者的违纪违规行为当场处理的，由两名以上考试工作人员予以记录、签字并存档。对报考者

违纪违规行为事后认定与处理的，应当制作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告知书（式样附后），告知书应当寄送报

考者，或者以公告形式送达。 

  第十四条 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务员录用报考者诚信档案库。 

  第十五条 录用工作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或者有《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第三十三、三十四条规定情

形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其中，公务员协助作弊的，按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分；组织、领导有组织作弊或者

在有组织作弊中起主要作用的，给予开除处分。 

  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徇私舞弊、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报考者对所认定的违纪违规事实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处理的机关（机构）进行陈述和申辩。取消

录用的，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申请复核或者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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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用工作人员对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决定不服的，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员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复

核或者申诉，其他工作人员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七条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员录用中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适用本办法。 

  第十八条 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414）《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2005 年 12 月 19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2/61294.htm  

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 

（2005 年 12 月 19 日） 

  第一条 为加强和改进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教育和管理，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根据党委（党组）要求，纪律检查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

诫勉谈话和函询。对下一级领导班子成员，根据具体情况，也可以委托其所在党委（党组）的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

谈话。 

  第三条 党员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一）不能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决议、决定以及工作部署不力； 

  （二）不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作风专断，或者在领导班子中闹无原则纠纷； 

  （三）不认真履行职责，给工作造成一定损失； 

  （四）搞华而不实和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铺张浪费，造成不良影响； 

  （五）不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用人失察失误； 

  （六）不严格执行廉洁自律规定，造成不良影响； 

  （七）其他需要进行诫勉谈话的情况。 

  第四条 诫勉谈话时，应当向谈话对象说明谈话原因，认真听取其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和说明，指出需要注意的

问题，并要求其提出改正措施。 

  第五条 纪律检查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对诫勉谈话对象存在的主要问题的改正情况进

行了解。对于没有改正或者改正不明显的，应当根据党委（党组）的意见，予以批评教育并督促改正，或者作出组

织处理。 

  第六条 纪律检查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针对群众反映的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廉政勤政、选

人用人等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用书面形式对被反映的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函询。 

  第七条 党员领导干部在收到函询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应当实事求是地作出书面回复。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如期

回复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说明理由。对函询问题未讲清楚的，可再次对其进行函询或者采取其他方式进行了解。

对无故不回复的，应当责令其尽快回复。 

  第八条 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要严格履行审批程序。一般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纪律检

查机关或者组织（人事）部门的有关单位提出意见，报本机关或者本部门领导批准。 

  第九条 党员领导干部接受组织诫勉谈话和函询，要如实回答问题，不得隐瞒、编造、歪曲事实和回避问题，

不得无故不回复组织函询，不得对反映问题的人进行追查，更不得打击报复。对违反者，应当进行批评教育，情节

严重的给予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 

  第十条 党员领导干部的诫勉谈话记录（需经本人核实）和回复组织函询的材料，由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机

关或者部门留存。 

  第十一条 有关工作人员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的诫勉谈话和函询内容要严格保密。对失密、泄密者，按照有关

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需要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适用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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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办法，由解放

军总政治部参照本办法制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央组织部商中央纪委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415）《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 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2004 年

4 月 8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2/61293.htm  

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 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 

(2004 年 4 月 8 日）  

  第一条 为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

例（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下简称全委会），对

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的表决，以及全委会闭会期间征求全委会成员的意见。 

  第三条 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一般应当由上

一级党委常委会提名并提交全委会无记名投票表决。 

  全委会闭会期间急需任用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党委常委会作出决定，决定前应当征求全委会成员的意见。 

  第四条 全委会的表决由党委常委会主持，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公布党委常委会提名的拟任人选、推荐人选名单； 

  （二）党委分管干部工作的领导成员或者组织部门负责人，逐一介绍拟任人选、推荐人选的推荐、考察和任用

理由等情况； 

  （三）对拟任人选、推荐人选进行审议； 

  （四）无记名投票表决； 

  （五）宣布表决结果。 

  第五条 审议时，全委会成员是拟任人选或者推荐人选，以及与拟任人选或者推荐人选有亲属关系的，本人必

须回避。审议后，回避的委员参加投票表决。 

  第六条 对审议中提出的有关问题，由党委分管干部工作的领导成员或者组织部门负责人作出说明。 

  对意见分歧较大或者有重大问题不清楚的，由党委常委会决定是否暂缓表决。 

  第七条 全委会表决时，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到会。委员可以投同意票、不同意票或者弃权票，但不得

另提他人。表决以应到会委员超过半数同意为通过。缺席的委员不得委托他人投票，也不另行投票。 

  第八条 投票表决设监票人、计票人若干名。监票人由党委常委会在全委会成员中提名，提交全委会审议通过。

计票人由党委常委会指定，在监票人监督下进行工作。监票人和计票人应当实行公务回避。 

  第九条 计票完毕，由监票人向全委会报告计票结果。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 

  第十条 全委会投票表决未获通过的拟任人选或者推荐人选，一般不再提名为同一职位人选。确需再次提名为

同一职位人选的，必须提交另一次全委会表决。两次未获通过的，不得再提名为同一职位人选。 

  第十一条 暂缓表决的，党委常委会应当在下一次全委会前作出是否继续提名的决定。继续提名的，应当提交

全委会表决。 

  第十二条 全委会闭会期间，按照下列程序征求全委会成员的意见： 

  （一）根据党委意见，组织部门将征求意见表、提名人选的基本情况、提名理由等材料，以书面方式送达全委

会成员。 

  （二）全委会成员收到征求意见材料后，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意见以书面形式向组织部门反馈。对提名人选，

可以表示同意、不同意或者弃权的意见。不表示意见或者逾期不反馈意见的，视为同意。征求候补委员的意见表不

设同意、不同意或者弃权栏目，只设反映情况栏目。 

  如遇特殊情况，全委会成员本人可以电话或者口头方式反馈意见，组织部门应当指定专人做好记录，该记录与

书面意见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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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由组织部门将征求意见情况向党委常委会汇报。 

  （四）经征求意见，超过全体成员半数不同意拟任人选、推荐人选的，党委常委会应当作出不予任用或者不予

推荐的决定。 

  （五）全委会成员反映拟任人选、推荐人选有重大问题的，党委常委会应当责成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并根据调

查核实情况，及时作出是否任用或者推荐的决定。对署名反映问题的，应当将调查核实情况向反映问题的全委会成

员反馈。 

  第十三条 全委会成员必须遵守保密纪律，不准泄露提名、讨论、投票等情况。 

  在全委会表决和征求意见过程中，任何人不得诬陷诽谤他人和进行串联、拉票等非组织活动。 

  对违反规定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追究主要责任人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四条 党的地区、盟委员会对县（市、旗）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的决定，一般采

取无记名投票的办法。 

  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党委、政府工作部门正职领导干部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党的县（市、区、旗）

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乡（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416）《关于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2002 年 8月 9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2/61291.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 

（2002 年 8 月 9 日）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方针政策，强化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党政一把手负

责制，切实抓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中发〔1996〕13 号）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关于实行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的通知》（中发〔1998〕16 号）等文件精神和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应当对本地区贯彻执行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情况实行有效的监督管理，严格执行

责任追究制度，对发生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严重群体性事件或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案（事）件负有责任的县

（市、区）、乡（镇）党政领导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第三条 实行责任追究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责任追究的对象，是指因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恶性案件、严重群体性事件或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案

（事）件的县（市、区）、乡（镇）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对案（事）件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其他党政领导班子成

员，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第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的责任追究对象给予警告、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处分。对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责任追究对象给

予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处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开除公职处分。对同时担

任党内领导职务和行政领导职务的责任追究对象，情节严重的，应当同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一）违反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工作作风粗暴或违反规定采取措施，导致农民死亡或直接造成农民受重伤的； 

  （二）违反减轻农民负担政策，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导致发生干群冲突群体性事件或影响社会稳定的其他群

体性事件的； 

  （三）发生因涉及农民负担而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案（事）件的。 

  第六条 责任追究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地）、县（市、区）党委、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行使。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地）、县（市、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根据调查、检查和考核结果，向本级党

委、政府提出责任追究的建议，经批准后，由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机关和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具体执行。 

  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有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第七条 对发生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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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或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八条 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作为考核和任用各级党政领导人员特别是县、乡两级党政

领导人员的一项重要依据和内容，在涉及县（市、区）、乡（镇）党政领导人员晋职、晋级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

规定的程序，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九条 对屡次发生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严重群体性事件或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案（事）件，影响特别恶

劣的，对该市（地）党政领导人员依照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条 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严重群体性事件或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案（事）件发生后，县（市、区）、

乡（镇）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时限上报，并配合、协助上级机关进行调查，不得隐瞒不报、

谎报或拖延报告，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干扰调查。 

  对违反本条规定的，要对责任人和有关领导人员加重处理。 

  第十一条 辖区内有自然村的街道办事处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问题由中央纪委、监察部、农业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417）《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廉洁自律规定购买、更换小汽车行为的党纪处理办法》

(1996 年 8月 26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2/61290.htm  

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廉洁自律规定购买、更换小汽车行为的党纪处理办法 

（1996 年 8 月 26 日）    

  为保证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贯彻执行，正确处理违反规定购买、更换小汽车

的行为，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

会议重申和提出的“新五条规定”及其《实施意见》，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发布施行前对违反规定购买、更换小汽车的行为已作了处理的，不再重新处理；未作处理的和本办法发

布施行后违反规定购买、更换、装修小汽车的，依照本办法处理。 

  一、违反中央有关规定，购买供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乘坐的进口豪华小轿车，或者追求享受更换进口豪华

小轿车，不主动检查纠正的，以及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后违反规定购买和更换小轿车的，小轿车予以收缴，

并给予有关领导干部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购买、更换奔驰、林肯、卡迪拉克、公爵王等高档进口豪华小轿车，不主动检查纠正的，以及在中央纪委第三

次全体会议后违反规定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二、利用职权向企业、下属单位调换、借用和摊派款项购买各种机动车辆，不主动检查纠正的，以及在中央纪

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后向企业、下属单位调换、借用和摊派款项购买机动车辆的，责令其限期纠正，并给予有关领导

干部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三、用贷款、集资款和专项资金购买小汽车供领导干部使用，不主动检查纠正的，以及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

会议后违反规定的，给予有关领导干部和责任者严重警告或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其中，挪用救灾款、救济款、扶贫

款、教育基金等专项资金购买的，从重或加重处分。 

  四、非法购买走私车供领导干部使用的，车辆予以没收，并给予有关领导干部和责任者严重警告或撤销党内职

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五、拖欠职工工资（由财政负担的部分）的县（市）的县（市）党政领导机关购买小汽车，或拖欠职工工资的

其他单位购买小汽车，不主动检查纠正的，以及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后违反规定的，责令其限期纠正，并给

予有关领导干部警告、严重警告或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六、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后，对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使用的普通轿车进行豪华装修，情节

较轻的，责令有关领导干部和责任者作出检查；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

内职务处分。 

  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后，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使用的普通轿车进行豪华装修的，依照前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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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处理。需要给予行政处分的，由其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参照本办法和有关规定处理。 

  七、对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违反廉洁自律规定购买、更换、装修小汽车的行为，需要给予行政处

分的，由其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参照本办法和有关规定处理。 

  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违反廉洁自律规定购买、更换小汽车的行为，依照《中共中央纪委关于国有企业领导干部

廉洁自律“四条规定”的实施和处理意见》的规定处理。 

  八、各地各部门制定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九、本办法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8.3.418）《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 3 月 25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3/61310.htm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 

(1994 年 3 月 25 日)  

第一章 

第一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条例》第三条所称“纪检机关依照党章和本条例行使案件检查权”，是指纪律检查机关在党章和《条例》

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对党员和党组织的违纪问题有权进行初步核实、立案和调查。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均不得以违反法律、法规和党章、《条例》的手段，干扰、阻挠纪检机关的办案活

动。对妨碍案件检查工作的，应按照《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妨碍违纪案件查处的党组织和党员党纪处分

的规定(试行)》作出处理。 

第三条 《条例》第四条所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是指： 

1 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手段、情节、后果和有关人员的责任等应清楚明确； 

2 认定的每一案件事实都应有经过鉴别属实的充分证据； 

3 确定错误性质和提出处理建议，均应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 

4 案件检查的各个环节都应符合《条例》和本细则规定的程序，并履行相应的手续；收集的证据和形成的案件材

料也应符合规定的要求。 

第四条 根据《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在案件检查中，纪检机关要切实保障党员和群众提出批评、检举、控告等项

权利，保障被调查党员行使申辩、申诉等项权利，保障检举控告人、证人、被调查人和办案人不受打击报复。 

第二章 

第五条 根据《条例》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纪检机关受理同级党委委员、纪委委员的违纪问题，如被反映人同时

担任两个以上党委或纪委委员职务的，一般应由与其最高职务同级的纪检机关受理。 

第六条 《条例》第十条第五项所称“领导交办的”，是指： 

1 上级党委(党工委、党组)、纪委(纪工委、纪检组)及其负责人交办的； 

2 同级党委(党工委、党组)及其负责人和本级纪委(纪工委、纪检组)负责人交办的。 

上述领导交办的反映党员和党组织的违纪问题，必须经分管纪检室领导阅批后，才予以受理。 

第七条 根据《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凡纪检室认为需进行初步核实的，应填写《初步核实呈批表》(附式 1)；凡

委托下级纪检机关进行初步核实的，应当制作《委托初步核实通知书》(附式 2)。受委托的纪检机关应及时办理，并

将核实情况报告委托机关。 

第八条 根据《条例》第十二条、十三条的规定，初步核实应当尽力收集证据，并抓住主要问题进行，注意保守秘

密。 

第九条 《条例》第十四条所称“初步核实情况报告”，其内容应包括：被反映人的自然情况、反映的主要问题及

初步核实的结果、存在的疑点、处理建议。参与核实的人员须在初核情况报告上签名。 

承办纪检室应对初步核实情况报告进行审议并提出处理建议，由室主任(室主任不在时由副主任)签名后呈报分管纪

检室领导审批。 

第十条 根据《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对经初步核实，反映问题不实的，纪检机关除应向被反映人所在单

位党组织说明情况外，还应注意做好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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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初核过程中如向被反映人作过了解或纪检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应向本人说明情况； 

2 因反映问题不实而对被反映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应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 

3 发现被反映人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应向有关党组织反映； 

4 对检举人因了解情况不全面而错告的，应帮助其总结经验教训； 

5 对蓄意诬告、陷害的，应调查处理或建议有关组织严肃追究。 

第十一条 根据《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对经初步核实，虽有违纪事实，但情节轻微，不需追究党纪责任

的，纪检机关应建议有关党组织按照以下办法做出处理： 

1 党组织负责人同被反映人谈话，进行批评教育； 

2 责成被反映人作出口头或书面检查； 

3 召开民主生活会，对被反映人进行批评帮助； 

4 纠正被反映人的违纪行为或责令其停止正在实施的违纪行为； 

5 对被反映人的工作或职务进行调整； 

6 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 

7 责成被反映人退出违纪所得。 

上述处理办法对同一被反映人可以单独使用，也可合并使用。 

纪检机关对党组织提出建议时，应制作《纪律检查建议书》(附式 3)，送达有关党组织。对纪检机关的建议，有关党

组织如无正当理由，应予采纳，并应将办理结果及时报告或告知提出建议的纪检机关。 

第十二条 《条例》第十五条所称“初步核实的时限”，从初步核实工作实际开始之日算起，至纪检室提出处理意

见呈报分管领导审批时为止。 

第三章  

第十三条 《条例》所称“追究党纪责任”，是指给予纪律处分和免予纪律处分。 

第十四条 《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所称“另有规定的”部门，是指铁路、外交、民航、海关、税务、新华社、人

民日报社等部门。 

第十五条 根据《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应由地方纪检机关立案的违纪问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由

部门纪检机关立案： 

1 违纪问题涉及几个地方，由一个地方纪检机关立案调查不便的； 

2 部门纪检机关已受理并经初步核实的。 

第十六条 根据《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对违纪党组织的立案，应由有立案权的党委、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 

第十七条 根据《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上级纪检机关责成下级纪检机关立案的，必须是上级纪检机关或有关

部门经过初步核实，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 

凡责成立案的，上级纪检机关应制作《责成立案通知书》(附式 4)并附核实材料；有关下级纪检机关应即立案，并将

查处结果报告上级纪检机关。 

第十八条 根据《条例》规定，党员违犯党纪需要立案的，一般由纪委常委会议或纪检组组务会议讨论决定；党委

委员、纪委委员违犯党纪需同级党委批准立案的，一般由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党委或纪委因常务委员不够常委

会议法定人数而无法召开常委会的，可由二名以上常务委员批准立案，但事后应即向其他常务委员通报。 

不设常委会的各级党工委、纪工委，地级党委、纪委，基层党委、纪委的立案问题，比照前款规定执行。 

立案审批时限，从收到立案呈批报告之日算起，至批准立案之日止。 

第十九条 根据《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凡需立案的，由承办纪检室写出《立案呈批报告》(附式 5)。经批准立

案的案件，承办纪检室应填写《立案决定书》(附式 6)，通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 

第二十条 党员工作调动后，发现在原单位有违纪问题并需立案调查的，由其现所在单位承办，原单位应予配合。

离退休后提高职级待遇的党员，其违纪问题需立案调查的，应按其提高待遇后的干部管理权限办理。 

第四章  

第二十一条 《条例》所称“立案机关”，是指决定立案或经批准后决定立案的机关。 

第二十二条 《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所称“调查方案”，其内容应包括：需查清的主要问题，调查步骤、方法，

预计完成任务的时间，办案人员的组成和领导关系以及应注意的事项等。 

调查方案应经分管纪检室领导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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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条例》所称“被调查人(被反映人)所在单位党组织”，是指与被调查人(被反映人)在其工作单位担任

的党内职务或党外职务相应的一级党组织。 

根据《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将立案决定通知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应填写《立案决定书》，送交

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第二十四条 根据《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调查开始时，在一般情况下，调查组应会同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

织负责人与被调查人谈话，宣布立案决定，进行思想教育，并提出应遵守的纪律： 

1 自觉接受组织的调查，如实说明情况，主动交待问题，认真检查错误，配合组织尽快查清问题； 

2 不得与同案人或知情人串通情况、订立攻守同盟，不得对抗调查或进行反调查； 

3 不得对检举控告人、证人及上述人员家属等进行打击报复。 

如调查组认为，调查开始时与被调查人谈话和宣布立案决定，会影响案件调查工作的，可根据案情，在适当时机谈

话和宣布立案决定。 

被调查对象是一级党组织的，调查开始时，调查组应会同其上一级党组织负责人，与被调查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谈

话。 

第二十五条 《条例》第二十六条所称“已不适宜担任现任职务”，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 被调查人犯有严重错误，已无法继续履行其职责； 

2 被调查人犯有严重错误，担任现任职务已严重影响调查工作。 

本条所称“妨碍案件调查”，是指被调查人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1 本人或指使他人对办案人、检举控告人、证明人及上述人员的家属进行侮辱、诽谤、诬陷、威胁、围攻、殴打

以及其他形式的打击报复； 

2 本人或指使他人出伪证、不出证，隐匿、篡改、销毁证据，或嫁祸于人； 

3 利用职权或工作之便，采取欺骗、威胁、贿赂等手段阻止知情人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证据，或唆使知情人变证； 

4 本人或指使他人与同案人或知情人串通情况，订立攻守同盟，对抗调查或进行反调查。 

第二十六条 根据《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停止被调查人党内职务的，党委或纪检机关在作出停职检查决定后，

应制作《停职检查决定书》(附式 7)。纪检机关作出的停职检查决定，应将《停职检查决定书》报同级党委、党组备

案，并通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 

属于停止被调查人党外职务的，纪检机关应制作《停职检查建议书》(附式 8)，送达有关党外组织。但由党委批准立

案的，停职检查建议应在报经党委同意后提出。对纪检机关的建议，有关党外组织如无正当理由应予采纳，并应将

结果及时报告或告知纪检机关。 

停职检查的期限，不得超过办案期限。 

第二十七条 《条例》第二十七条所称证据的种类分别指： 

1 物证：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物品和物质痕迹。 

2 书证：指以其记载的内容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文字(包括符号、图画)。 

3 证人证言：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实情况作的陈述。凡是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都可以作为证人。生理上、

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人。 

4 受侵害人的陈述：指受违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员就案件事实情况所作的控告和诉说。 

5 被调查人的陈述：指被调查党员就案件事实所作的交待、申辩和对同案人员的检举。 

6 视听材料：指可以重现原始声响或形象的用作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7 现场笔录：指调查人员对案件(非刑事案件)有关的场所进行检查时所作的笔录。 

8 鉴定结论：指鉴定人运用专门知识或技能对办案人员不能解决的专门事项进行科学鉴定后所作出的结论。 

9 勘验、检查笔录：指公安、司法人员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及其他证据材料进行勘验、检查时所作的笔录。 

第二十八条 《条例》第二十八条所称“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包括党组织和党外组织、党员和党外人员。 

党员拒绝作证或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节严重的应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是党外人员的，应建议其主管机关

予以追究。 

第二十九条 根据《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对与案件有关的人员和事项进行录音、拍照、摄像，应严格

掌握。与被调查人、受侵害人和证人谈话时，如进行录音、拍照、摄像，应事先告知本人。制作的录音带、录像带

和照片，应严加保管，不得扩散外传。被调查人、证人等未经调查人员许可，不得对调查人员使用这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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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根据《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的规定，对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调查组可以提请有关专门机构或

人员作出鉴定结论。鉴定人员应在鉴定结论上签名，并由鉴定单位加盖公章。 

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应告知被调查人。如被调查人提出申请，或调查组认为必要时，可以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

调查人员使用鉴定结论时，要注意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第三十一条 根据《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六项的规定，纪检机关暂予扣留、封存可以证明违纪行为的文件、资料、

账册、单据、物品和非法所得时，参加的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要填写《暂予扣留、封存物品登记表》(附式 9)，

调查人和文件、物品的保管或持有人均应在登记表上签名。对扣留封存的文件、物品等，要指定专人妥善保管。 

扣留封存的期限不得超过办案期限。 

第三十二条 根据《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七项的规定，查核和暂停支付被调查对象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

按照中央纪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纪检机关查询和暂停支付被调查对象存款有关规定办理，并要分别填写《查核银

行存款通知书》(附式 10)、《暂停支付存款通知书》(附式 11)、《解除暂停支付存款通知书》(附式 12)。 

暂停支付的期限不得超过办案期限。 

第三十三条 根据《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调查取证还要注意做到： 

1 收集书证时，对可作书证的私人日记、信件等原始材料，应采取动员的方法，不能强行收集。涉及个人隐私的，

应为其保密。 

2 收集证人证言，应个别进行，不得采取开座谈会的形式。证人作证后，应为其保密。 

3 调查人员与被调查人、证人、受侵害人谈话时，应制作《谈话笔录》(附式 13)。 

4 对与案件(非刑事案件)有关的场所进行检查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制作现场笔录，调查人员应在现场

笔录上签名。 

第三十四条 根据《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在没有物证、书证的情况下，仅凭言词证据认定错误事实时，必须

有两个以上(含两个)直接证据，才能认定。 

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运用间接证据认定错误事实时，所有间接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每个证据与案件事实都有

客观联系；所取得的证据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并且这个证明体系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才能认定。如不

能排除其他可能性，或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有矛盾的，不能认定。 

第三十五条 根据《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与被调查人进行核对的错误事实材料，其内容应包括：被调查人的

主要错误事实、错误性质及责任。错误事实材料不得泄露立案依据、调查过程、检举人、证明人等内容。错误事实

材料，以调查组的名义落款。 

错误事实材料与被调查人见面，应由二名以上调查人员进行，必要时可请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参加。 

第三十六条 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如发现被调查人有新的违纪问题，应一并查清，并及时向派出机关报告；如发

现与本案无关的其他重大违纪问题，应即向派出机关报告。 

第三十七条 对署真实姓名的检举人，调查结束后，调查组应向其口头通报所检举问题的调查结果，并征求意见。

对案情需要保密的，应要求检举人不得泄密或扩散。 

第三十八条 经调查，属于检举失实的案件，由承办纪检室写出《销案呈批报告》(附式 14)，报请立案机关批准后

销案，并向被调查人及其所在单位党组织说明情况。 

第三十九条 《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案件调查时限，从批准立案之日算起，至承办纪检室将调查报告报送分管

领导审议之日止。 

第五章 

第四十条 根据《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凡需审理室提前介入审理的案件，应由调查组提出意见，经纪检

室审议后，报分管纪检室、审理室领导批准；分管纪检室、审理室领导认为必要时，也可直接决定提前介入审理。 

第四十一条 根据《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纪检室在向审理室移送案件材料时，应填写《案件移送审理登记表》

(附式 15)。 

第四十二条 《条例》第四十一条所称“立案依据”包括： 

1 检举材料； 

2 有关领导关于进行初步核实的批示； 

3 初步核实情况报告； 

4 立案呈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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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立案决定书》和其他批准立案的材料。 

第四十三条 《条例》第四十一条所称“全部证据材料”，既包括对所调查的问题认定的证据材料，也包括对所调

查的问题否定的证据材料。在移送以上材料时，应按调查报告中认定或否定问题的顺序编号。 

第四十四条 根据《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将调查报告等案件有关材料的复制件送交被调查人所在单位

党组织作出处理决定，由纪检室办理。 

根据《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特殊情况下，由县以上纪检机关直接作出处分决定的，纪检室应将案件有

关材料移送本级纪委审理室，由审理室审理后起草处分决定并征求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的意见，然后，报本级

纪委常委会讨论。 

第四十五条 根据《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审理过程中，如需个别补证，由审理室直接办理；如审理室认为案

件主要事实不清或需要由纪检室补证的，应提出意见，报经分管审理室和纪检室领导同意后，由纪检室补充调查。 

第四十六条 根据《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已经公安、司法机关处理的移送纪检机关的案件，由审理室直接

受理，不再履行立案手续，但应作为本级纪检机关办理的案件予以统计。如需个别补证的，由审理室办理。需要进

一步调查的，报经分管审理室和纪检室的领导同意后，由纪检室办理立案手续。 

第四十七条 《条例》第四十四条所称“需进一步调查的案件”，是指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补充调查或

重新调查的案件。 

第六章  

第四十八条 根据《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办案人员违反本条规定的，应查明情况，追究责任。 

第四十九条 《条例》第四十六条所称“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同胞兄弟姊妹。 

第五十条 根据《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办案人员未提出回避，被调查人、检举人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人员也

未要求回避，但纪检机关认为办案人员应当回避的，可以直接作出回避决定。纪检室负责人的回避，由纪检机关负

责人决定；其他办案人员的回避，由纪检室负责人决定。 

第七章  

第五十一条 本细则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细则自 199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8.3.419）《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办发〔2014〕33 号) 

http://qinfeng.gov.cn/info/1963/61309.htm  

http://dwzzb.cqupt.edu.cn/info/1015/2202.htm  

http://www.ccps.gov.cn/zt/lxyzxxjy/dnfgzd/201812/t20181211_117261.shtml  

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发展党员工作，保证新发展的党员质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

党内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党的基层组织应当把吸收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觉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分子入党，作为一项经常性重要工作。 

第三条 发展党员工作应当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按照控制总量、优化

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坚持党章规 定的党员标准，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坚持慎重发展、均

衡发展，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坚持入党自愿原则和个别吸收原则，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禁止突 击发展，反

对“关门主义”。 

第二章 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  

第四条 党组织应当通过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外群众对党的认识，不断扩大入党

积极分子队伍。 

第五条 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

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六条 入党申请人应当向工作、学习所在单位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没有工作、学习单位或工作、学习单位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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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党组织的，应当向居住地党组织提出入党申 请。 流动人员还可以向单位所在地党组织或单位主管部门党组织提

出入党申请，也可以向流动党员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 

第七条 组织收到入党申请书后，应当在一个月内派人同入党申请人谈话，了解基本情况。 

第八条 在入党申请人中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应当采取党员推荐、群团组织推优等方式产生人选，由支部委员会（不

设支部委员会的由支部大会，下同）研究决定，并报上级党委备案。 

第九条 党组织应当指定一至两名正式党员作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联系人。培养联系人的主要任务是： 

（一）向入党积极分子介绍党的基本知识； 

（二）了解入党积极分子的政治觉悟、道德品质、现实表现和家庭情况等，做好培养教育工作，引导入党积极分子

端正入党动机； 

（三）及时向党支部汇报入党积极分子情况； 

（四）向党支部提出能否将入党积极分子列为发展对象的意见。 

第十条 党组织应当采取吸收入党积极分子听党课、参加党内有关活动，给他们分配一定的社会工作以及集中培训

等方法，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作风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他们懂 得党的性质、

纲领、宗旨、组织原则和纪律，懂得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帮助他们端正入党动机，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

信念。 

第十一条 党支部每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考察。基层党委每年对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状况作一次分析。针对

存在的问题，采取改进措施。 

第十二条 入党积极分子工作、学习所在单位（居住地）发生变动，应当及时报告原单位（居住地）党组织。原单

位（居住地）党组织应当及时将培养教育等有关材 料转交现单位（居住地）党组织。现单位（居住地）党组织应

当对有关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并接续做好培养教育工作。培养教育时间可连续计算。 

第三章 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  

第十三条 对经过一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入党积极分子，在听取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

员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支部委员会讨论同意并报上级党委备案后，可列为发展对象。 

第十四条 发展对象应当有两名正式党员作入党介绍人。入党介绍人一般由培养联系人担任，也可由党组织指定。 

受留党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党员权利的党员，不能作入党介绍人。 

第十五条 入党介绍人的主要任务是： 

（一）向发展对象解释党的纲领、章程，说明党员的条件、义务和权利； 

（二）认真了解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工作经历、现实表现等情况，如实向党组织汇报； 

（三）指导发展对象填写《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并认真填写自己的意见； 

（四）向支部大会负责地介绍发展对象的情况； 

（五）发展对象批准为预备党员后，继续对其进行教育帮助。 

第十六条 党组织必须对发展对象进行政治审查。 政治审查的主要内容是：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态

度；政治历史和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的表现；遵纪守 法和遵守社会公德情况；直系亲属和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主要社

会关系的政治情况。 政治审查的基本方法是：同本人谈话、查阅有关档案材料、找有关单位和人员了 解情况以及

必要的函调或外调。在听取本人介绍和查阅有关材料后，情况清楚的可不函调或外调。对流动人员中的发展对象进

行政治审查时，还应当征求其户籍所在 地和居住地基层党组织的意见。 政治审查必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注重

本人的一贯表现。审查情况应当形成结论性材料。 凡是未经政治审查或政治审查不合格 的，不能发展入党。 

第十七条 基层党委或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应当对发展对象进行短期集中培训。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天（或不少于

二十四个学时）。培训时主要学习党章、《关于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文件。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入党

教材》，可以作为学习辅导材料。未经培训的，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不能发展入党。 

第四章 预备党员的接收  

第十八条 接收预备党员应当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九条 支部委员会应当对发展对象进行严格审查，经集体讨论认为合格后，报具有审批权限的基层党委预审。 

基层党委对发展对象的条件、培养教育情况等进 行审查，根据需要听取执纪执法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审查结果以

书面形式通知党支部，并向审查合格的发展对象发放《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 发展对象未来三 个月内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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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学习单位的，一般不办理接收预备党员的手续。 

第二十条 经基层党委预审合格的发展对象，由支部委员会提交支部大会讨论。 召开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

会，有表决权的到会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人数的半数。 

第二十一条 支部大会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主要程序是： 

（一）发展对象汇报对党的认识、入党动机、本人履历、家庭和主要社会关系情况，以及需向党组织说明的问题； 

（二）入党介绍人介绍发展对象有关情况，并对其能否入党表明意见； 

（三）支部委员会报告对发展对象的审查情况； 

（四）与会党员对发展对象能否入党进行充分讨论，并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

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才能通过接收预备党员的决 议。因故不能到会的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在支部大会召开前

正式向党支部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统计在票数内。 支部大会讨论两个以上的发展对象入党时，必须 逐个讨论和

表决。 

第二十二条 党支部应当及时将支部大会决议写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连同本人入党申请书、政治审查材

料、培养教育考察材料等，一并报上级党委审 批。 支部大会决议主要包括：发展对象的主要表现；应到会和实际

到会有表决权的党员人数；表决结果；通过决议的日期；支部书记签名。 

第二十三条 预备党员必须由党委（工委，下同）审批。 乡镇（街道）党委所属的基层党委，不能审批预备党员，

但应当对支部大会通过接收的预备党员进行审 议。 党总支不能审批预备党员，但应当对支部大会通过接收的预备

党员进行审议。 除另有规定外，临时党组织不能接收、审批预备党员。 党组不能审批预备党 员。 

第二十四条 党委审批前，应当指派党委委员或组织员同发展对象谈话，作进一步的了解，并帮助发展对象提高对

党的认识。谈话人应当将谈话情况和自己对发展对象能否入党的意见，如实填写在《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上，

并向党委汇报。 

第二十五条 党委审批预备党员，必须集体讨论和表决。 党委主要审议发展对象是否具备党员条件、入党手续是

否完备。发展对象符合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完备 的，批准其为预备党员。党委审批意见写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志

愿书》，注明预备期的起止时间，并通知报批的党支部。党支部应当及时通知本人并在党员大会上宣 布。对未被批

准入党的，应当通知党支部和本人，做好思想工作。 党委会审批两个以上的发展对象入党时，应当逐个审议和表

决。 

第二十六条 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接收预备党员的决议，应当在三个月内审批，并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如遇

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审批时间，但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二十七条 在特殊情况下，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可以直接接收党员。 

第二十八条 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为党和人民利益英勇献身，事迹突出，在一定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生前

一贯表现良好并曾向党组织提出过入党要求的人 员，可以追认为党员。 追认党员必须严格掌握，由所在单位党组

织讨论决定后，经上级党委审查，报省一级党委批准。 

第五章 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  

第二十九条 党组织应当及时将上级党委批准的预备党员编入党支部和党小组，对预备党员继续进行教育和考察。 

第三十条 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入党宣誓仪式，一般由基层党委或党支部（党总支）组织进行。 

第三十一条 党组织应当通过党的组织生活、听取本人汇报、个别谈心、集中培训、实践锻炼等方式，对预备党员

进行教育和考察。 

第三十二条 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一年。预备期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预备党员之日算起。 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党

支部应当及时讨论其能否转为正式党员。认真履行 党员义务、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当按期转为正式党员；需要继

续考察和教育的，可以延长一次预备期，延长时间不能少于半年，最长不超过一年；不履行党员义务、 不具备党

员条件的，应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 预备党员违犯党纪，情节较轻，尚可保留预备党员资格的，应当对其进行

批评教育或延长预备期；情节较重的，应 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 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延长预备期或取消预

备党员资格，应当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 

第三十三条 预备党员转正的手续是：本人向党支部提出书面转正申请；党小组提出意见；党支部征求党员和群众

的意见；支部委员会审查；支部大会讨论、表决通 过；报上级党委审批。 讨论预备党员转正的支部大会，对到会

人数、赞成人数等要求与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相同。 

第三十四条 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预备党员转正的决议，应当在三个月内审批。审批结果应当及时通知党支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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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书记应当同本人谈话，并将审批结果在党员大会上宣布。 党员的党龄，从预备期满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 

第三十五条 预备期未满的预备党员工作、学习所在单位（居住地）发生变动，应当及时报告原所在党组织。原所

在党组织应当及时将对其培养教育和考察的情况， 认真负责地介绍给接收预备党员的党组织。 党组织应当对转入

的预备党员的入党材料进行严格审查，对无法认定的预备党员，报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批准，不予 承认。 

第三十六条 基层党组织对转入的预备党员，在其预备期满时，如认为有必要，可推迟讨论其转正问题，推迟时间

不超过六个月。转为正式党员的，其转正时间自预 备期满之日算起。 第三十七条 预备党员转正后，党支部应当

及时将其《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入党申请书、政治审查材料、转正申请书和培养教育考察材 料，交党委存入

本人人事档案。无人事档案的，建立党员档案，由所在党委或县级党委组织部门保存。 

第六章 发展党员工作的领导和纪律  

第三十八条 各级党委应当把发展党员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作为党建工作述职、评议、

考核和党务公开的重要内容。 对发展党员工作情 况，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委每半年检查一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每年检查一次。检查结果及时上报，并向下通报。 重视从青年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中

发展党员，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对具备发展党员条件但长期不做发展党员工作的基层党组织，上级党委应当加强指

导和督促检查，必要时对其进行组 织整顿。 

第三十九条 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每年应当向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组织部门报告发展党员工作情况和发展党员工作

计划，如实反映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和对违反规定发展党员的查处情况。 

第四十条 县以上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应当重视对组织员的选拔、配备和培训，充分发挥他们在发展党员工作中的作

用。 

第四十一条 各级党组织对发展党员工作中出现的违纪违规问题和不正之风，应当严肃查处。对不坚持标准、不履

行程序、超过审批时限和培养考察失职、审查把关 不严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应当进行批评教育，情

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典型案例应当及时通报，对违反规定吸收入党的，一律不予承认，并在支部大 会上公布。 

对采取弄虚作假或其他手段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发展为党员，或为非党员出具党员身份证明的，应当依纪依法严

肃处理。 

第四十二条 《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的式样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制定，省级党委组织部门按照式样统一印制，并

严格管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细则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

细则（试行）》同时废止。 

 

 

8.3.420）《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没收追缴违纪违法款物管理的通知》(1998 年 8 月 25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51.htm  

中共中央纪委 监察部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没收追缴违纪违法款物管理的通知 

（1998 年 8 月 25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监察厅（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纪检组（纪委），中央纪委各派驻纪检组，监察

部各派驻监察局、监察专员办公室，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军委纪委： 

  加强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管理工作，有利于依法行政和公正执法；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有利于

建设高素质的执纪执法队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办发〔1998〕

14 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对纪检监察机关暂予扣留、封存、没收、追缴违纪违法款物的管理，全面落实行政性收

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的各项规定。 

  一、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一百六十八条、《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

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六）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监察机关没收追缴和

责令退赔财物办法》的规定，对纪检监察机关直接查办的或牵头组织其他部门联合查办的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及的违

纪违法款物，依法应当予以没收、追缴的，要及时没收、追缴；确需采取暂予扣留、封存措施的，要按规定程序办

理。做到既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又尽量挽回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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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没收、追缴违纪违法款物，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监制的票据。办案处室经手的没收、追缴款物，

一律交由机关财务部门统一管理，机关财务部门应有专人管理，设立专门账户。暂予扣留和封存的款物亦应有专人

妥善管理。 

  三、要按规定及时将违纪违法款物上缴国库，或及时退还给原财物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不准截留、挪用、侵占、

私分，不准将违纪违法款设立“小金库”。 

  四、建立健全对违纪违法款物收缴和管理的制度，进一步加强规范化管理，堵塞漏洞，防微杜渐。 

  五、要加强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截留、挪用、侵占、私分收缴的违纪违法款物的，依照有关党纪政纪条规

进行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对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六、各单位接到本通知后，要对违纪违法款物的收缴和管理进行一次认真清理，发现问题，限期纠正。各单位

要于年底前将有关清理情况报中央纪委办公厅。 

 

8.3.421）《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2007 年 5 月 29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50.htm  

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 

（2007 年 5 月 29 日） 

  根据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精神，为贯彻落实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方针，针对

当前查办违纪案件工作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提出并重申以下纪律要求： 

  一、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 

  （1）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 

  （2）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 

  （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 

  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

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违纪。 

  二、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违纪数额按

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违纪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

额应当认定为违纪数额。 

  三、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

投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

经营而获取“利润”的，以违纪论处。 

  四、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

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 

  五、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 

  执行中应注意区分前款所列行为与赌博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具体认定时，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

（1）赌博的背景、场合、时间、次数；（2）赌资来源；（3）其他赌博参与者有无事先通谋；（4）输赢钱物的具体情

况和金额大小。 

  六、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

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 

  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七、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规定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

人。 

  特定关系人中的共产党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所列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共同违纪论处。特

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

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共同违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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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

后收受。 

  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违纪数额。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

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违纪的认定。 

  认定以房屋、汽车等物品为对象的违纪，应注意与借用的区分。具体认定时，除双方交待或者书面协议之外，

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有无借用的合理事由；（2）是否实际使用；（3）借用时间的长短；（4）有无

归还的条件；（5）有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 

  十、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违纪。 

  违纪后，因自身或者与违纪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违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违纪。 

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本规定所列禁止行为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等有

关规定处理。 

 

8.3.422）《关于进一步规范乡村财务管理工作的通知》(2006 年 9月 22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49.htm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乡村财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2006 年 9 月 22 日）  

  根据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部署，为进一步规范乡村财务管理工作，财政部、农业部分别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规范乡镇财政财务管理工作的暂行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工作的暂行办法》。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规范乡村财务管理工作，是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改进农村基层干部作风、维护农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做好这项工作，对于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各地

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规范乡村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两个《暂

行办法》落到实处。 

  各级财政、农业部门要各负其责，加强对规范乡村财务管理工作的政策指导和情况综合。财政部门主要负责规

范乡镇财政财务管理工作，农业部门主要负责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工作。对于财务管理混乱的乡镇和村，要进行集中

清理整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严格执行纪律，加强对两个《暂行办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要及

时纠正，问题严重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各省区市要将贯彻落实两个《暂行办法》的情况于 2006 年 12 月底前上报中央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和农业

部。 

  附件：1．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乡镇财政财务管理工作的暂行办法 

2．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工作的暂行办法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乡镇财政财务管理工作的暂行办法 

  为了进一步推进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乡镇财务管理，切实缓解乡镇财政困难，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和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现就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乡镇财政财务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暂行办法： 

  一、健全制度，强化管理，进一步规范乡镇理财行为 

  各乡镇要严格按照《预算法》、《会计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财经法律法规的要求，针对目前

乡镇财政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规范理财行为，不断提高理财水平。 

  （一）加强收入管理，严格依法理财。切实加强对乡镇财政收入、上级转移支付收入、上级各项支农惠农专项

补助资金的管理与监督。乡镇所属各行政事业单位要严格按规定取得收入，严禁巧立名目，超标准或自定项目收费。 

  （二）强化预算管理，严格预算约束。进一步增强依法理财、硬化预算约束的意识，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规

定，科学合理地编制乡镇政府及各行政事业单位的年度收支预算。收入预算按照各乡镇和单位上一年度收入实绩和

积极、稳妥的原则编制；支出预算要按照“量入为出”和“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促发展”的原则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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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留有硬缺口。 

  （三）严格实行“零户统管”和“收支两条线”管理。乡镇财政所要在对本乡镇行政事业单位银行账户进行全

面清理的基础上，撤销各单位现有的银行账户。乡镇各项收入全部纳入乡镇国库或财政专户，由乡镇财政所统一核

算和管理。各单位支出实行报账制管理。任何单位都不得自行设立账户，更不能私设“小金库”. 

  （四）加强支出管理，严格支出审批程序和手续。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项支出管理和审批制度，制定各项开支

标准，严格实行支出“一支笔”审批制度，做到支出有预算、开支有标准、审批按程序。进一步规范财务报销手续，

限时办理费用结算。各项开支一律做到有合法的原始凭证、有合规的支出用途、有具体经办人、有单位负责人和审

批人签字，不得以领代报，以拨代支。 

  （五）加强债权债务管理，逐步化解现有债务。坚决控制新增不良债务，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制止乡村发生新

的债务的“三个不准”和“两项制度”。即：各地一律不得下达乡镇招商引资指标、乡镇政府一律不得为经济活动

担保、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一律不得举债搞建设，以及要建立健全新债责任追究制度和乡村干部离任债务审计制度。

凡不能及时清理消化旧债而继续发生新债的乡镇，要严肃追究乡镇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六）加强财产物资管理。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不得随意改变国有资产产权性质和用途，确保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乡镇固定资产要纳入乡镇账务核算，并定期进行盘点，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严禁存在账外资产

和公物私用。 

  （七）进一步加强乡镇会计基础工作管理，提高会计工作规范化水平。县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财会工作

人员的管理，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高财会人员的素质和从业水平。 

  （八）进一步完善监督约束机制。各乡镇要定期公布乡镇财政财务管理制度、乡镇财政收支和单位财务收支情

况；成立以乡镇人大、纪检监察、财政、工会等部门人员参加的民主理财监督小组，定期对本乡镇的财务情况进行

审核、分析、评价，提出改进措施；实行乡镇长离任审计制度，未做出审计结论前，不得办理离岗手续。对截留、

挪用、贪污的行为，要依法追究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二、积极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和方式改革，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 

  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强化和规范乡镇财政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必须

将这项工作抓实抓好。 

  （一）进一步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各地要根据乡镇经济状况区别对待，合理确定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妥善

处理县乡财政分配关系，确保乡镇财政通过稳定的财政体制获得与事权范围和支出责任相匹配的收入和财力来源。

在确定县乡财政管理体制过程中，要适度向乡镇财政倾斜，照顾乡镇财政的利益，保障乡镇政权的基本支出需求。 

  （二）继续开展“乡财县管”试点，进一步创新县乡财政管理方式。在保持乡镇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的前

提下，各地原则上都要大力推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实行“预算共编、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

办、票据统管”的财政管理方式，由县级财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并监督乡镇财政收支。对经济欠发达、财政收入规

模小的乡镇，可以积极探索试行由县财政统一管理其财政收支的办法；对经济较发达，财政收支规模大，自身财政

收入能够满足支出需要的乡镇，可以暂不实行“乡财县管”办法。 

  三、积极创新，逐步建立规范乡镇财政财务管理的长效机制 

  （一）积极支持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等农村综合改革。要进一步精简乡镇人员和机构，转变乡镇政府

职能，逐步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特别是要创新乡镇事业站所运行机制，积极稳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

加大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力度，按照公益性与经营性相分开、实行分类管理的办法，逐步变

“花钱养人”为“花钱办事”，切实减轻基层财政压力，为进一步规范乡镇财政财务管理创造条件。同时，要进一

步完善责任明确、分级投入、以县为主管理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切实减轻乡镇的教育支出压力。 

  （二）进一步规范涉农收费管理，不断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规范涉农收费管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严把涉

农收费审批关，继续停止审批新的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监督落实中央和省两级已公布取

消、免收和降低标准的涉农收费。全面执行涉农税收、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收费一费制，农村

订阅报刊费用限额制以及涉农负担案件事件责任追究制。深入治理农村教育、农村土地、农民建房、道路修建、用

水用电、计划生育、农民务工等方面的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行为。 

  （三）进一步完善支农资金监督管理机制，及时兑现国家补贴农民的政策。对直接补贴农民的资金和政策，要

实行公示制，充分发挥群众、社会的监督作用。不断提高补贴政策的透明度，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同时，进一

步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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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建立健全乡镇财政财务管理考核制度。县级有关部门要采取定期考核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乡镇

强化和规范财政财务管理的工作进行考核，逐步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和考核评价结果公示制度。做到既注重考核工作

的数量，更注重考核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县级党委政府要把乡镇财政财务管理情况纳入乡镇干部考核责任制的内容，

并把考核结果与乡镇干部的任用、奖惩挂钩。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工作的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村级财务管理，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促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现就规范村级财

务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暂行办法。 

  一、建立健全各项财务管理制度。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建立和完善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主要包括：民主管理和

财务公开制度、现金银行存款管理制度、债权债务管理制度、资产台账制度、票据管理制度、会计档案管理制度、

村干部任期届满经济责任和离任审计制度、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土地补偿费监督管理制度等。建立内部控制制

度，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销售和收款业务内部控制制度、采购和付款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存货内部

控制制度、对外投资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固定资产内部控制制度、借款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等。同时要建立财产清查

制度。 

  二、严格执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制定出台《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在村委会合并后，各集体经济组织

的资产应当分别管理，按照会计核算主体独立设账，杜绝打乱集体经济组织界限，归并、平调集体资产，混淆集体

财务会计账目的现象。防止在乡镇撤并、村委会合并、村委会转居委会、村干部换届中出现不交接会计账目、私设

账外账、篡改账目等问题。要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实行“农村会计委托代理”

等会计专业化服务的地方，要尊重每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所有权和财务管理自主权，要按会计核算主体分设

账簿，实行统一电算化管理，建立健全电算化内部管理制度。 

  三、加强集体资产管理，防止资产流失。明确集体资产的归属，科学评估确认资产价值，建立资产台账，完善

集体资产的监管办法。集体土地、厂房、设施、设备等发生产权转移时，必须经过农村集体资产管理部门和具有评

估资质的单位按照程序科学评估，按照市场原则确定价格；集体的土地、企业、设施、设备出租时，出租方案必须

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集体建设项目、购置大型或大批设备，必须公开招标。 

  四、建立健全财务工作流程规范。财务事项发生时，经手人必须取得有效的原始凭证，注明用途并签字盖章，

交民主理财小组审核同意并签字盖章，经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审批同意并签字盖章，由会计人员审核记账；按程序

实行财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五、加强农村审计。县、乡（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要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账目和财务公开内容进行审

计监督。重点开展村干部任期和离任、村级债务、农民负担、农村“一事一议”、土地补偿费管理使用、村级补助

经费等专项审计，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进行重点审计，审计结果要及时公开。在审计中查出被侵占的集体资产

和资金，要责成责任人将侵占的集体资产和资金如数退还给集体；涉及国家工作人员及村干部违法乱纪的，要提出

处理意见，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对于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六、切实履行民主决策程序。农村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是决定该集体经济组织重大财务

活动和财务事项的最高权力机构。凡关系集体经济组织各成员切身利益的事项，如集体土地征用、变卖、出租，集

体企业改制，干部报酬，大额举债，大、中型固定资产的变卖和报废处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等重大事项，都

必须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七、充分发挥民主理财小组作用。民主理财小组享有对本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活动的民主监督权利，参与制定本

组织的财务计划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参与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有权检查审核财务账目，有权否决不合理开支。

民主理财小组要有专门的议事规则，定期召开例会，充分履行职责。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有权对本集体的财务账目

提出质疑，有权委托民主理财小组查阅审核财务账目，有权要求有关当事人对财务问题作出解释，有权直接向农村

经营管理部门反映本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状况。 

八、提高财务公开质量。全面实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加大检查力度，做到真公开和常公开，务必使

农民群众满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普遍关心的财务活动，要及时逐项逐笔进行公布，对群众提出的问题，集体经济

组织负责人有义务及时给予解答和解决，并将结果向群众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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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23）《于严禁和严查冒充中央国家机关或中央新闻单位人员骗钱的通知》(2006 年 8月 23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48.htm  

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宣传部、监察部关于严禁和严查冒充中央国家机关或中央新闻单位人员骗钱的通知 

（2006 年 8 月 23 日）   

  据基层反映，近期一些人自称是中央国家机关或中央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给基层单位打电话、发传真，有的称

根据中央领导指示编辑出版了有关书籍，要求基层订阅；有的称根据某中央国家机关安排，向基层单位领导约稿，

要求支付版面费；有的称某中央国家机关要组织一项活动，特别邀请基层单位领导参加，要求提供赞助；有的称根

据“举报”线索，已采访、制作了对当地有负面影响的稿件或节目，要求当地拿钱来“摆平”此事，等等。这些人

的行为扰乱了基层单位的工作秩序，增加了基层单位的经济负担，严重损害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新闻媒体的形象，

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为严肃纪律，加强政风行风建设，为基层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健全制度，严肃纪律。各中央国家机关要建立健全涉及本部门、本系统、本行业的宣传报道、新闻采访、

出版物出版、举办活动等相关规章制度，作出严格规定。凡涉及编书、办刊、组稿、举办活动等事项，不得以营利

为目的，不得搞摊派、拉赞助。各中央新闻媒体要建立健全采编、征订、广告等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有关采编从业

管理规定。纪检、宣传、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监察、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要建立协作机制，加大对

新闻出版市场的监督检查力度。 

  二、加强教育，强化管理。各中央国家机关要加强对本部门和所属单位工作人员的廉洁从政和遵纪守法教育，

严禁打着中央国家机关或领导旗号向基层单位卖书籍资料、以支付版面费为条件约稿、以搞活动为名要求提供赞助。

各中央新闻媒体要加大对本单位工作人员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教育的力度，不得搞有偿新闻，严禁以批评、曝光相

要挟向基层索取钱财。各中央国家机关及其所属单位要严格遵循正常工作程序，对需要基层单位办理的事项，应当

通过组织与基层单位联系，不得跨系统或以个人名义私自要求基层单位办理有关事项。确需与基层单位当面联系的，

应当凭工作证件和组织开具的介绍信接洽工作。要加强对印章的管理，严格用印登记手续，确保有据可查。 

  三、提高警惕，注意核实。对利用电话、传真等方式要求基层单位订购书籍、以支付版面费为条件约稿、以搞

活动为名要求提供赞助等行为，基层单位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不能仅凭电话、传真就办理有关事项。

要将联系人的姓名、单位、联系电话等有关情况了解清楚，及时向其所称的中央国家机关或中央新闻媒体反映。即

使是正常工作联系，在不能确定对方身份的情况下，也要进行核实。各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新闻媒体接到基层反映

后，应及时核实被反映人身份及有关事项，核实清楚后进行处置，并将有关处置情况及时通知基层单位。 

  四、及时举报，严肃处理。对有假冒中央国家机关或中央新闻媒体名义，敲诈勒索、诈骗钱财嫌疑的，各中央

国家机关、中央新闻媒体和地方各基层单位，要注意留取证据，并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

等部门也要注意收集相关信息、线索，予以严厉打击。对涉嫌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违反规定“揽钱”

的中央国家机关或中央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纪检监察机关或有关主管部门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单位负有责任的，

还要依纪依法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对顶风违纪、情节严重的典型案件，要通过媒体予以曝光。 

各地区各部门接此通知后，要将通知精神迅速传达到基层。有何新情况，及时报告。 

 

8.3.424）《关于中共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履行监督职责的意见》(2006年 4 月 6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47.htm  

关于中共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履行监督职责的意见 

(2006 年 4 月 6 日)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八条规定：“派驻纪检组按照有关规定对驻在部门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

干部进行监督。”为使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更好地履行对驻在部门党组及其成员的监督职责，经商中央组织部，提

出如下意见。 

  一、派驻纪检组应当协助驻在部门党组建立健全规范党组及其成员正确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加强自我约束和

互相监督的措施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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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派驻纪检组组长参加驻在部门党组会议和有关行政领导会议，对领导班子执行议事规则的情况进行监督，

对有关问题负责任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三、派驻纪检组按照有关规定对驻在部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监督。 

  派驻纪检组在驻在部门按规定征求对拟选拔任用干部人选的意见时，应当按时以书面形式反馈意见。 

  四、派驻纪检组应当了解汇总驻在部门党组成员在用车、住房、出国（境）、休假、兼职、配偶子女从业和收

受礼品登记等方面执行廉洁自律规定及个人家庭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派驻纪检组了解驻在部门党组成员执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情况，并报中央纪委。 

  五、派驻纪检组通过了解驻在部门党组成员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参加对驻在部门的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等方式，对驻在部门党组及其成员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情况进行监督。 

  派驻纪检组定期向中央纪委报告驻在部门党组及其成员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 

  六、派驻纪检组应当派员参加驻在部门党组成员述职述廉会议，了解相关的民主评议或民主测评情况。 

  派驻纪检组要将驻在部门党组成员的述职述廉情况向中央纪委作综合报告。 

  七、派驻纪检组通过参与民主生活会前征集对驻在部门党组及其成员意见的工作、参加党组民主生活会、了解

党组及其成员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情况等方式，对驻在部门党组民主生活会的情况进行监督。 

  对驻在部门党组成员在民主生活会上所作的检查或说明，需要查明事实的，按照有关程序办理。 

  八、派驻纪检组应当严格按照中央纪委的规定，办理涉及驻在部门党组及其成员的信访举报件。 

  九、派驻纪检组组长要主动与驻在部门党组成员就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廉洁自律规定等方面的情况

交换意见。 

  十、派驻纪检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查阅驻在部门的有关文件、资料，派员参加有关会议和活动，召开座谈会，

与有关人员谈话，组织专项检查或者专项调研等。 

  派驻纪检组需要采取上述方式开展工作，涉及重要事项的，一般应事先与驻在部门党组主要负责人沟通，特殊

情况应当事先报经中央纪委批准。 

  十一、在履行监督职责过程中，有下列情况的，派驻纪检组必须及时向中央纪委报告，并根据中央纪委的要求

向驻在部门党组主要负责人通报： 

  （一）直接收到反映驻在部门党组及其成员违反党纪问题的信访举报； 

  （二）发现驻在部门党组及其成员严重违反有关制度、涉嫌违反党纪问题及其他非正常情况； 

  （三）派驻纪检组在履行监督职责中提出纠正意见，驻在部门无正当理由不纠正的； 

  （四）中央纪委要求报告的其他事项。 

  十二、派驻纪检组按规定向中央纪委报告发现的情况和问题时，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议由中央纪委发函请驻在部门党组成员说明有关情况； 

  （二）建议由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或者由中央纪委委托驻在部门党组主要负责人与驻在部门党组成员进行谈话； 

  （三）建议对反映驻在部门党组成员违反党纪的问题进行初步核实。 

  十三、派驻纪检组在履行监督职责过程中发现问题，除必须向中央纪委报告的外，应当及时向驻在部门党组提

出纠正意见或建议。 

十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的派驻纪检组参照执行本意见。 

 

8.3.425）《关于向民主党派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邀请民主党派参加党风廉政建设专项检查的实

施意见》(2006 年 2月 6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46.htm  

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统战部、监察部关于向民主党派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邀请民主党派参加

党风廉政建设专项检查的实施意见 

（2006 年 2 月 6 日）   

  为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适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的要求，进一步拓宽民主监督渠道，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现提出如下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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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充分认识向民主党派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邀请民主党派参加党风廉政建设专项检查的重

要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向民主党派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听取意见，邀请民主党派参

加党风廉政建设有关专项检查工作，是进一步拓宽民主监督渠道，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中的积

极作用，切实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举措。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高度，充分认识

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广泛调动民主党派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不断推动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 

  二、向民主党派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并听取意见 

  向民主党派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要紧密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实际，讲究方式方法，既实事求是

地反映情况，又要注重政治和社会效果。 

  （一）通报内容。通报的情况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

署；地方党委、政府贯彻中央的要求，加强本地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部署和安排；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今后的工作思路和措施；其他需要通报的事项。 

  （二）通报形式。一是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通报会或座谈会，统战部组织协调，并派负责同志

出席，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由纪委负责同志通报情况，并向民主党派征求意见；二是召开特邀监察员会议，

由监察机关负责同志向特邀监察员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对民主党派和特邀监察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研究

答复，能采纳的予以采纳，不能采纳的要说明原因。 

  （三）通报时间。向民主党派通报情况原则上一年一次或两年一次。通报时间可以安排在年底或年初。 

  三、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或成员参加党风廉政建设有关专项检查工作 

  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或成员参加党风廉政建设有关专项检查工作，要注重发挥各民主党派的自身优势，深入了

解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特别注意了解和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不

正之风，不断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专项检查的内容。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实际，组织有民主党派负责人或成员参加的党风廉政建设专项检查，

重点围绕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开展检查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二）专项检查的组织。专项检查工作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组织，统战部等部门搞好协调配合。对专项检查的

时间、内容、方式、人员等，要注意沟通情况，征求各民主党派意见。 

  （三）专项检查的要求。根据民主党派的特长和优势选配人员，提高专项检查工作的质量。加强专题培训，使

参加专项检查的民主党派成员进一步提高相关工作的政策水平，增强专项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民主党派负责

人或成员在专项检查工作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对待，妥善处理，并及时反馈情况。 

  四、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向民主党派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或成员

参加专项检查工作落实到位 

  要把向民主党派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或成员参加党风廉政建设专项检查

工作，作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

一项重要内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制定落实本意见的具体措施。要搞好协调配合，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

的督促、检查和指导，确保通报情况和专项检查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要认真总结工作中创造的好做法好经验，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坚持和完善党风廉政监督员、特邀监察员制度，

进一步健全特邀人员聘请办法、职责范围和工作原则，使特邀人员更具代表性，更有利于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

民主监督的作用。建立健全民主党派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保障机制，在人员、经费等方

面给予有力支持，切实为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提供保证。 

 

8.3.426）《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法规备案工作的通知》(2003 年 12 月 9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40.htm  

共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法规备案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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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2 月 9 日）  

  为及时了解、掌握各地各部门制定纪检监察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情况，健全纪检监察法规报送、备案审

查制度，进一步做好纪检监察法规备案工作，经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法规

备案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备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纪检监察法规备案工作是党风廉政法规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纪检监察法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

动党风廉政建设法制化的一项重要措施。为加强纪检监察法规备案工作，1994 年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纪检

条规备案工作的通知》（中纪办〔1994〕175 号），此前监察部办公厅于 1991 年印发了《关于报送监察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意见》（监办发〔1991〕21 号）。近年来，大部分省区市的纪检监察机关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能够

按照中央纪委、监察部的要求，及时、认真地做好纪检监察法规备案工作，但也有一些地区和部门存在报送不及时、

不全面等问题，个别地区和部门至今还没有将这项工作很好地开展起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认识纪检监察法

规备案工作的重要性，把这项工作作为推进本地区、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法制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加强对这项工作

的领导，并抓好检查落实工作。 

  二、严格按要求报送规范性备案文件 

  （一）报送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纪委、监察厅（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纪检组（纪

委）、监察局，中央纪委各派驻纪检组，监察部各派驻监察局、监察专员办公室，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

军委纪委。 

  （二）报送范围。由报送单位起草、制定并已正式发布的普遍适用于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

和纪检监察工作方面的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统称规范性文件）． 

  用于部署、安排或者总结工作的文件，以及机关内部的规章制度不属报送范围。 

  （三）报送办法。负责备案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应当自规范性文件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将规范性文件一式三份

报送中央纪委法规室。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应是正式文本（或复印本），并附备案报告。如有需要说明的问题，

可在备案报告中写明。每年一月底前，将上一年度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填写《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登记表》一式

两份报送中央纪委法规室备查。具备条件的，应当同时报送电子文本。 

  三、加强对备案文件的审查工作 

  中央纪委法规室具体负责报送中央纪委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审查以下

几方面内容： 

  （一）是否超越权限； 

  （二）是否同法律、法规、规章和党内法规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方针、政策相抵

触； 

  （三）是否符合制定程序和规范化要求。 

  经审查，对超越权限，同法律、法规、规章和党内法规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方针、

政策相抵触的，向有关部门提出修改、废止、撤销的建议，或者提请中央纪委、监察部在职权范围内依照程序作出

纠正或者撤销的决定。 

  四、加强对备案工作的督促检查 

  中央纪委法规室将定期在纪检监察信息网法规室网站上公布各地区、各部门报送规范性文件备案的情况，并且

每半年将备案情况汇总通报各地区、各部门。每年将上一年度各地区、各部门报送的备案文件编辑出版《纪检监察

备案规范性文件汇编》，以供各地区、各部门相互交流和借鉴。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分管法规及其备案工作的领导要认真督促检查本单位备案工作的情况，对不报送或者不按时

报送备案的，应及时了解情况并督促其及时报送；对逾期仍不报送的，应给予批评，并责令其限期改正。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关于纪检条规备案工作的通知》（中纪办〔1994〕175 号）和《关于报送监察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意见》（监办发〔1991〕21 号）同时废止。 

 

8.3.427）《关于加强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的通知》(2005年 8 月 26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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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的通知 

（2005 年 8 月 26 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纪检监察机关严格依纪依法办案

的意见》，进一步做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要统一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对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行政复议法、行政诉

讼法等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对于防止、纠正违法和不当的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

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对于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对于改善行政管

理，提高行政效能，加强廉政建设，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认识贯彻执行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重大意义，增强依

法行政、依法监察的意识，切实做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 

  二、加强学习。要采取各种有效形式，认真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学习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要通

过学习，切实掌握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深刻认识上述法律的实施与监察机关正确履行

职责的关系。各级纪委的领导同志要带头学好有关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意识，提高依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支

持监察机关做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 

  三、健全组织。要结合实际，明确具体承担行政复议、行政应诉职责的工作机构，配备或指定专门人员，从组

织上保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的有效开展。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已在案件审理室设置法制（协调）处，其

主要职责是：依法办理监察部的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指导、协调、监督下级监察机关的行政复议、行政应诉

工作；负责监察部的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规定的起草、解释等工作；对本级和下级监察机关办理行政复议、行

政应诉等有关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承担监察部领导交办的其他行政复议、行政应诉事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

检监察机关要根据《关于重申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有关

法律的通知》的要求，确定由案件审理部门或法制工作部门负责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并从编制和人员上予以

保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察厅（局）要于今年 10 月底前将负责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的部门和人员情况

上报监察部（径送案件审理室）. 

  四、搞好保障。要按照行政复议法和《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通知》的要求，

为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机构提供必要的经费、设备和工作条件，确保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的正常开展。 

  五、保证质量。各级监察机关要按照法律规定，认真做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要加强对监察机关自身执

法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促使监察机关和工作人员牢固树立依法监察的意识，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

坚决纠正超越职权、不依法履行职责等行为。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依法办理行政

复议、行政应诉案件，实事求是，保证每个案件的办理质量，使所办案件经得起检验。要严格行政复议、行政应诉

工作纪律，严肃处理在行政复议、行政应诉过程中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察厅（局）要加强对本地区监察机关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

全面了解和掌握本级和下级监察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应诉通知以及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的情况，

并及时报告监察部（径送案件审理室）。监察部将适时对地方各级监察机关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的情况进行检

查。 

 

 

8.3.428）《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案件管理工作的意见》(2005 年 8月 17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43.htm  

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案件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2005 年 8 月 17 日）  

  经中央纪委书记办公会议同意，现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案件管理工作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

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案件管理工作的意见》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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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案件管理工作的意见 

  为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案件管理工作水

平，促进严格依纪依法办案，现就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案件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案件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大案要案时有发生，查办案件任务十分繁重。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

实施，全民法制意识的增强，社会法制化管理水平的提高，对查办案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案件管理是查

办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进案件管理工作，对促进严格依纪依法办案，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十多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案件管理

工作的意见》，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案件管理工作还存在一些与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

一些地区的案件管理工作局限于单纯的数字统计，职能作用没有得到全面发挥；有的地区对办案工作的组织协调尚

未形成有效的机制，对办案工作的管理和监督还存在薄弱环节；有的地区案件管理工作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与担

负的职责还不相适应。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管理工作的开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从深入推进反腐倡

廉工作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案件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把案件管理工作抓紧抓好。 

  二、全面履行案件管理职能 

  案件管理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认真贯彻《关于纪检监察机关严格依纪依法办案的意见》，坚持为领导决策服务、为查办案

件服务，全面履行统计汇总、综合分析、组织协调、跟踪督办和监督检查职能，加强对办案过程的管理和监督，促

进依纪依法办案，推动办案工作深入开展。 

  加强案件统计工作。按照统计法规和案件管理的有关规定，做好案件统计资料的审核、汇总，全面、准确、及

时地报送统计资料，不得迟报、虚报、瞒报、漏报和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统一使用中央纪委“纪检监察机关案件

管理系统”软件，按照中央纪委办公厅制定的统计指标体系进行统计，逐级报送。实行月报和季度备案制度。凡向

上级机关报送、向其他部门提供或对外公开发表的案件统计数据，由案件管理部门统一负责。 

  加强对案件的分析和研究。对一个时期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发案原因和发案趋势等进行综合分析；结合一个

阶段的工作重点，围绕领导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专题分析；加强对办案工作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加强典型

案例剖析。通过分析和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综合情况，供领导决策参考。 

  加强对查办案件相关工作的组织协调。加强与查办案件相关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协助做好查办案件组织协调工

作的计划、组织和实施。注意掌握重要或复杂案件的定性、处理、移送情况，及时向领导提出需要协调的事项。畅

通组织协调渠道，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工作关系，形成办案合力。 

  加强对重要案件的跟踪督办。对重要案件线索、领导交办案件和本级机关自办案件进行集中管理，全程跟踪督

办，掌握案件的来源、去向、进展和结果，及时将案件查处情况向领导和有关部门反馈。明确责任，理顺关系，提

高办案效率。 

  加强对办案工作的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重点是：违纪线索的初核及立案、处分等审批手续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使用“两规”“两指”措施情况；办案时限、办案工作安全保密和违纪暂扣款物收缴及管理情况；办案人员执行办

案制度、遵守办案纪律情况等。 

  三、切实推进案件管理工作制度化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规范化、程序化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抓好建章立制。 

  坚持和完善已有的各项制度。继续严格执行案件分析、办案情况通报和案件管理工作情况通报三项制度。完善

统计制度，改进考评办法，提高统计填报质量。健全跟踪督办制度，重点规范上级机关要结果案件、领导批办案件、

本级机关主办的重要或复杂案件、逾期未结案件和跨年度遗留案件的督办程序。 

  建立适应形势和任务需要的工作制度。认真总结案件管理和查办案件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将经过实

践检验、比较成熟的经验上升为制度。建立重要案件线索统一管理制度，对同级党委管理的党员干部违纪线索实行

集中管理。建立重要案件线索集体排查制度，对重要案件线索的处置，须经集体研究后作出决定。建立案件备案制

度，违纪线索的初步核实、案件的立案、使用和解除“两规”措施、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按规定履行报

批手续后要及时向案件管理部门备案。建立办案工作安全保密制度，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建立办案组织协调制度，

明确组织协调案件的范围、组织协调的方式方法，健全工作机制。 

  积极探索制定纪检监察机关案件管理工作条例。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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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实践，努力创新，建立健全案件管理工作综合性制度，为制定全国案件管理工作条例积累经验。 

  四、建立健全案件管理组织机构 

  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要设置案件管理室，条件暂不具备的，可在有关部门设置案件管理机构。市（地）

和县（市）纪检监察机关要明确案件管理负责部门，有条件的可设置案件管理专门机构。市（地）级以上（含市地

级）纪检监察机关的派出机构要确定专人负责案件管理工作。 

  案件管理部门负责人应列席研究案件的有关会议，阅览有关文件。案件管理部门经领导批准，可以向本级机关

有关部门和下级机关了解案件查办情况。案件管理部门应配备必需的办公设备。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案件管

理部门要建立与中央纪委办公厅案件管理部门直接互通的内网邮件系统，市（地）与县（市）纪检监察机关之间应

创造条件实现网络互通。 

  五、进一步加强对案件管理工作的领导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高度重视案件管理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案件管理工作与办案工作要统一部署、统一检查、

统一考核。健全纪检监察机关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案件管理等部门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各负其责的责任制。

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要及时研究分析案件管理工作情况，确定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加强工作指导。 

  加强队伍建设。加强对案件管理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严肃工作纪律特别是保密纪律。加强对案件管理部

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的培训，提高案件管理干部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案件管理工

作的本领。 

加强督促检查。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每年要检查一次本部门和所属地区的案件管理工作，及时发现和解

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报检查结果，并将本地区案件管理工作情况和检查情况向上级报告。市（地）和县（市）

纪检监察机关每年要对本地区案件管理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自查和总结，并向上级报告。 

 

8.3.429）《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的意见》(2005 年 3 月 24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42.htm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的意见 

（2005 年 3 月 24 日） 

  行政监察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完善与发展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纪

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同时，积极

探索有效开展行政监察工作的思路和措施，充分发挥行政监察职能，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得到增强，有力地促进了

廉政勤政建设。为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的要求，按照党的

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纪委全会和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的部署，现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

政监察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的重要意义 

  （1）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政府的行政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

要体现。着力解决政府作风、行政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是加强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监察机关作为政府的专门监督机关，通过维护行政纪律，推进依法行政，改善行政

管理，提高行政效能，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国家公务员牢固树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的良好政风，促进政

府行政能力的提高，对于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有着重要作用。 

  （2）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证。通过深化改革，形成与经

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加强行政监察，有利于推进政府管

理方式创新，督促各级政府转变职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促进中央关

于经济体制改革重大决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3）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迫切需要。建设法治政府，关键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核

心是规范行政权力。行政监察是政府内部对行政权力运行进行监督和规范的重要环节。充分履行行政监察职能，有

利于督促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防止不当行政、违法行政。 

  （4）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从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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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力，防范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是治本抓源头的重要举措，也是发挥行政监察职能的重要

方面，体现了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总体要求。加强行政监察，有利于廉政建设与政府部门业务的有机结合，

综合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形成反腐倡廉的合力。 

  二、牢牢把握行政监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5）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行政监察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反腐倡廉战略方针，抓紧构建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和制约，以廉政勤政建设的实

际成效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6）坚持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全面履行行政监察职能。把行政监察工作寓于改革和发展进程之中，紧紧

围绕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政府中心工作发挥监察职能，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研究解决在廉政勤政方面严重影

响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维护国家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7）坚持把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放在重要位置，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牢牢把握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切实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行政监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

正之风，促进政府机关“为民、务实、清廉”。 

  （8）坚持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发挥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综合效能。针对行政

过程中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结合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研究完善法规和制度规范，建立

健全机制制度，不断探索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有效途径。 

  （9）坚持依法监察，严格规范行政权力。依法行使监察职能，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行政纪律约束行政权力，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的缺失和滥用，确保行政权力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 

  （10）坚持以监督促管理，促进政府行政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充分利用监察机关属于政府序列、参与政务活动

的优势和特点，通过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作出监察决定或提出监察建议，督促被监察部门和人员

制定整改措施、提高管理与服务水平。 

  （11）坚持把行政监察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部署，形成党政监督的整体合力。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的基本职责，明确一个时期行政监察工作的目标和任

务，充分发挥监察机关在行政监督方面的督促和协调作用，加强同政府其他部门的配合，共同抓好廉政勤政建设各

项任务的落实。 

  三、全面发挥行政监察的职能作用 

  （12）加强廉政监察，促进政风建设。推进政府廉政建设，始终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任务。要

以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权力观教育为重点，加强从政道德和纪律教育，严格执行“四大纪律、八项要求”，

促进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廉洁从政。要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着重查办政府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利用行政权谋取非

法利益的案件，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件，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

要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重点，深入开展纠风专项治理。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

的不正之风、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力度，全面开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切实转变部门和行业的工作作风。 

  （13）加强执法监察，保证政令畅通。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结合国家法律法规的颁

布和重大改革决策的实施，认真研究在执行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以此确定执法监察项目。要围绕加强和改善

宏观调控，就优化发展环境、重大公共投资项目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执法监察。近一个时期，要重点加强

对土地管理法、招标投标法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积极参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坚决查处违规违法

乱上项目、滥铺摊子和破坏环境等行为。坚决制止能源开发中滥采乱挖和严重浪费现象。坚决纠正征收征用土地、

城镇房屋拆迁、企业违法排污、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损害群众利益，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加大重特大事

故责任追究的力度。 

  （14）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力，推进依法行政。要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加强对政府职能

部门、行政执法机关运用权力、履行职责、执法程序的监督检查，坚决纠正和查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行为。要

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依据公开制度、执法过错追究制度和执法行为评议考核

制度。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赋予监察机关的职责，对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贯彻执行行

政许可法的情况开展监督检查。依法做好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投诉的受理工作。 

  （15）加强效能监察，改善行政管理。重点检查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是否合法、合理行政，公平、高效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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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的情况。要加强对行政决策、行政执行等施政过程和行政行为的监督。督促建立和完善重大

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与评估制度、决策听证与公示制度以及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对不依法定权限、违反法

定程序、造成重大损失的决策，必须严肃追究责任。要积极探索新的监督方式，强化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

督，逐步建立绩效评估和考核的制度。发挥行政服务中心、行政投诉中心作用，严肃查处不认真履行职责、不及时

履行职责、拒不履行职责等行为，切实解决一些机关和单位效率低下、办事推诿、资源浪费等问题。要加强对履行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监督，大力推进政务公开，促进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勤政高效。 

  （16）加大治本力度，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和《建立健

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要求，进一步发挥行政监察在预防腐败工作中的作用。

特别要针对政府机关和行政权力的特点，加强对各职能部门抓源头工作的督促检查，会同有关部门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财政管理体制、政府投资监管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改革。严格规范和管理土地市场，完善并认真执行经

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强化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加快产权交易市场建设。规范行业组织和

社会中介机构。结合重大改革措施出台，提出防范和治理腐败的对策，着力解决导致腐败现象发生的深层次问题。 

  四、建立健全行政监察工作制度 

  （17）坚持监察厅（局）长办公会议制度。按照纪检监察工作重大事项、重大问题由纪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有

关行政监察工作的组织实施由监察机关领导班子按职权处理的原则，进一步明确监察厅（局）长办公会议职责、权

限和议事范围，完善议事规则。对政府交办事项的落实、政纪案件的处理，执法监察、效能监察、纠正部门和行业

不正之风、源头治理等工作的部署和监察干部的任免、行政监察规章制度的制定，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的提出，以

及向人大、政府请示、报告等事项，都应作为监察厅（局）长办公会议的重要内容。重大事项要按照程序提交纪委

常委会决定。 

  （18）坚持监察机关向本级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报告工作制度。凡属重大监察事项，经监察厅（局）长办公

会议和纪委常委会研究后，都要以监察机关的名义及时向本级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报告；涉及全局性的监察工作

部署，要提请本级政府批准。建立并落实监察厅（局）长参加或列席政府常务会议制度。各级监察机关要及时向上

级监察机关报送本地区本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的情况，建立健全行政监察信息综合制度。监察部

要做好向国务院报送信息工作，办好监察部网站。 

  （19）坚持并完善监察机关内部职能设置和工作程序。在注意发挥纪检监察机关各内设机构监察职能的同时，

根据监察工作的发展和形势任务的需要，进一步健全相对集中承担行政监察职能的部门和机构，加强监察综合室等

部门的建设。落实和健全“下级监察机关正、副职领导人员的任免必须在决定前取得上一级监察机关同意”的制度

和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监察机关领导职务的制度。加强对派出机构的统一管理工作。要进一步规范

监察机关履行职责的权限、措施和程序，完善信访举报制度、案件检查制度、审理制度、回避制度等。 

  （20）进一步健全监察机关接受监督的制度和特邀监察员制度。监察机关要自觉接受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

表的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办理政协委员的提案。认真办理群众来信、来访。自觉接受党组

织、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自觉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要建立健全特邀监察员参与和监督监察工作的制度，积极

探索新形势下发挥特邀监察员作用的机制和具体途径，充分发挥特邀监察员的参谋咨询、桥梁纽带和双重监督作用。 

  五、切实加强对行政监察工作的领导 

  （21）加强对行政监察工作的领导。纪委常委会对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负总责。监察机关领导班子要按照纪

委常委会的统一部署，结合政府工作，研究和确定监察工作的重点。监察厅（局）长办公会议根据监察工作的需要，

按照有关程序决定监察工作事项。纪委常委会决定的事项，监察厅（局）长办公会议要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监察机

关对下级监察机关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研究并认真帮助解决。监察机关要自觉接受本级政府的领导，

认真完成政府交办的各项任务。 

  （22）加强行政监察法规建设和监察理论研究。要认真贯彻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不断完善与行政监察法相配

套的法规制度，逐步使行政监察职能、权限、任务和程序法制化。要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或实施细则，对现有法律

法规进行细化和完善。加强对有关监察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要主动适应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深

刻变化，加强对反腐倡廉重大问题的研究，创新行政监察理论。要重视发挥监察学会、纪检监察专门研究机构以及

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作用。要加强与国外监督监察机构的联系，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 

  （23）进一步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要以提高监察工作能力为重点，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使各级监察机关在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依法行政、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依法执纪、依法监察等方面，能够更好地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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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做好干部培训和轮岗交流工作。加强监察专业人才的培养，改善干

部队伍结构。要全面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要健全监督机制和激励

机制。要树立坚持原则、秉公执纪、敢于碰硬的作风，谦虚谨慎、联系群众、勤政廉洁的作风和求真务实、与时俱

进、开拓进取的作风。 

 

 

8.3.430）《关于依纪依法规范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的若干意见》(2005 年 2 月 1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41.htm  

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依纪依法规范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5 年 2 月 1 日）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依法执政水平，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断提高依法执纪和依法监察的

能力。信访举报工作是纪检监察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必须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于各个工作环节。根据党内法规和

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规范信访举报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规范信访举报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

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健全制度、规范程序，加强管理、强化监督，提高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

处理信访举报的能力和水平，切实保障信访举报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服务，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 

  坚持注重制度建设的原则，建立健全法规制度，把信访举报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坚持公开公正的原

则，做到处理信访举报的程序依法公开，处理结果客观公正；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保障信访举报当事人的

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引导他们正确履行义务；坚持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原则，明确职责，严明纪律，对滥用职权

和失职渎职的行为实施责任追究。 

  经过努力，使信访举报工作法规制度基本健全，工作程序更加规范，处理信访举报的能力切实增强，信访举报

当事人民主权利得到保障，信访举报环境明显改善。 

  二、加强制度建设，依纪依法处理信访举报 

  加强制度建设，必须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按照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制定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注重适时性、

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完善信访举报受理制度。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受理涉及党员、党组

织及行政监察对象的检举、控告和申诉。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要认真对待，不得推诿、敷衍。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负责人要经常阅处群众来信，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应深入基层接待群众。在确保安全保密

的前提下，逐步推广网上举报，拓宽信访举报受理渠道。 

  完善来信处理制度。建立健全收信登记、送阅审批、转办催办、查办结案、复信回访、立卷归档等规章制度，

促进信访举报工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建立健全信息反映制度，加强综合分析，定期向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反映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完善处理重要来信的请示、报告制度，避免处理的随意性。对重复来信

和人数众多的联名来信，要加强跟踪督办，必要时可直接调查核实。对署实名举报，要按照谁承办、谁答复的原则，

以适当方式将处理结果答复举报人，并听取其意见。 

  建立健全来访接待制度。逐步建立完善首访责任制，坚持哪一级机关接谈、哪一级机关负责的原则，对应由本

级纪检监察机关办理的问题，要一办到底，限期将办理结果或办理情况答复来访人；对应由下级办理的问题，要加

强催办督办，直至问题妥善处理。建立健全集体访应急处理机制，明确纪检监察机关有关领导、部门的职责，并通

过信息通报、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加强与有关单位和部门的协调配合。出现重大集体访时，按照“谁主管、谁负

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及工作人员要立即赶赴现场，积极疏导，妥善处理。要

增强预见性，针对群众上访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工作预案。对严重扰乱信访秩序的行为，要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处

置。对重大重复集体访，要分析成因，注意查处少数党员干部可能存在的违纪违法问题。建立定期排查制度，对重

点来访人员、集体访苗头和不稳定因素进行排查，及时就地解决。在基层，对影响面较大、反映侵犯群体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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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体访，经批准可吸收群众代表参与调查。 

  健全举报电话处理制度。耐心接听举报电话，做好记录，重要情况、情节要向举报人复述确认，并按政策规定

向举报人作出解释或答复。对紧急、重要的情况要及时向领导报告，并采取措施快速处理。对应由其他部门受理的

问题，引导举报人向有关部门反映。 

  在县和县以下基层单位逐步推行信访举报办事公开制度。通过多种渠道，公布有关法规制度、处理程序，以及

其他为信访举报人提供便利的相关事项。对涉及群体性利益以及重大、复杂的信访问题，可通过适当方式将调查结

果在一定范围内向信访举报人反馈。必要时可要求有关组织或人员到场说明情况，有条件的可举行听证。通过公开，

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三、保障信访举报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保障检举、控告人合法权利。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畅通受理、

办理、反映、反馈渠道，严禁对检举、控告人压制、歧视、刁难。严禁泄漏检举、控告的有关情况，不得将检举、

控告材料及有关情况转给被检举、控告人员或单位。严肃查处侵犯检举、控告人民主权利的行为，对打击报复检举、

控告人的要严肃处理。受理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回避的，要主动提出回避。检举、控告人有正当理由要求有关工作人

员回避的，受理机关应作出回避决定。逐步建立和完善奖励制度，对检举、控告重大违纪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应

给予奖励。 

  保障被检举、控告人合法权利。要探索维护被检举、控告人权利的措施和办法，认真对待被检举、控告人的解

释或说明，重视被检举、控告人对承办的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对未经调查或正在调

查处理的举报内容，不得泄漏和扩散。对经调查未发现被检举、控告人有违纪问题的，必要时可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情况，澄清是非，消除影响。对诬告者要严格依纪依法予以惩处。 

  保障申诉渠道畅通。要规范申诉信访的处理办法，对属于本级纪检监察机关直接受理范围的，由本级机关申诉

复查部门处理；对不属于本级机关直接受理范围的，移送有权处理的机关。对不符合申诉条件的，应告知申诉人。

要建立信访、审理等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沟通协调，及时研究和处理申诉复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疑难、

复杂的申诉复查案件。 

  四、引导群众依法有序进行信访举报 

  加强信访举报宣传工作。要把这项工作纳入反腐倡廉“大宣教”工作格局之中，统一部署，统筹安排。加强与

新闻媒体的联系，通过多种形式宣传信访举报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制度，使广大群众了解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和

受理范围、处理信访举报的程序和方法，明确在信访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 

  引导信访举报人正确行使权利。要引导群众署实名举报、逐级举报。提倡实行双向承诺制度，受理机关承诺依

法及时处理信访举报，信访举报人承诺维护信访秩序。对于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

径解决的，以及应由其他单位或部门受理的信访问题，要告知信访举报人受理的单位或部门。对少数妨碍信访秩序

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要协调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 

  规范党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信访举报行为。党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按照组织原则和法定程序，负责任

地进行检举、控告，实事求是地提出申诉，不得歪曲、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要正确对待组织的处理意见，不得无

理纠缠。要维护信访秩序，不得带头参加集体访，严禁煽动、策划、组织集体访。对不听劝导，造成恶劣影响或严

重后果的，要依纪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五、加强对信访举报工作及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加强内部管理。制定信访举报件内部归口管理办法，逐步实现信访举报件由信访举报部门统一受理、转办和管

理。对分流到本机关其他部门的信访举报件，信访举报部门要掌握办理情况，定期汇总分析。建立健全信访案件办

理和管理制度，对需要发函或直接查办的信访举报件，严格履行审批程序。定期催办督办信访案件，对重大、疑难

案件的催办督办要制订方案，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对下级机关呈报的信访案件处理结果要严格审核，必要时可调卷

审查或直接调查。对重要信访案件的处理，承办人和呈报单位意见不一致的，要集体研究决定。 

  加强监督制约。建立健全案件线索集体排查机制，重要案件线索由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人组织纪检监察室、信

访室等部门的负责人共同研究处理意见。信访举报部门内部要合理分工，形成受理、办理、督办、审核、结案归档

等环节的相互制约机制。信访举报工作人员应定期轮岗。逐步建立外部监督机制，重视群众对不依纪依法办理信访

举报的反映，对违纪违法者要严肃处理。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下级机关依纪依法处理信访举报情况的督促检

查，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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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责任追究。建立健全纪检监察机关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信访举报等部门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各负

其责的责任制。逐步实行信访举报工作过错追究制，对丢失、隐匿或者擅自销毁信访举报材料的，敷衍塞责、推诿

扯皮导致重复信访、集体访或矛盾激化的，泄漏信访举报情况导致案件查处工作受阻或检举、控告人遭到打击报复

的，处理重要信访及突发性事件不及时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以及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要分清责任，依

照党纪政纪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高度重视依纪依法规范信访举报工作，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要结合实际，

确定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分步骤推进。要加强调查研究，掌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确保依纪依法规范信访举报

工作的各项任务和要求落到实处。 

 

8.3.431）《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在查处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的通知》(2003 年 8月 26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39.htm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审计署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在查处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的通知 

（2003 年 8 月 26 日）  

  为了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在查处案件中的协作配合，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在查处案件中

的职能作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应当分别依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在查处案件工作中互通情况，相互支持，加强

协作配合，并可以根据需要召开联席会议研究相关问题，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 

  二、纪检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共同立案查处的案件，案件查清后，对党纪政纪责任的追究，由纪检监察机关负

责；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的审计处理、处罚，由审计机关负责。 

  三、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案件中，发现有关单位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属于审计机关管

辖范围的，应当将案件线索及时移送审计机关，任何人不得隐瞒或者阻挠。 

  四、审计机关在审计监督中，发现有关单位和人员有违反党纪政纪的行为，属于纪检监察机关管辖范围的，应

当将案件线索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任何人不得隐瞒或者阻挠。 

  五、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案件中，需要审计机关协助配合的，可以商请审计机关予以协助，审计机关应当予以

配合。 

  六、审计机关在审计监督中，需要纪检监察机关协助配合的，可以商请纪检监察机关予以协助，纪检监察机关

应当予以配合。 

  七、纪检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结果，认为应当给予审计处理、处罚的，可以向审计机关提出建议或者监察

建议。审计机关应当依法及时查处，并将结果书面通知纪检监察机关。 

八、审计机关根据审计结果，认为应当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可以向纪检监察机关提出建议或者审计建议。纪

检监察机关应当依纪依法及时查处，监察机关应将结果书面通知审计机关。 

 

 

 

8.3.432）《关于查办案件中需查询或者冻结被调查对象存款时应以监察机关名义使用监察文书的通知》(1999 年

12月 27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37.htm  

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 监察部办公厅关于查办案件中需查询或者冻结被调查对象存款时应以监察机关名义使用监

察文书的通知 

（1999 年 12 月 27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监察厅（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纪检组（纪委）、监察局，中央纪委各派驻纪检

组，监察部各派驻监察局、监察专员办公室，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中央金融纪工委，中央企业纪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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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纪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发布后，一些地区和单位的纪检机关来电来函询问：“纪检机关办案中确需到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查询或者冻结被调查对象的存款时，应如何办理？”现就此问题通知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违反行政纪律的

行为时，经县级以上监察机关领导人员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人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

必要时，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依法冻结涉嫌人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根据这一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监察部 1998 年 10 月 13 日印发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二十一条若干问题

的规定》，明确了依法冻结涉嫌人员存款的操作程序并附有文书格式；监察部 1999 年 6 月 7 日印发了《监察机关监

察文书格式标准文本式样》，其中式样 10 即为“查询存款通知书”。根据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行使两种职能

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今后在办案中确实需要到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存款或者冻结存款时，无论是以纪

检机关名义立案的，还是以监察机关名义立案的，均应以监察机关名义使用上述监察文书，并应按规定严格履行审

批程序。未设监察机关的部门、单位或者系统，纪检机关需要到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和冻结存款的，可到所

在行政区监察机关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监察机关开具监察文书。 

特此通知。 

 

8.3.433）《关于禁止对普通轿车进行豪华装修的通知》(1996 年 6月 27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36.htm  

中央纪委办公厅 监察部办公厅关于禁止对普通轿车进行豪华装修的通知 

（1996 年 6 月 27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监察厅（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纪检组（纪委）、监察局，中央纪委各派驻纪检

组，监察部各派驻监察局、监察专员办公室，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军委纪委：   

  清理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超标准用车的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受到群众的拥护和好评。但是，有些地方

出现了将普通轿车进行豪华装修的现象，所花费用几万元、十几万元，有的甚至超过购置该车的价格，严重地违反

了中央关于清理豪华小轿车有关规定的精神。为此，特通知如下：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工作用车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工作用车一律不得进行豪华装修，即购车时不得

要求售车单位高于原车配置设计进行装修，也不得借修车之机进行高于原车配置的装修，如增改天窗、电动门窗；

调换真皮座椅；增设车载冰箱、电视、CD 音响，以及其他与汽车行驶性能无关的设备。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后，对

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用车进行豪华装修，以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后，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的工作用车

进行豪华装修的，必须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责令作出检查；情节较重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本通知下发后继续违反的，从重处分。对严重超出原车配置设计进行装修的车辆，比照清理豪华小轿车的

有关规定处理。 

 

8.3.434）《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加强协作的通知》(1993年 11 月 5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35.htm  

中共中央纪委 最高人民检察院 监察部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加强协作的通知 

（1993 年 11 月 5 日）  

  在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中，为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密切配合与协作，特作如

下通知： 

  一、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部建立联席例会制度。联席例会原则上每三个月召开一次。特殊情况下，

经一方提出，可随时召开。联席例会由中央纪委负责召集，中央纪委分管案件的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分管案件的

副检察长、监察部部长（或副部长）应参加联席例会。例会的主要任务是：通报各自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工作情况，

交流信息；分析反腐败斗争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反腐败工作的宏观对策；讨论反腐败斗争中遇到的法律、政

策问题；研究需要协调的双方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重大贪污、贿赂等经济违纪、违法犯罪案件以及非法拘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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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逼供、徇私舞弊等侵权、渎职案件的查处工作。 

  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也应建立相应的联席例会制度，加强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协作与配合。 

  二、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案件，经审查认为已触犯刑律，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按照《刑事诉讼法》有

关案件管辖的规定，及时将有关证据材料（或复印件）移送相应的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根据案情，应在移送前

后对当事人作出党纪政纪处理。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要积极受理，及时审查或进行必要的调查，

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检察机关决定不予立案的，应说明原因，并将材料退回移送的纪检监察机关。 

  检察机关在案件侦结后，要将案件的处理结论（起诉、免予起诉、撤案情况）及时通报移送案件的纪检监察机

关。 

  三、检察机关在查处案件中，对需要同时作党纪、政纪处理的案犯和打击报复举报人、包庇案犯、干扰办案的

有关人员，应适时将有关证据材料（或复印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应及时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

通报检察机关。 

  对于检察机关尚未侦结的案件，纪检监察机关需要对有关违纪人员作出党纪、政纪处分，检察机关在不影响侦

查工作的前提下，应积极配合。 

  四、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要及时转送属于对方管辖的有关举报材料。 

  五、对于查处有阻力或涉及党纪、政纪、法纪交叉的大案要案，经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协商，可由一个部

门为主调查，另一部门进行配合，必要时由联席例会决定由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联合调查，对触犯刑律的，由

检察机关依照法律程序办理。 

  六、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可能构成犯罪需要移送检察机关的案件或移送检察机关尚未侦结的案件，一般不要公

开报道，如需公开报道，应由双方协商决定。 

七、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要依法办案，严格区分违反党纪政纪和刑事犯罪的界限，各司其

职，相互配合，协调一致。遇到问题不能协调一致时，提交联席例会协商，协商仍不能一致的，分别报告上一级纪

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 

 

8.3.435）《关于中央、中央纪委决定或批准的对犯错误党员的处分执行程序的通知》(1992 年 9 月 5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34.htm  

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中央、中央纪委决定或批准的对犯错误党员的处分执行程序的通知 

（1992 年 9 月 5 日）  

  近年来，各级党组织对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或批准的对犯错误党员的处分，是严肃认真的。但是，个别单位在

执行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加强对有关党组织执行中央、中央纪委决定或批准的对犯错误党员处分的监督，维

护党纪的严肃性，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央纪委《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工作条例》的精神，特做如下

通知： 

  一、对中央、中央纪委决定或批准的对犯错误党员的处分，有关党组织应在犯错误党员所在的基层党委或党支

部的范围内予以宣布，并将处分决定及批复给犯错误党员一份。 

  二、中央纪委直接做出的对犯错误党员的处分决定，由中央纪委或中央纪委委托有关党组织宣布执行。 

  有关党组织做出的对犯错误党员的处分决定，呈报中央或中央纪委审批的，中央或中央纪委批准后，由呈报单

位党组织宣布执行。 

  三、有关党组织接到中央或中央纪委的批复之日起，必须在一个月内予以宣布执行。并在两个月内将执行情况

填写《处分决定执行情况报告表》报中央纪委。 

  有关党组织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规定时间宣布中央、中央纪委的决定或批复的，应向中央纪委申明原因。对既

不按规定时间宣布中央、中央纪委的决定或批复，又不向中央纪委申明原因的，应追究有关责任者和领导者的责任。 

  四、有关党组织报给中央纪委的《处分决定执行情况报告表》，由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承办。 

五、各级纪委可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参照本通知的精神，制定相应的规定，并报上一级纪委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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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36）《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2014 年 07月 17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717/c49150-25292354.html  

http://fanfu.people.com.cn/n/2014/0717/c64371-25291926.html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33.htm  

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改革公务用车制度，规范公

务用车运行管理，有效降低行政成本，现就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务用车一直实行实物供给制度，对保障公务出行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不断完善，传统公务用车制度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车辆配备范围过大、运行管理成本偏高、公车私

用等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对此反映强烈。为解决公务用车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多次作

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专门作出部署，强调要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进行了积

极改革探索，为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积累了有益经验。 

  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举措，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后

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顺应民意、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的迫切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的重要意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快改革步伐。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按照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加快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合理有效配

置公务用车资源，创新公务交通分类提供方式，保障公务出行，降低行政成本，积极推进廉洁型机关和节约型社会

建设。 

  （二）基本原则 

  1.创新制度、分类保障。改革公务用车实物供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并适

度补贴交通费用，从严配备定向化保障的公务用车。 

  2.统筹协调、政策配套。妥善处理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涉及的各种利益关系，科学制定改革方案和配套政策，确

保新旧制度平稳过渡、有机衔接。 

  3.统一部署、分步实施。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和原则制定改革实施方案，中央和国家机关先

行示范，地方党政机关加快实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有序推进。 

  （三）总体目标 

  力争在 2014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2015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用 2 至 3 年时间全面完成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通过改革，

切实实现公务出行便捷合理、交通费用节约可控、车辆管理规范透明、监管问责科学有效，基本形成符合国情的新

型公务用车制度。 

  三、主要任务 

  （一）改革公务交通保障方式 

  改革党政机关（包括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检察机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人民团体、群众团体、事业单位，下同）公务用车实物供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机要通信、

应急、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符合规定的一线执法执勤岗位车辆及其他车辆。改革后，行政区域（城区或规定区域）

内普通公务出行方式由公务人员自行选择，实行社会化提供，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要与

差旅费保障范围搞好衔接，对边远地区和交通不便地区，要做好远距离公务出行的差旅费保障。鼓励省（自治区、

直辖市）所属厅（局）正职主要负责人和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及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改

革，确因环境所限和工作需要不便取消公务用车的，允许以适当集中形式提供工作用车实物保障，但须严格规范管

理，不得再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具体范围由各地根据本意见研究确定。 

  规范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职务待遇和业务消费，对原符合车辆配备条件的岗位和人员，逐步按

规定纳入改革，改革后不得再配备车辆；对保留的必要的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经营用车和事业单位业务用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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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集中管理；取消与经营和业务保障无关的车辆。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要与年薪

制、岗位津贴及国家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等统筹考虑、相互衔接。 

  （二）合理确定党政机关公务交通补贴标准 

  各级党政机关要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公务出行成本、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承受能力、辖区面积、自然地理环

境、公务出行次数和距离、行政级别和实际承担的工作职责等因素，按照节约成本、保证公务、便于操作、简化档

次的要求，确定本地区公务交通补贴标准。根据交通成本等相关因素变化情况，公务交通补贴标准可适时适度进行

调整。允许参改单位根据实际情况，从公务交通补贴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单位统筹部分，集中用于解决不同岗位之

间公务出行不均衡等问题，统筹资金使用须公开透明，具体管理办法由各单位制定。对特别重大抢险救灾、事故处

理、突发事件处置等不可预测的特殊事项，各地可从实际出发在应急预案中另行制定特殊情况下公务用车保障办法。

地方公务交通补贴标准不得高于中央和国家机关补贴标准的 130%，边疆民族地区和其他边远地区标准不得高于中

央和国家机关补贴标准的 150%。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补贴标准差距不宜过大，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不同地区补贴标准差距不得超过 20%，同一市（地、州、盟）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地方补贴标准层级划分可不

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层级完全对应。驻地方的中央垂直管理单位补贴标准按属地化原则参照所在地区标准执行，经费

由中央财政负担。 

  （三）妥善安置司勤人员 

  各级党政机关根据改革后的实际需要，合理设置司勤人员岗位，采取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方式确定留用

人员；未聘人员原则上以内部消化为主，通过内部转岗、开辟新的就业岗位、提前离岗等措施妥善安置。依法做好

未留用人员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的终止、解除工作，维护其合法权益，相关必要支出由各级财政安排专项经费予以

保障。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成工作组，负责指导参改单位做好司勤人员安置工作，确保改革

平稳推进。参改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要依法做好司勤人员安置工作。 

  （四）公开规范处置公务用车 

  取消的公务用车，由各级相关职能部门统一规范处置。对取消的一般公务用车，要制定处置办法，公开招标评

估、拍卖机构，通过公开拍卖等方式公开处置。取消车辆处置要防止甩卖和贱卖现象，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党政机

关公务用车处置收入，扣除有关税费后全部上缴国库。参改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车辆处置收入，按

国家有关财务管理制度执行。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未能及时处置的车辆，采取设立过渡性车辆服务中心或社会

化车辆租赁公司的方式，进行市场化运营，减少车辆闲置浪费，过渡期由各地确定，政府不得变相为其提供财政性

补贴。 

  四、健全公务用车管理和保障制度 

  （一）加强定向化保障车辆管理 

  各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严格核定定向化保障公务用车的编制和标准，车辆配备优先选

用新能源汽车。执法执勤用车配备应当严格限制在一线执法执勤岗位，机关内部管理和后勤岗位以及机关所属事业

单位一律不得配备。除涉及国家安全、侦查办案等有保密要求的特殊工作用车外，执法执勤用车应当喷涂明显的统

一标识。机要通信、应急等车辆要充分考虑不同部门的工作差异，根据实际需要合理配备，保障到位。按规定保留

的公务用车实行集中管理，逐步探索社会化监督的有效形式和具体办法。在从严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各地可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和优化配置相关一线执法执勤岗位车辆，鼓励各地建立跨部门综合性执法用车平台。进一步精简地方公

务用车管理机构。 

  （二）完善财务管理 

  党政机关公务交通补贴属于改革性补贴，统一纳入财政预算，在交通费中列支、按月发放，用于保障公务人员

普通公务出行。各单位要加强财务管理，按照在编在岗公务员数量和职级核定补贴数额，严格公务交通补贴发放，

不得擅自扩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 

  （三）加强公务用车监督检查 

  把公务用车配备和运行维护费用、交通补贴发放、车辆处置情况等纳入日常和专项审计监督及政务公开范围。

党政机关不得以特殊用途等理由变相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不得以任何方式换用、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

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不得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赠送的车辆，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用途使用或固定给个人使用

执法执勤、机要通信等公务用车，不得以公务交通补贴名义变相发放福利。公务人员不得既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又

违规乘坐公务用车。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检查，及时受理群众举报，依法依纪严肃查处违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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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务用车管理的行为，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切实保障公务出行 

  鼓励公务出行利用公共交通服务。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体系，探索发展适合公务出行

的市场化交通定制服务，增加社会化交通供给。及时解决公务出行遇到的实际问题，确保改革后公务出行得到有效

保障。 

  五、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政策性强、任务艰巨，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严格工作纪律，明确工作

责任。中央和地方分别建立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明确工作机制，负责落实各项改革任务，确保改革扎实稳

步推进，既要改成，更要改好。 

  中央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牵头，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审计署等部门参加，主要负责指导、协调全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方案及配套政策，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非参公事业单位、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企业公务用

车制度改革方案。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本省（自治

区、直辖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及配套政策。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报中央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 

  （二）精心组织，扎实推进 

  各地区各部门要健全工作机制，深入调查研究，细致统计测算，周密制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明确时限要

求，加强监督检查，及时有效解决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要尽快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改革任务。已先行开展公务用车制度改

革的地区和部门要按本意见进行规范。 

  （三）加强舆论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切实加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舆论宣传工作，做好政策解读，阐释改革的目的和意义，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使广大公务人员和人民群众了解、支持改革，努力为改革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8.3.437）《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2014年 07 月 17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32.htm  

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

用车制度改革，加快建立新型公务用车制度，有效降低行政成本，根据《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

见》，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和原则 

  （一）总体目标 

  围绕建设节约型、廉洁型机关的要求，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转变传统的公务用车运行管理方式，合理有

效配置公务用车资源，创新公务交通分类提供方式，实现公务出行便捷合理、交通费用节约可控、车辆管理规范透

明、监管问责科学有效，为全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作出示范。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制度创新、保障公务出行。改革公务用车实物供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方式由公务

人员自行选择，实行社会化提供并适度补贴交通费用，从严配备定向化保障的公务用车。 

  2.坚持统筹兼顾、注重政策配套。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正确处理改革涉及的各方面利益关系，科学制定改革方

案和相关配套政策，增强可行性和协调性，确保新旧机制有效转换。 

  3.坚持统一部署、分类分步推进。率先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参公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驻地方

的中央垂直管理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按照属地化原则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非参公事业单位、中央企业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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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金融企业参照本方案制定相关改革政策，坚持先易后难，分类分步稳妥推进改革。 

  二、主要任务 

  （一）参改范围 

  1.机构范围：中央纪委机关和中央各部门，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各部门，全国政协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各人民团体、群众团体，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参公事业单位。 

  2.人员范围：在编在岗的司局级及以下工作人员。 

  3.车辆范围：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机要通信、应急、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符合规定的一线执法执勤

岗位车辆及其他车辆。 

  （二）改革方式 

  1.对参改的司局级及以下工作人员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自行选择公务出行方式，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城区）

内公务出行不再报销公务交通费用。 

  2.按照节约成本、保证公务、便于操作、简化档次的要求，合理确定各职级工作人员公务交通补贴标准。具体

为：司局级每人每月 1300 元，处级每人每月 800 元，科级及以下每人每月 500 元。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从公

务交通补贴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单位统筹部分，集中用于解决不同岗位之间公务出行不均衡等问题，比例原则上不

超过补贴总额的 10%。统筹资金使用要公开透明，具体管理办法由各单位自行制定。 

  3.公务交通补贴属于改革性补贴，列入财政预算，在交通费中列支、按月发放，用于保障公务人员普通公务出

行。适时适度调整公务交通补贴标准。 

  4.执法执勤部门统一参加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按规定保留的执法执勤用车要严格配备在一线执法执勤岗位，执

法执勤部门的其他一般公务用车一律纳入改革范围。 

  5.对未参改单位和人员，不得发放公务交通补贴。 

  （三）车辆处置 

  1.对取消的公务用车，由公务用车主管部门统一规范处置。 

  2.对取消的公务用车，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资产评估，以评估价作为处置基准价，采取公开拍卖等方式进行公开

处置，处置结果向社会公开。 

  3.处置公务用车所得收入，扣除有关税费后全部上缴中央国库。 

  4.取消车辆处置要防止甩卖和贱卖现象，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四）司勤人员安置 

  1.根据保留公务用车的实际需要，合理设置司勤人员岗位，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在现有在册

正式司勤人员中，采用竞聘上岗、综合择优等方式确定上岗人员。 

  2.对其他司勤人员，按照以人为本、积极稳妥、因地制宜的原则，坚持内部消化为主，通过内部转岗、开辟新

的就业岗位、提前离岗等多种方式妥善安置，不得将其简单推向社会。 

  3.做好相关人员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的终止、解除工作，妥善处理该类用工形式司勤人员与单位的劳动关系，

维护好相关人员合法权益。 

  4.人员安置工作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筹协调，所需支出由财政安排专项经费予以保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保留公务用车管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根据编制总量和工作性质可保留 5 辆以内的机要

通信、应急公务用车，由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实行编制管理，编制数量和配备标准要根据各部门各单位实际工作情况

科学确定，优先选用新能源汽车。执法执勤用车配备应当严格限制在一线执法执勤岗位，机关内部管理和后勤岗位

以及机关所属事业单位一律不得配备。财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按规定对执法执勤用车进行核定和规范。除涉及国家

安全、侦查办案等有保密要求的特殊工作用车外，执法执勤用车应当喷涂明显的统一标识。国管局会同中直管理局

负责修订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办法，加强公务用车规范化管理。进一步精简公务用车管理机构。 

  （二）严格财务管理。财政部要严格交通费用预算管理。各单位要加强财务管理，按照在编在岗公务员数量和

职级核定补贴数额，严格公务交通补贴发放，不得擅自扩大补贴人员范围、提高补贴标准。 

  （三）加强公务用车纪律检查和审计。严肃公务用车纪律，各部门各单位不得以特殊用途等理由变相超编制、

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不得以任何方式换用、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不得接受企事业单位

和个人赠送的车辆，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用途使用或固定给个人使用执法执勤、机要通信等公务用车，不得以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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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名义变相发放福利。公务人员不得既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又违规乘坐公务用车。纪检监察机关负责对公务用车

制度改革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纠正和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审计部门要对公务用车改革情况进行监督，并将改革

后公务用车配备和运行维护费用、交通补贴发放、车辆处置情况等纳入日常和专项审计监督。 

  （四）切实保障公务出行。北京市要采取切实措施，健全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完善出租车市场化运营管理

方式，增加社会化交通供给。及时解决公务出行遇到的问题，保障中央和国家机关普通公务出行。 

  四、加强组织实施 

  （一）加强领导。中央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各部

门各单位要成立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组，负责制定本部门本单位实施方案，报中央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批

准后组织实施。已先行改革的单位要按照本方案规范执行。 

  （二）明确责任。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部门本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要认真研

究部署，明确任务分工和责任，确定相关责任人员，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三）分步实施。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力争在 2014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驻地方的中央垂直管理单位改

革方案由中央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与地方改革同步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非参公事

业单位、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企业改革方案由中央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力争在 2015 年

年底前完成。 

（四）加强舆论引导。切实做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广泛宣传相关政策规定、典型

经验和成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使广大公务人员和人民群众了解、支持改革，努力为改革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8.3.438）《关于企业中由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适用解除处分制度的通知》(2010

年 4 月 14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31.htm  

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企业中由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适用解除处分制

度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察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察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监察部各派驻监察局、监察专员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2008 年 5 月 9

日，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企业中由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参照执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的通知》（监发〔2008〕3 号）（以下简称《通知》）后，一些地方或部门来函请示，企业中由行政机关任命的人

员处分期满后，能否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解除处分手续。经研究，通知如下：    《通

知》规定：“目前，在国务院对企业中由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的专门处分规定出台前，给予违法违纪的行政机关任

命的企业人员处分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执行。”据此，处分决定机关可以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规定的处分种类、违法违纪行为及其适用、处分权限和程序等对违法违纪的行政机关任命的企业人员给予处

分，其中也包括可以参照解除处分制度，对受处分的行政机关任命的企业人员及时办理解除处分手续。  

    为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被处分人员的合法权益，对于《通知》印发后未对受处分的行政机关任命的企

业人员办理解除处分手续的，处分决定机关应及时补办相关手续。  

                                      监  察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8.3.439）《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2013年 12 月 29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30.htm  

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 

（2013 年 12 月 29 日） 

  我国《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作出了明确规定，一些部门和地方也制定了相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31.htm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30.htm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977 页 共 3277 页 

关规章规定和地方性法规。近年来，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公共场所禁烟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也要看到，在公共场

所吸烟的现象仍较普遍，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吸烟，不仅危害公共环境和公众健康，而且损害党政机关

和领导干部形象，造成不良影响。为进一步做好公共场所禁烟控烟工作，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现就领导干部带头

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的重要意义，模范遵守公共场所禁烟规定，以实际行动作出

表率，自觉维护法规制度权威，自觉维护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形象。 

  二、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公共文化场馆、公共交通工具等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

在其他有禁止吸烟标识的公共场所要带头不吸烟。同时，要积极做好禁烟控烟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督促公共场所

经营者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及时劝阻和制止他人违规在公共场所吸烟。 

  三、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公务活动承办单位不得提供烟草制品，公务活动参加人员不得吸烟、

敬烟、劝烟。要严格监督管理，严禁使用或变相使用公款支付烟草消费开支。 

  四、要把各级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机关内部禁止销售或提供烟草制品，禁止烟草广告，公共办公场所禁止

吸烟，传达室、会议室、楼道、食堂、洗手间等场所要张贴醒目的禁烟标识。各级党政机关要动员本单位职工控烟，

鼓励吸烟职工戒烟。卫生、宣传等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广泛动员各方力量，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禁烟控烟宣传教育活

动，在全社会形成禁烟控烟的良好氛围。 

五、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各级党政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在公共场所吸

烟的领导干部，要给予批评教育，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8.3.440）《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2013 年 12月 23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28.htm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2013 年 12 月 23 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

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为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 

  （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

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

准则，这 24 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面对世

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

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目标，紧紧围绕“三个倡导”这一

基本内容，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使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激励全体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不懈奋斗。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以下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关注人们利益诉

求和价值愿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抓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在全社会

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着力铸牢人们的精神支柱；坚持联系实际，区分层次和对象，加强分类指导，

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做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坚持改进创新，善于运用群众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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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乐见的方式，搭建群众便于参与的平台，开辟群众乐于参与的渠道，积极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

新，增强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 

  二、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围绕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贯穿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

各领域，落实到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各环节，覆盖到所有学校和受教育者，形成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多

位一体的育人平台，不断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青少年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大中小学有效衔接的德育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创新中小学德育课和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

网络，引导广大家庭和社会各方面主动配合学校教育，以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社会风气巩固学校教育成果，形成家庭、

社会与学校携手育人的强大合力。 

  （五）拓展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注重发挥社会实践的养成作用，完善实践教育

教学体系，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加强实践育人基地建设，打造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高职实训基地、青

少年社会实践活动基地，组织青少年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和爱心公益活动、益德益智的科研发明和创新创造活

动、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和勤工俭学活动。注重发挥校园文化的熏陶作用，加强学校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建设，

完善校园文化活动设施，重视校园人文环境培育和周边环境整治，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学校特色的

校园文化。 

  （六）建设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坚持师德为上，完善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健全教师任职资格准入制度，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考核、聘任和评价的首要内容，形成师德师风建设长效

机制。着重抓好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

任队伍建设。引导广大教师自觉增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

和引路人。 

  三、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 

  （七）确立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出台经济社会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要遵循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做到讲社会责任、讲社会效益，讲守法经营、讲公平竞争、讲诚信守约，形成有利于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政策导向、利益机制和社会环境。与人们生产生活和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具体政策措施，

要注重经济行为和价值导向有机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实现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良性互动。建立完

善相应的政策评估和纠偏机制，防止出现具体政策措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现象。 

  （八）法律法规是推广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保证。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

行政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厉行法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法制宣传

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相关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促进作用，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 

  （九）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融入制度建设和治理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

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增进社会和谐。创新社会治理，完善激励

机制，褒奖善行义举，实现治理效能与道德提升相互促进，形成好人好报、恩将德报的正向效应。完善市民公约、

村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范，强化规章制度实施力度，在日常治理中鲜明彰显社会主流价值，使正确行为得到

鼓励、错误行为受到谴责。 

  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

不断增强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全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意志和决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学习教育纳入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计划，纳入各级党委讲师团经常性宣讲内容。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刻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为实践发展提供学理支撑。深入推

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带动作用，推出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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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动态分析，强化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正面引导，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

严格社团、讲座、论坛、研讨会、报告会的管理。 

  （十一）新闻媒体要发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作用。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

舆论导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日常形势宣传、成就宣传、主题宣传、典型宣传、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中，

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不断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要拿出重

要版面时段、推出专栏专题，出版社要推出专项出版，运用新闻报道、言论评论、访谈节目、专题节目和各类出版

物等形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市类、行业类媒体要增强传播主流价值的社会责任，积极发挥自身优势，适

应分众化特点，多联系群众身边事例，多运用大众化语言，在生动活泼的宣传报道中引导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强化传播媒介管理，不为错误观点提供传播渠道。新闻出版单位和从业人员要强化行业自律，切实增

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意识和能力，将个人道德修养作为从业资格考评重要内容。 

  （十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上传播阵地。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形势，善于运用网络传播规律，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做大做强重点

新闻网站，发挥主要商业网站建设性作用，形成良好的网上舆论环境，集聚网上舆论引导合力。做好重大信息网上

发布，回应网民关切，主动有效进行网上引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精品网络化传播，创作适于新兴

媒体传播、格调健康的网络文化作品。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对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推进网络法制建

设，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整治网络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打击网络谣言和违法犯罪，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十三）发挥精神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一切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都要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传递积极人生追求、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提升文化产品的思想品格和艺术品位，用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加强对新型文化业态、文化样式的引导，让不同类型文

化产品都成为弘扬社会主流价值的生动载体。加大对优秀文化产品的推广力度，开展优秀文化产品展演展映展播活

动、经典作品阅读观看活动。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坚持文艺评论评奖的正确价值取向。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提供均等优质的文化产品，开展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五、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十四）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

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容的道德风尚。大力宣传先进典型，评选表彰道德模范，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

进的浓厚风气。在国家博物馆设立英模陈列馆。深化公民道德宣传日活动，组织道德论坛、道德讲堂、道德修身等

活动。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完善企业和

个人信用记录，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

信可耻的氛围。把开展道德实践活动与培育廉洁价值理念相结合，营造崇尚廉洁、鄙弃贪腐的良好社会风尚。 

  （十五）深化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学雷锋实践活动，采取措施推动

学雷锋活动常态化。以城乡社区为重点，以相互关爱、服务社会为主题，围绕扶贫济困、应急救援、大型活动、环

境保护等方面，围绕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困难职工、残疾人等群体，组织开展各类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形

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把学雷锋和志愿服务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志愿服务制度，完善激励机制和政策

法规保障机制，把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做到基层、做到社区、做进家庭。 

  （十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要在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内涵上求

实效。推进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不断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广泛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宣传教育。开展礼节礼仪教育，在重要场所和重要活动中升挂国旗、奏唱国

歌，在学校开学、学生毕业时举行庄重简朴的典礼，完善重大灾难哀悼纪念活动，使礼节礼仪成为培育社会主流价

值的重要方式。加强对公民文明旅游的宣传教育、规范约束和社会监督，增强公民旅游的文明意识。 

  （十七）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

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

厚滋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大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

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作出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相适应，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重视民族传统节日的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丰富

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培育特色鲜明、气氛浓郁的节日文化。增加国民教育

中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分阶段有序推进学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开展移风易俗，创新民俗文化样式，形成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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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传统相承接、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新民俗。 

  （十八）发挥重要节庆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独特优势。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加强对革命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

阐发，发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挖掘各种重要节庆日、

纪念日蕴藏的丰富教育资源，利用五四、七一、八一、十一等政治性节日，三八、五一、六一等国际性节日，党史

国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纪念日等，举办庄严庄重、内涵丰富的群众性庆祝和纪念活动。利用党和国家成功举办

大事、妥善应对难事的时机，因势利导地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形成实体展馆与网上展

馆相结合、涵盖各个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体系。推进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化馆、

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等免费开放，积极发展红色旅游。 

  （十九）运用公益广告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引领文明风尚。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公益广告的选题规

划和内容创意，形成公益广告传播先进文化、传扬新风正气的强大声势。加大公益广告刊播力度，广播电视、报纸

期刊要拿出黄金时段、重要版面和显著位置，持续刊播公益广告。互联网和手机媒体要发挥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

优势，运用多种方式扩大公益广告的影响力。社会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要在适当位置悬挂张贴公益广告。各类

公益广告要注重导向鲜明、富有内涵、引人向上，注重形式多样、品位高雅、创意新颖，体现时代感厚重感，增强

传播力感染力。 

  六、加强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织领导 

  （二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把这项任务摆上重要位置，把

握方向，制定政策，营造环境，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领域，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实际工作融

为一体、相互促进。建立健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加强组织实

施，加强督促落实，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党的基层组织要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方面，发挥政治

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筑牢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打牢党执政的思想基础。 

  （二十一）党员、干部要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在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带好头，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为民、务实、清廉，以人格

力量感召群众、引领风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着力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

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加强党性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加强道德建设，引导党

员、干部始终保持高洁生活情趣，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二十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坚持全党动手、全社会参与，把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各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结合起来，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党政各部门，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和践行的良好局面。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制定实施方案，落实工作责任制，明确任务分工，完善工作措施。

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重要作用，支持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项工作。

加强同知识界的联系，引导知识分子用正确观点阐释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委宣传部门要切实担负起组织

指导、协调推进的重要职责，积极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十三）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城乡基层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

依托，农村、企业、社区、机关、学校等基层单位要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使之融入基层党组织

建设、基层政权建设中，融入城乡居民自治中，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努力实现全覆盖，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不断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和人们自觉行动。充分发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主力军作用，发挥党员、

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发挥青少年的生力军作用，发挥社会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

组织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形成人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景象。 

 

8.3.441）《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2013年 12 月 19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27.htm  

（2013 年 12 月 19 日） 

  殡葬改革是破千年旧俗、树一代新风的社会改革，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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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关系党风政风民风。为发挥广大党员、干部带头示范作用，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刻认识推动殡葬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倡导下，在各级党委和政府大力推动下，广大党员、干部带

领群众积极实行火葬，改革土葬，革除丧葬陋俗，树立文明节俭办丧事的新风尚，殡葬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近

年来，一些丧葬陋俗死灰复燃，封建迷信活动重新活跃，突出表现在：火葬区遗体火化率下滑、骨灰装棺再葬问题

突出，土葬改革区乱埋乱葬、滥占耕地现象严重，浪费了大量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重殓厚葬之风盛行，盲

目攀比、奢侈浪费现象滋生蔓延，加重了群众负担；少数党员、干部甚至个别领导干部利用丧事活动大操大办、借

机敛财，热衷风水迷信，修建大墓豪华墓，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这些现象亟须整治。 

  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是移风易俗，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应尽责任；是推动文明节俭治丧，减轻群

众丧葬负担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树立党和政府良好形象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矛

盾，造福当代和子孙后代，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党员、干部带头推动

殡葬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统一思想，完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党员和干部带头、广大群众参与、全社会

共同推动的殡葬改革良好局面。 

  二、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积极推动殡葬改革 

  （一）带头文明节俭办丧事，树立时代风尚。党员、干部应当带头文明治丧，简办丧事。要在殡仪馆或合适场

所集中办理丧事活动，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尊重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在居民区、城区街道、公共场所搭建灵棚。采

用佩戴黑纱白花、播放哀乐、发放生平等方式哀悼逝者，自觉抵制迷信低俗活动。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党员、干部

去世后一般不成立治丧机构，不召开追悼会。举行遗体送别仪式的，要严格控制规模，力求节约简朴。对于逝者生

前有丧事从简愿望或要求的，家属、亲友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充分尊重和支持。严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在丧事活动中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严禁借机收敛钱财。 

  （二）带头火葬和生态安葬，保护生态环境。在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火葬区，党员、干部去世后

必须实行火葬，不得将骨灰装棺再葬，不得超标准建墓立碑。在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土葬改革区，党员、干部去世

后遗体应当在公墓内集中安葬，不得乱埋乱葬。无论是在火葬区还是在土葬改革区，党员、干部都应当带头实行生

态安葬，采取骨灰存放、树葬、花葬、草坪葬等节地葬法，积极参与骨灰撒散、海葬或者深埋、不留坟头。鼓励党

员、干部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去世后，尊重其民族习俗，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安葬。 

  （三）带头文明低碳祭扫，传承先进文化。党员、干部应当带头文明祭奠、低碳祭扫，主动采用敬献鲜花、植

树绿化、踏青遥祭、经典诵读等方式缅怀故人，弘扬慎终追远等优秀传统文化，不得在林区、景区等禁火区域焚烧

纸钱、燃放鞭炮。积极参与社区公祭、集体共祭、网络祭扫等现代追思活动，带头祭扫先烈，带领群众逐步从注重

实地实物祭扫转移到以精神传承为主上来。 

  （四）带头宣传倡导殡葬改革，弘扬新风正气。党员、干部要积极主动宣传殡葬改革，加强对亲属、朋友和周

围群众的教育引导，及时劝阻不良治丧行为，自觉抵制陈规陋俗和封建迷信活动，倡导文明新风。各级领导干部要

加强对直系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丧事活动的约束，积极做好思想疏导工作，对不良倾向和苗头性问题，要做到早提

醒、早制止、早纠正，决不允许对违法违规殡葬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包庇纵容。 

  三、大力营造有利于殡葬改革的良好环境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作为促进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党风政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摆上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坚持以党员、干部带头为引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殡葬改革的自

觉性。组织部门要注意掌握党员、干部治丧情况，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宣传、文明办等部门要做好殡葬

改革宣传引导工作。发展改革、公安、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土资源、工商、林业等部门要各司其职、

密切配合，加强基本殡葬服务供给，完善惠民殡葬政策措施，规范殡葬服务市场秩序，督促党员、干部破除丧葬陋

俗，加快推动殡葬改革。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基层党组织、村（居）委会以及红白理事会、老年人协

会等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作用，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殡葬改革。 

  （二）注重统筹规划，提高保障水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立足实际，制定和完善殡葬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殡葬

改革目标任务和方法步骤，并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根据人口、耕地、交通等情况，科学划分火葬区

和土葬改革区，统筹确定殡葬基础设施数量、布局、规模和功能。加大投入，重点完善殡仪馆、骨灰堂、公益性公

墓等基本殡葬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形成布局合理、设施完善、功能齐全、服务便捷的基本殡葬公共服务网络，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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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殡葬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三）完善法规制度，强化监督管理。加快修订《殡葬管理条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保障、殡葬服务市场监

管、丧事活动管理执法等方面制度。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对乱埋乱葬、违规建墓等行为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积极建

立殡葬改革激励引导机制，实行生态安葬奖补等奖励政策。加强监督检查，强化责任追究，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领

导干部在丧事活动中的违纪违法行为，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 

  （四）加大宣传力度，做好舆论引导。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传播手段，深入宣传殡葬法规政策，普及科学知识，

倡导文明节俭、生态环保、移风易俗的殡葬新风尚。大力宣传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先进典型，传播正能

量。充分发挥媒体监督作用，曝光负面案例，努力营造有利于殡葬改革的良好氛围。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精神，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8.3.442）《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2013 年 12 月 6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209/c70731-23791740.html  

http://www.ankang.gov.cn/Content-64973.html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各副省级城市党委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组织人事部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的精

神，促进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经中央同意，现就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1．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导向。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目标责任考核、绩效考核、任

职考察、换届考察以及其他考核考察，要看全面工作，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实

际成效，看解决自身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成效，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

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来衡量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发展成效。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评定下一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

和考核等次。 

  2．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指标。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职责要求，设置各有侧重、各有

特色的考核指标，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和谐进步、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建设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安全生产

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教育文化、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的考核。 

  3．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别实行农业优

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等指标。对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全面评价自然

文化资源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情况。对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重点考核扶贫

开发成效。 

  4．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

责任追究，防止急于求成，以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注重考核发展思路、发展规划的连续性，考核坚持和完善

前任正确发展思路、一张好蓝图抓到底的情况，考核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的情况，把是否存在“新官不理旧账”

“吃子孙饭”等问题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重要内容。 

  5．加强对政绩的综合分析。辩证地看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前任基础与现任业绩、个人贡献与集体作用，既

看发展成果，又看发展成本与代价；既注重考核显绩，更注重考核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既考核尽力而为，又考

核量力而行，全面历史辩证地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注意识别和制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防止和

纠正以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换取经济增长速度，防止和纠正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6．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论英雄。要按照好干部的标准，根据干部的德才素质、工作需

要、群众公认等情况综合评价干部，注重选拔自觉坚持和领导科学发展、成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不能简单地

把经济增长速度与干部的德能勤绩廉划等号，将其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依据，作为高配干部或者提高干部职级待遇

的依据，作为末位淘汰的依据。 

  7．实行责任追究。制定违背科学发展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强化离任责任审计，对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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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损害群众利益造成恶劣影响的，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的，造成生态严重破坏的，盲目举

债留下一摊子烂账的，要记录在案，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已经离任的也要追究责任。 

  8．规范和简化各类工作考核。加强对考核的统筹整合，切实解决多头考核、重复考核、繁琐考核等问题，简

化考核程序，提高考核效率。精简各类专项业务工作考核，取消名目繁多、导向不正确的考核，防止考核过多过滥、

“一票否决”泛化和基层迎考迎评负担沉重的现象。中央管理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当年开展专项学习教育活动或

换届考察、巡视的，可不再重复进行年度考核，根据年度工作情况，综合运用专项活动督导以及换届考察、巡视等

成果形成年度考核意见。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本通知精神，完善考核评价制度，抓紧清理和调整考核评价指标，废止不符合中央要求的

制度规定，树立正确的考核导向，使考核由单纯比经济总量、比发展速度，转变为比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发展后

劲，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发展观念，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

绩。 

 

中共中央组织部 

2013 年 12 月 6 日 

 

8.3.443）《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 11 月 12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24.htm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

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 

  （1）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

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 

  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

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2）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

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

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

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

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

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

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

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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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

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

有序。 

  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

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

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3）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

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

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

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

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

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4）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

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

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

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

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

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

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到二 0 二 0 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二、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

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

力。 

  （5）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

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

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 

  （6）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

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

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

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

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

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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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二０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7）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

要力量。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

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国有资

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

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 

  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

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

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 

  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

业务消费。 

  （8）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

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 

  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 

  三、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

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9）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

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

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

制改革，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

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 

  （10）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

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

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

格作用。 

  （11）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

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

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

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12）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

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

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

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

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

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

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13）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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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建立产学研协

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进应用

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

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改善科技型中小

企业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整合科技规划和资源，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国家重大科

研基础设施依照规定应该开放的一律对社会开放。建立创新调查制度和创新报告制度，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

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 

  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14）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

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健全以国家发展

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

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

对性、协同性。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

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强化节能节地

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 

  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

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

况。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

推进部门信息共享。 

  （15）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

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

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

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推广政府购买服务，

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

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

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建立各类事业单位统一登记管理制度。 

  （16）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 

  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

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

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

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

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17）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

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建立跨年度预

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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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出台

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取消

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严格控制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专项，对保留专项进行甄别，属地方事务的划

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18）完善税收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

化税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

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 

  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税收

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19）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

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

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中央可通过安

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

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

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20）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

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

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

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

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

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21）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

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

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

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22）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

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

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

各类事业。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3）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

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

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

性金融机构。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

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

口规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

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严合理

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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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

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24）放宽投资准入。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

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

区。 

  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

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

联合投资等。 

  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完善领事保护体制，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

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扩大投资合作空间。 

  （25）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

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加快

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扩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开放合作。 

  （26）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创新加工

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

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

互认、执法互助。 

  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

方式和政策。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八、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

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27）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发挥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

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

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

资产监督职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加强人大常委会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发挥代表作用。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

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 

  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询问、质询、

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8）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

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

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

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

全决策咨询制度。 

  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完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人士意见。中共中央根据年度工作重点提出规划，采取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等进行协商。完善民主党派中

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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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民族关系。 

  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重点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各级党委和政府、政协制定并组织实施协商年度工作计划，就一些重要决策听取政协意见。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

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

商，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在政协健全委员联络机构，完善委员联络制度。 

  （29）发展基层民主。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

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

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

度，加强社会组织民主机制建设，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 

  九、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

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30）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健全

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

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

都必须予以追究。 

  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

准。健全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逐步增加有地方立

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 

  （31）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

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减少行政执法层级，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

动保障、海域海岛等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经费由财

政保障制度，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32）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

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

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33）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

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

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严

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

与司法渠道。 

  （34）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

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

死刑罪名。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

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

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

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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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

心作用。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

务。 

  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 

  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

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36）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改革党的纪律检

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各级纪委

要履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更好发挥

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 

  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

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

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

责，履行监督职责。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

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 

  （37）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围绕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

建设。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机制，完善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改革会议公文制度，

从中央做起带头减少会议、文件，着力改进会风文风。健全严格的财务预算、核准和审计制度，着力控制“三公”

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着力纠正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改革政绩考核

机制，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

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严肃查处违反规定超

标准享受待遇等问题。探索实行官邸制。 

  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防止领导干部利用

公共权力或自身影响为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作风。 

  十一、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

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38）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

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

产管导向相统一。 

  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

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整合新闻媒体资源，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严格新闻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

理，规范传播秩序。 

  （39）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对按规定转

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产

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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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支持各种形式小微文化企业发展。 

  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

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扩大政府文化资助和文化采购，加强版权保护。

健全文化产品评价体系，改革评奖制度，推出更多文化精品。 

  （40）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整合基层

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明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

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 

  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

化非营利组织。 

  （41）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

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培育

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

承担人文交流项目。 

  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切实维护国家

文化安全。 

  十二、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 

  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需求。 

  （42）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

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

精神、实践能力。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

素养。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

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

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推进

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改革发展。 

  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

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

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逐

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

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

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

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43）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建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规范

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

策，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新机制。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构建劳

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增强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完善就业失业监测统计制度。创新劳动关系

协调机制，畅通职工表达合理诉求渠道。 

  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结合产业升级开发更

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政府购买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更多用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健全鼓励高

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服务保障机制，提高公务员定向招录和事业单位优先招聘比例。实行激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

业政策，整合发展国家和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金。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把未就业的纳

入就业见习、技能培训等就业准备活动之中，对有特殊困难的实行全程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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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

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

资集体协商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贴补贴制度，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增长机制。健全资本、知识、技

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扩展投资和租赁服务等途径，优化上市公司投资者回报机制，保护投资者

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

合理共享机制。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

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

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45）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

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推进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

发展。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扩大参

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快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

办服务体系。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

监管机制。 

  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完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监督，推进基金市场化、

多元化投资运营。制定实施免税、延期征税等优惠政策，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

会保障体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

爱服务体系，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46）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深

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健全网络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加快公立医院改革，落实政府责任，

建立科学的医疗绩效评价机制和适应行业特点的人才培养、人事薪酬制度。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建立社区医生

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加强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取消

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建立科学补偿机制。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

保险和救助制度。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和机制。 

  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

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十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

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47）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

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

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

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48）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

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

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

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49）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

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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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

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

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50）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

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

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

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十四、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

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51）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

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健全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 

  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

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 

  （52）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

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

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 

  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53）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

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

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范围，调整严重污染和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耕地用途，

有序实现耕地、河湖休养生息。建立有效调节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价机制，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坚持谁受益、

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

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

方治理。 

  （54）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

监管和行政执法。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健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完善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力解决制约国

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

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55）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

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推进联合作战训练和保障体制改

革。完善新型作战力量领导体制。加强信息化建设集中统管。优化武装警察部队力量结构和指挥管理体制。 

  优化军队规模结构，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依据不同方

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加快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深化军队院校改革，健全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

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56）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健全完善与军队职能任务需求和国家政策制度创新相适应的军事人力资源

政策制度。以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为牵引，逐步形成科学规范的军队干部制度体系。健全完善文职人员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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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制度、士官制度、退役军人安置制度改革配套政策。 

  健全军费管理制度，建立需求牵引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机制。健全完善经费物资管理标准制度体系。深化

预算管理、集中收付、物资采购和军人医疗、保险、住房保障等制度改革。 

  健全军事法规制度体系，探索改进部队科学管理的方式方法。 

  （57）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

享机制。健全国防工业体系，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制，改革国防科研生产管理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机制，引导

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改革完善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政策制度。拓展军队保障社会

化领域。深化国防教育改革。健全国防动员体制机制，完善平时征用和战时动员法规制度。深化民兵预备役体制改

革。调整理顺边海空防管理体制机制。 

  十六、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

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 

  （58）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

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坚

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把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

处。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完善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制度，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改革能力。创

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导广大党员积极投身改革事业，

发扬“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积极贡献。 

  （59）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建有

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强化党委（党组）、

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权重和干部考察识别的责任，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改进竞争性

选拔干部办法，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区分实施选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坚决纠正唯票取人、唯

分取人等现象，用好各年龄段干部，真正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选拔出

来。 

  打破干部部门化，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加强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

下、能进能出。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推行公务员

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加快建立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和聘任人员管理制度。完善基层

公务员录用制度，在艰苦边远地区适当降低进入门槛。 

  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

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完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

健全人才向基层流动、向艰苦地区和岗位流动、在一线创业的激励机制。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广泛吸引境外优秀人才回国或来华创业发展。 

  （60）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作用，齐心协力推进改革。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

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宽容改革失误，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

史新篇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8.3.444）《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中办发〔2013〕17 号)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723/c70731-22300002.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3/content_2462992.htm  

http://www.xjsgj.gov.cn/info/3006  

http://www.yinchuan.gov.cn/xxgk/qtbmgkml/swbgt/swbwj_8747/201608/t20160803_166938.html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在严格控制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723/c70731-22300002.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3/content_2462992.htm
http://www.xjsgj.gov.cn/info/3006
http://www.yinchuan.gov.cn/xxgk/qtbmgkml/swbgt/swbwj_8747/201608/t20160803_166938.html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2995 页 共 3277 页 

效。但是，近期一些地区和部门又出现了违规修建楼堂馆所的现象，损害党风政风，影响党和政府形象，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强调各级党政机关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全面停止新建楼堂馆所，规范办公用房管理，切实把有限的资金

和资源更多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停止新建党政机关楼堂馆所 

  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5 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 

  （一）停止新建、扩建楼堂馆所。严禁以任何理由新建楼堂馆所，严禁以危房改造等名义改扩建楼堂馆所，严

禁以建技术业务用房名义搭车新建楼堂馆所，严禁改变技术业务用房的用途。 

  （二）停止迁建、购置楼堂馆所。严禁以城市改造、城市规划等理由在他处重新建设楼堂馆所，严禁以任何理

由购置楼堂馆所。 

  （三）严禁以“学院”、“中心”等名义建设楼堂馆所。严禁接受任何形式的赞助建设和捐赠建设，严禁借企业

名义搞任何形式的合作建设、集资建设或专项建设。 

  （四）已批准但尚未开工建设的楼堂馆所项目，一律停建。 

  二、严格控制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 

  办公用房因使用时间较长、设施设备老化、功能不全、存在安全隐患，不能满足办公要求的，可进行维修改造。

维修改造项目要以消除安全隐患、恢复和完善使用功能为重点，严格履行审批程序，严格执行维修改造标准，严禁

豪华装修。 

  中央直属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由中直管理局审批。国务院各部门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由国管局审

批。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的审批程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各地区要根据本地区实

际制定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改造标准和工程消耗量定额。 

  各级党政机关要严格按照 2007 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

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要求，加强预算和资金使用管理。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所需投资，统一

纳入预算安排财政资金解决，未经审批的项目，不得安排预算。 

  各级党政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安排财政资金用于包括培训中心在内的各类具有住宿、会议、餐饮等接待功能的

设施或场所的维修改造。 

  三、全面清理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办公用房 

  各级党政机关要对占有、使用的办公用房进行全面清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一）超过《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规定的面积标准占有、使用办公用房的，应予以腾退。 

  （二）未经批准改变办公用房使用功能的，原则上应恢复原使用功能。 

  （三）已经出租、出借的办公用房到期应予收回，租赁合同未到期的，租金收入严格按照收支两条线规定管理，

到期后不得续租。未经批准租用办公用房的，应予以清理并腾退，严禁以租用过渡性用房名义变相购建使用办公用

房。 

  （四）除在立项批复中明确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办公用房一并建设外，所属其他企事业单位一律不得占用行政

机关办公用房，已占用的，原则上应予以清理并腾退。 

  （五）部门和单位在机构变动中转为企业的，所占用的办公用房应予腾退，确实难以腾退的，经批准可租用原

办公用房或按规定程序转为企业国有资本金。 

  （六）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应当严格按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规定配置办公用房。办公用房面

积超标准配置的，应予以清理并腾退；领导干部在不同部门同时任职的，应在主要工作部门安排一处办公用房，其

他任职部门不再安排办公用房；领导干部工作调动的，由调入部门安排办公用房，原单位的办公用房不再保留；领

导干部在人大或政协任职，人大或政协已安排办公用房的，原单位的办公用房不再保留，人大或政协没有安排办公

用房的，由原单位根据本人承担工作的实际情况，安排适当的办公用房；领导干部在协会等单位任职的，由协会等

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办公用房，原单位的办公用房不再保留；领导干部已办理离退休手续的，原单位的办公用房

应及时腾退。 

  四、严格规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 

  各地区要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办公用房集中统一管理制度，实行统一调配、统一权属登记。要严格按照《党

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和各部门各单位“三定”规定，从严核定办公用房面积。新建、调整办公用房的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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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要按照“建新交旧”、“调新交旧”原则，在搬入新建或新调整办公用房的同时，及时将原办公用房腾退移交

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因机构增设、职能调整确需增加办公用房的，应在本部门本单位现有办公用房中解决；本部门

本单位现有办公用房不能满足需要的，由机关事务主管部门整合办公用房资源调剂解决；无法调剂、确需租用办公

用房的，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各级党政机关要制定本部门本单位办公用房使用管理制度，严格办公用房使用管理。 

  各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要做好办公用房物业管理工作，制定和完善物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等制度，

并结合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逐步推进办公用房物业服务社会化。 

  五、切实加强领导，强化监督检查 

  停止新建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党

和政府形象的客观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高度重视，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实际，抓紧

制定相关制度标准和实施办法，切实加强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制，确保本通知精神落到实处。 

  投资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审批程序，建立健全审批责任制和内部监督机制，对违规审批等行为要严肃处理。

财政部门要严格公共财政预算管理，对未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的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和维修改造项目一律不得下

达财政预算。各部门各单位年终应把楼堂馆所建设和维修改造项目实施情况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主动接受社

会监督。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严格土地供应管理，对未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的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和维修改造项

目一律不得供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对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和维修改造项目的监管，并制定相应的标准和

工程消耗量定额。机关事务主管部门要完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制度，定期组织督促检查，并通报检查情况，督

促落实办公用房清理工作。审计部门要加强对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和维修改造项目的审计监督。纪检监察机关要

坚决纠正和查处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和维修改造项目及办公用房管理使用中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对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的，依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2013 年 9 月 30 日前，各地区要将落实本通知的情况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落

实本通知的情况，按系统分别报中直管理局、国管局，汇总后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将视情组织督促检查，并通报检查情况。 

  本通知所称党政机关，包括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各级党政机关

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适用本通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参照本通知执行。 

本通知所称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包括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培训中心，以及以“学院”、

“中心”等名义兴建的具有住宿、会议、餐饮等接待功能的设施或场所；领导干部是指省部级以下（含省部级）各

级党政领导干部。党政机关使用非财政性资金建设的楼堂馆所，参照本通知执行。 

 

8.3.445）《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的意见》(2013 年 7 月 3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22.htm  

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的意见 

（2013 年 7 月 3 日）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无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矢志奋斗、

无私奉献、英勇牺牲的烈士，他们的功勋彪炳史册，他们的精神成为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中央历来高度重视烈士纪念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烈士纪念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烈士纪念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有的地方和部门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公众参与

度不高，相关制度机制不完善。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经中央同

意，现就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大力弘扬烈士精神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影视、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烈士精神。积极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运用专题展览、报告会、阅读活动等多种形式，将弘扬烈士精神融入群众性文化活动之中。鼓励创作出版以烈士英

雄事迹为题材、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和通俗读物，积极开展烈士史料编纂工作，制作展播反映烈士纪念设施建

设保护管理的专题片，创办开通中华英烈网。整合军地资源，拓展研究领域，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扬在不同历史时期

形成的烈士精神，在全社会营造缅怀烈士、崇尚烈士、学习烈士的浓厚氛围。 

  二、广泛开展纪念烈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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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清明节、国庆节等节日和重要纪念日期间，各级党委、政府和驻军部队以及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要充分

利用烈士纪念设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等红色资源，组织开展祭奠烈士、缅怀英烈活动。采取有力

措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瞻仰烈士纪念设施、献花植树等经常性纪念活动，将烈士纪念活动融入日常生活、

学校教育和红色旅游。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网上祭奠活动。研究设立烈士纪念日，建立健全烈士祭扫

制度和礼仪规范等相关规章制度，让人民群众充分参与，确保烈士纪念活动深入持久、庄严有序开展。 

  三、坚持用烈士英雄事迹教育青少年 

  要在中小学充实关于著名烈士英雄事迹教育的内容，利用课堂教学、主题教育等对学生进行形式多样的思想道

德教育。积极组织老红军、老八路、老战士、老党员和烈士后人，为青少年讲授烈士生平和英雄事迹，增强宣传教

育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坚持在入队、入团、入党、入伍等人生成长的重要时机，倡导在 18 岁成人、学生毕业

时，组织开展烈士英雄事迹教育活动，通过参观瞻仰烈士纪念设施、集体宣誓仪式、网上祭奠英烈等形式，引导广

大青少年铭记烈士的英名和壮举，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 

  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整合各地区各部门烈士纪念设施资源，理顺隶属关系，明确保护管理责任，统一

归口民政部门实施保护管理，充分发挥烈士纪念设施的整体效能。认真落实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相关法规，研究

制定烈士纪念设施建设规范和标准，完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明确分级保护管理责任，加大经费投入和保

护管理力度。高质量高标准完成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护工程，积极稳妥推进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保护管理长效机制。加强烈士史料和遗物的收集、抢救、挖掘、保护和陈列展示工作。对已公布为文物的

烈士纪念设施，要按照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加强保护、管理与利用。动员社会力量支持烈士纪念设施建设保护管理，

研究制定社会捐赠、志愿服务、义务劳动等方面的政策规定。建立检查监督机制，严肃查处人为破坏和污损烈士纪

念设施的行为。 

  五、完善烈属抚恤优待政策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断完善烈属优待帮扶政策，进一步强化政府主体责任，逐步提高烈属抚恤金标准，妥善解

决烈属生活、医疗、住房和子女教育、就业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对符合条件的烈属家庭，优先配租配售保障性

住房或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对住房困难的农村烈属家庭，当地政府要积极帮助解决困难。切实加强优抚医院、

光荣院建设，最大限度地满足烈属医疗、供养服务需求。定期走访慰问烈属，精心组织烈属祭扫活动，认真落实为

烈属挂光荣牌工作，积极动员社会力量为烈属送温暖献爱心，让广大烈属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感受到

全社会的尊重。 

  六、认真履行部门职责 

  民政部门要统筹协调规划烈士纪念工作，研究制定烈士褒扬政策规定，做好烈士评定备案、烈属抚恤优待、纪

念设施保护管理和组织指导祭扫活动等工作。宣传部门要加强对烈士纪念工作宣传报道的指导协调，逐步将符合条

件的烈士纪念设施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落实相关政策。党史、军史研究部门要加强对烈士精神的理论研究。

组织、机构编制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在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对烈士纪念工作的支持力度。发展

改革部门要将烈士纪念设施建设和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重要烈士纪念设施纳入红色旅游发展规划。

教育部门要以青少年学生为重点，把烈士英雄事迹宣传教育贯穿到国民教育体系。财政部门要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健全经费保障使用管理办法。文化、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要鼓励和支持弘扬烈士精神的文学艺术、影视作品，以及

报刊、图书、数字、音像电子等出版物的创作生产和宣传推广。文物部门要做好涉及烈士的文物鉴定和普查工作，

加强对革命文物保护管理的指导。旅游部门要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参观瞻仰烈士纪念设施，接受英雄事迹教育。工会、

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要组织企业职工、青少年、妇女开展纪念烈士活动。军队和武警部队要支持和配合地方政

府做好烈士纪念工作，努力形成齐抓共管、共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七、强化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烈士纪念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坚持继承与发展并举、建设与保护并重，努力

推动烈士纪念工作深入持久开展。建立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行政主导、部门主动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定期研究解决烈士纪念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将烈士纪念工作落实情况纳入文明城市、双拥模范城（县）创建

活动考评内容，同步考评、同步推进。把烈士纪念设施日常保护管理和维修改造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民政部门

会同财政部门安排中央财政性资金对国家级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维修改造给予补助，并对中西部地区予以倾斜。强

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的公益属性，根据烈士纪念设施分级保护管理标准和工作需要，调整优化机构设置，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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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力量。按照稳定队伍、充实力量、提高素质的要求，加强教育培训，健全激励机制，注重选拔使用，努力建设

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甘于奉献的工作人员队伍，为烈士纪念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8.3.446）《关于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意见》(2011 年 11 月 14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7.htm  

关于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意见 

（2011 年 11 月 14 日）  

  为全面落实大规模培训干部战略任务，培养造就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根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

《2010—2020 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等有关规定，现就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 

  基层干部处在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肩负着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职责。基层干部素质高低、能力强弱、作风好坏，关系干部队伍整体形象，关系党和国家各项

事业发展。抓好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对于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素质能力，保证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落实，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不同时期都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各地区各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在加强基层干部教育培训、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素质能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实际成效。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各种深层次

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对基层干部队伍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基层干部教育

培训工作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和薄弱环节，主要是：一些地区和部门重视不够、优质培训资源和经费投入不足、

基层干部培训机会偏少、培训针对性实效性不强等。各地区各部门必须进一步增强做好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把基层干部教育培训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做到思想上更加重视、措施上更加务实、保障上更

加有力，不断提高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水平。 

  二、明确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 

  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

部素质的要求，多渠道、全覆盖地开展基层干部教育培训，不断提高教育培训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

坚强保证。 

  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坚持服务大局、以人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准确把握基层干

部队伍特点，真正做到科学发展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基层干部缺什么就补什么，更好地为科学发展服务、为基层

干部成长服务；坚持上下结合、统筹协调，充分整合利用各种培训资源，为基层干部提供更多的教育培训机会、创

造更好的教育培训条件；坚持分级管理、分类实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基层干部实际

开展教育培训，注重实效，不搞“一刀切”。 

  开展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实行全员教育培训，对象包括县（市、区、旗）直属部门机关干部、乡镇（街

道）干部、县域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村（社区）主要负责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负责人、非公有制经

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等，重点抓好县（市、区、旗）直属部门主要负责人、乡镇（街道）党政正职、县

乡两级后备干部、县域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

等对象的教育培训。要合理确定教育培训时间，根据有关规定，县（市、区、旗）直属部门机关干部、乡镇（街道）

干部每年参加各类学习培训的时间累计一般不少于 100 学时或 12 天，其他干部一般不少于 40 学时或 5 天。 

  三、增强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 

  突出基层干部在教育培训中的主体地位，强化教育培训需求导向，从基层工作和基层干部队伍的实际出发，丰

富教育培训内容，创新教育培训方式，提高教育培训效用，真正让基层干部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教育，引导基层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性。加强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情形势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增强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创造性地落实中央和上级的各项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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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加强宗旨意识和公仆意识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切实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做好

事、解难事。加强法律法规培训，帮助基层干部提高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加强社会管理培训，帮助基层干部

提高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纠纷、处置突发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加强业务知识和工作技能培训，提

高基层干部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加强道德品行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带头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自

觉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对基层党员干部，还要抓好以党史党风党纪为重点的党性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引

导他们增强党的意识、提高做好党务工作的能力。 

  坚持和完善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教育培训方式方法，积极探索具有时代特点、符合基层干部实际的教育培训新

途径新方法。实行组织调训与干部选学、集中培训与经常性教育、实体培训与网络培训相结合。充分运用专题讲座、

学习研讨等形式，加强对有关理论知识的培训；采取巡回宣讲、流动课堂、送教上门等方式，深入农村、社区、企

业开展培训；通过“帮带”培训、现场观摩、案例教学等途径，促进学习借鉴和实践运用；探索挂职培训和行动学

习等方法，促进学用结合。 

  四、推动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向基层延伸倾斜 

  充分发挥各级党校（行政院校）的作用。扎实推进市、县党校（行政院校）办学体制改革，整合培训资源，提

升教学质量，更好地发挥其在基层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主阵地作用。大力推行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切实提高市、县

党校（行政院校）教学水平。国家级和省级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加强对市、县党校（行政院校）师资的培训。 

  注重发挥各类培训基地的作用。充分利用高等学校、职业技术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培训机构和社会培训机构

等在新知识新技能新信息培训方面的优势，使之成为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力量。开发利用科技示范、产业园区、

创业创新实践、爱国主义教育、廉政教育、警示教育等各类基地，使之成为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的生动课堂。 

  积极利用网络教育培训资源。充分发挥在线学习平台、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广播电视等在基层干

部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提高利用效率和服务水平，以基层干部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培训。推动部门、行业、区

域间网络教育培训资源整合，提高网络使用的整体效益。 

  探索开展送教下基层活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带头开展各种形式的送教

下基层活动。省级各系统各部门要根据工作需要和基层需求，积极主动送教上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

部要注重搞好对基层干部教育培训需求的分析，加强统筹协调和工作指导，推动送教下基层活动有序有效开展。 

  倡导开展对口支援培训。按照中央关于对口支援的总体安排，有关部门和省（直辖市）要制定计划、加大投入、

创新方式，积极支持西部地区、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做好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重点在师资

队伍、培训基地、网络站点建设和骨干人员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组织所辖市、县开展

对口支援培训。 

  鼓励开展结对帮扶培训。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所属高校以及省属高校要积极发挥优势，采取派教师到基层办班

授课和请基层干部进校培训等方式，与欠发达地区的市、县开展结对帮扶培训。中央和省属国有重要骨干企业要发

挥优势，采取多种方式支持地方开展基层干部教育培训。 

  五、加强对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 

  基层干部队伍数量庞大、分布广泛、需求多样，基层干部教育培训任务十分艰巨繁重。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基

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将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狠抓工作落实。党委主要负

责同志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解决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各级干部教育培训领导小组或干

部教育联席会议，要充分发挥宏观指导和沟通协调作用，定期研究重要事项，加强力量整合，强化工作督导，保证

基层干部教育培训任务落到实处。 

  健全落实责任制。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尽其责，分级培训，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中央组织部

负责全国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的宏观指导、制度规范和督促检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负责本地区基

层干部教育培训的统筹规划、工作指导、协调服务和督促检查；市、县党委组织部负责研究制定基层干部教育培训

方案和计划，并抓好组织实施。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负责本系统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部门与地方双重管理的

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由主管方负责组织。干部所在单位负责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教育培训工作。按照优质教育培训

资源向下倾斜、重点教育培训对象适当上收的原则，省（自治区、直辖市）抓好示范培训，市、县抓好重点对象培

训，部门（单位）抓好全员培训。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坚持能者为师，注重选聘理论政策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的党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先进模范人物、优秀基层干部、乡土人才、做群众工作的行家等担任教师。加大市、县党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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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校）教师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业务水平。根据实际需要，各地区可建立基层干部教育培

训师资库。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组织编写符合基层干部特点的教育培训大纲和教材。 

  加大经费投入。地方各级政府要将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保

证教育培训工作需要。企事业单位要按照规定足额安排本单位干部教育培训经费。财政困难的地方可统筹使用自有

财力和上级转移支付财力，为教育培训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地方各级党委留存的党费要对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

训给予适当补贴。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确保教育培训经费及时到位、合理有效使用。 

建立健全考核和激励机制。把开展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情况作为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对措

施得力、效果显著的要予以表彰，对重视不够、基层干部反映较大的要严肃批评、督促整改。注意总结宣传各地区

各部门的好做法好经验，为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8.3.447）《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2012 年 5月 24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8.htm  

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 

（2012 年 5 月 24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意见》全文如下： 

  非公有制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是坚持和完善我

国基本经济制度、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是以改革创新

精神提高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需要。根据党章和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现就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明确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功能定位 

  1．地位作用。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是党在企业中的战斗堡垒，在企业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

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 

  2．主要职责。（1）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党员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党组织和本组织的

决议，教育党员和职工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引导和监督企业合法经营，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2）团结凝聚职工群众。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密切联系群众，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主动关心、热忱

服务党员和职工群众，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把广大职工群众团结在党组织周围。（3）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积极反映

群众诉求，畅通和拓宽表达渠道，依法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和社会稳定。（4）建设先进企业文化。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企业文化建设，组织

开展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活动，塑造积极向上的企业精神，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促使企业诚信经营。（5）促进企

业健康发展。组织带领党员和职工群众围绕企业发展创先争优，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先进模范作用，促进生产经营。

（6）加强自身建设。完善组织设置，健全工作制度，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坚持党的组织生活，做好发展党员

和教育、管理、监督、服务工作，充分发挥纪检组织在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中的职能作用，提高党务工作者素质，

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支持和带动群众组织发挥作用，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二、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3．健全领导机构和管理体系。县以上地方党委一般要有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构，统筹负责非公有制企业

党建工作。具备条件的，可单独为实体工作机构，并内设纪检机构；不具备条件的，可依托或挂靠有关职能部门，

做到有人员编制、有经费保障，建立健全沟通协调、督促检查、考核评价等制度。 

  非公有制企业相对集中的各类开发区（园区），应设立企业党委或综合党委，负责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对

大量分散的规模以下企业，要充分发挥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作用，实行区域化、网格化管理。对专业

性、行业性较强的企业，可依托相关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商会）建立党组织，实行归口管理。 

  4．建立直接联系工作机制。对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在不改变党组织隶属关系的情况下，可由县以

上地方党委组织部门或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构直接联系，重点指导党组织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党组织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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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选拔和教育培训。对一些社会影响大、党员数量多的大型企业党组织，可改变隶属关系，由县以上党组织直接

管理。 

  三、努力推进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 

  5．明确目标要求。加大工作力度，努力实现职工 50 人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有党员；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企

业，实现党的组织覆盖；因条件暂不具备尚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实现党的工作覆盖。 

  6．扩大组织覆盖。按照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要求，严格把关，注重质量，加大在非公有制企业生

产一线职工、专业技术骨干及经营管理人员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力度，重视在农民工中发展党员，注意培养发展符合

条件的企业出资人入党。企业规模和社会影响较大的出资人，可由县以上党组织做好教育、引导和培养工作，吸收

入党时，应征求同级党委统战部门意见。引导和督促流动党员及时转接组织关系。有 3 名以上正式党员、条件成熟

的，要单独建立党组织。暂不具备单独组建条件的，要以开发区（园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专业市场、商

业街区、商务楼宇等为单位，组建区域性党组织，或依托行业协会（商会）、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和龙头企业、专业

经济合作组织组建行业性党组织。联合党组织中具备单独组建条件的，要及时单独建立党组织。发挥党员服务中心、

党建工作站“孵化器”作用，为建立党组织创造条件。 

  7．扩大工作覆盖。对未建立党组织的非公有制企业，可通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确定党建工作联络员、建

立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等方式，积极开展党的工作，推动企业建立党组织。对兼并重组的企业，注意保持党的工作连

续性，妥善做好职工群众的分流安置和思想稳定工作。积极协调有关职能部门，推动党的政策进企业、政府服务进

企业、先进文化进企业。 

  四、探索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 

  8．建立双向互动工作机制。按照企业需要、党员欢迎、职工赞成的原则，注意取得非公有制企业出资人理解

和支持，把党组织活动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目标同向、互促共进。建立党组织与企业管理层共

同学习制度，熟悉党和国家政策法规、了解上级决策部署、沟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探索建立党组织书记参加或列

席企业管理层重要会议制度、党组织与企业管理层沟通协商和恳谈制度。党组织要邀请企业出资人、经营管理人员

参加相关活动，注重发挥企业管理层中党员和党员工会主席的作用，做好党的工作。 

  9．探索开展开放式党组织活动。认真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督促指导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按期换届。创新

党组织活动方式，除党章规定的党内活动外，提倡党群活动一体化。推动企业党组织与其他单位党组织开展结对共

建活动。提倡开设网上党建园地、网上党校、党建微博、网上论坛等，把党的活动阵地拓展到网络上，增强党组织

活动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10．创新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和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加强

党员教育培训，注重把党员培养成生产经营骨干，把生产经营骨干培养成党员。探索流动党员“一方隶属、多重管

理”模式，对已确认身份但未及时转接组织关系的党员，应组织其参加企业党组织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推进

党员管理信息化，健全城乡一体、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党组织配合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实行

具有多种服务功能、便于党员参加党组织活动的党员信息卡制度。从思想、工作、生活上关心党员，及时反映涉及

党员切身利益的重要情况，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注重解决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实际问题，增强党员

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11．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结合非公有制企业实际，以党建强、发展强为目标，按照生产经营好、企业文化

好、劳动关系好、党组织班子好、党员队伍好、社会评价好的标准，广泛开展“双强六好”党组织创建活动和党员

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党员公开承诺活动，促进企业党组织履职尽责创先进、广大党员立足岗位争优秀。各地要逐

级培育选树一批“双强六好”企业党组织，纳入直接联系和重点管理范围，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 

  五、加强以党组织书记为重点的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 

  12．选优配强党组织书记。按照守信念、讲奉献、重品行，懂经营、会管理、善协调，热爱党务工作和熟悉群

众工作的标准，选优配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书记。党组织书记一般从企业内部选举产生，注意从生产、经营、管

理骨干中推荐人选，也可从党政机关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人员、党务工作者和复转军人、大学生“村官”

中推荐人选，或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党务工作人才，再通过党内选举程序任职。重视选派优秀专职党务工作者担任联

合党组织书记。提倡机关优秀年轻党员干部到企业挂职从事党建工作。规模大、党员数量多的企业主要出资人担任

党组织书记的，应配备专职副书记。提倡不是企业出资人的党组织书记、副书记通过法定程序兼任工会主席、副主

席；也可以由党员工会主席通过法定程序担任党组织书记、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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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书记要立足本职，率先垂范，做学习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和本组

织决议的组织者，承担急难险重任务、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推动者，凝聚服务党员和职工群众、维护企业和谐稳定

的践行者，推进基层党建创新、增强生机活力的引领者。 

  13．壮大党务工作者队伍。通过多样化选用、规范化管理、专业化培训、制度化激励等途径和方式，建设一支

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专兼职结合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务工作者队伍。重视建立党务工作者人才库。规模

大、党员数量多的企业，要配备专职党务工作者。探索设立党建工作论坛，为党务工作者搭建工作交流平台。加强

党建工作指导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其组织宣传、联系服务、协调指导作用。 

  14．提升能力素质。把非公有制企业党务工作者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依托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

高校开展培训工作。党务工作者的培训主要由县级党组织负责，市级以上党组织抓好示范培训。党组织书记每年至

少参加 1 次集中培训，累计时间不少于 3 天。对新任党组织书记要进行任职培训。重点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

务知识、群众工作、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做好群众工作本领和服务企业发展能力。有计划地选派

优秀党组织书记到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挂职学习锻炼。 

  15．强化管理和激励。建立健全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书记向上级党组织和本单位党员群众报告工作以及述职评

议等制度。研究制定符合企业特点的党组织书记综合考核评价办法。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党组织书记薪酬待遇保障制

度，使他们干事有平台、待遇有保障、干好有发展。有条件的地方，上级党组织可给予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适

当的工作津贴。推荐符合条件的党组织书记作为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选。建立党组织书记劳动

合同变更、解除或终止前向上级党组织备案制度。党组织书记因坚持原则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上级党组织应及时了

解情况，给予帮助和支持。 

  六、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出资人的教育引导 

  16．加强教育培训。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出资人教育培训制度，着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知识

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对党员出资人，要教育引导他们遵守党规党纪和执行党的决议，自觉履行党员义务，服从党

组织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对非党员出资人，要教育引导他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党的领导下坚定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各级党委组织、统战部门要共同抓好企业

出资人教育培训工作。 

  17．搞好服务管理。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和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构可直接联系一批知名度较高、社会反映好

的非公有制企业，经常听取他们对加强党建工作的意见建议；有关方面在研究制定相关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法规时，

要注意听取企业出资人意见，帮助企业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对企业出资人的评先选优、政治安排，要事先征

求企业党组织和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构、地方工会组织的意见，党委统战、组织部门要严格审查把关，重点考

察其思想政治表现、遵纪守法、道德品质、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党建工作等方面情况。对政治方向有偏差、履行社

会责任不积极、社会评价不良的企业出资人，要批评教育；对违纪违法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依纪依法进行查处。 

  七、强化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保障 

  18．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指导。地方各级党委要把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纳入本地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作

为市、县委书记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专项述职和相关部门领导班子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目标管理、

定期研究、情况通报、领导干部联系点等制度。党委组织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和工作指导，纪检机关和统战、工商、

财政、商务、工商联等部门和单位要结合各自职能，协同做好有关工作。区别不同类型企业，加强分类指导，不断

研究新情况，探索解决新问题。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典型，定期评选表彰先进，形成全

社会关注、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良好氛围。 

  19．加强经费保障。将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企业管理费用，建立并落实税前列支制度。建立党费

拨返制度，企业党员交纳的党费可全额返还企业党组织，用于开展党建活动；还可从各级党组织留存党费中，按照

一定比例，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给予必

要的经费支持。探索采取企业赞助、党员自愿捐助等方式，多渠道解决经费问题。 

  20．加强场所建设。按照有场所、有设施、有标志、有党旗、有书报、有制度的“六有”标准，加强非公有制

企业党组织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采取资源整合、企业自筹、上级党组织支持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党员数量较多、

条件具备的企业，建设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倡导国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和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与非

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活动场所共用、资源设施共享。有条件的地方，特别是在非公有制企业集聚的区域，要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统一建设区域性、开放性、综合性的党群活动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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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本意见的具体措施。 

 

8.3.448）《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管人才工作的意见》(2012 年 9 月 26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9.htm  

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管人才工作的意见 

（2012 年 9 月 26 日）  

  为加强和改进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现就进一步加强

党管人才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党管人才工作的重要意义 

  1．党管人才是人才工作的重要原则。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工作。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央作出实施人

才强国战略的重大决策，确立了党管人才原则。党管人才主要是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包括规划人才

发展战略，制定并落实人才发展重大政策，协调各方面力量形成共同参与和推动人才工作的整体合力，为各类人才

干事创业、实现价值提供良好服务等。党管人才是党的组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才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

根本保证。 

  2．新形势新任务要求进一步加强党管人才工作。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人才在综合国力竞

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攻坚时期，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我国人才队伍规模不断扩大、构成趋于多样、流动显著

加快，对各类人才服务、支持和管理的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近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党管人才原则，人

才工作取得了新成绩，积累了新经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但一些领导干部对党管人才认识不

到位、党管人才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党管人才方式方法不够适应、党管人才保障不够有力等问题，在一些地方和单

位还不同程度存在。新形势新任务要求进一步加强党管人才工作，加强和改进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把各类优秀人

才团结凝聚在党的事业周围，促进人才强国战略的更好实施和建设人才强国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加强党管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3．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创新党管人才领导体制机制，改进党管人才方式方法，不断提高人才

工作科学化水平，为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4．总体要求。着眼于培养造就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改革创新，分类指导，强化服

务，注重实效，正确处理党管人才与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关系，充分调动

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人才工作的积极性。通过进一步加强党管人才工作，使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更加有力，全社会

重视人才工作、支持人才发展的氛围更加浓厚，努力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三、健全党管人才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 

  5．加强党委统一领导。发挥党委（党组）在人才工作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保证党的人才工作方针政策全面贯

彻落实。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坚持人才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制度

优先创新。党委（党组）要及时研究部署人才工作，谋划大局，把握方向，解决问题，整合力量。党委（党组）书

记要带头抓好人才工作，党委常委（党组成员）要按照分工抓好分管领域或系统的人才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建

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党委组织部部长和政府分管领导

同志担任副组长；由党委组织部部长担任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政府分管领导同志担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

由党委、政府人才工作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党委、政府所属系统内人才资源规模比较大的职能部门，可

以根据实际需要建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6．发挥组织部门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切实担负起人才工作牵头抓总的责任，

当好参谋，创新实践，整合资源，示范引领。要坚持牵头不包办，抓总不包揽，统筹不代替，积极支持配合其他部

门在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中央和省级组织部门要重点抓好战略思想研究、总体规划制定、重要政策统筹、创新工

程策划、重点人才培养、重大典型宣传等工作。 

  7．促进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按照统一领导、分类管理的原则，根据部门职能，科学划分有关部门

在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中的职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在制定人才政策法规、构建人才服务体系、培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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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人才资源市场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承担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

用人才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责任部门要明确职责，各司其职。各党政职能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要齐抓共管、

通力合作，共同推动人才工作各项任务的落实。 

  8．切实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引导和督促各用人单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人才工作方针政策，自觉做好本单

位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工作。不断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拓宽选人用人渠道，促进优

秀人才脱颖而出。深化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管理体制，完善用人机制，尊重和落实单位用人自

主权。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认真落实所在地方党委、政府人才发展规划，以灵活机制做好人

才服务和管理工作。 

  9．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人才工作的积极性。引导和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作协等人民

团体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等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人才工作。鼓励和支持各类人才培训机构、中介机

构以及从事国际人才交流的民间机构创新服务方式和内容，为人才提供个性化和多样化服务。 

  四、完善党管人才工作运行机制 

  10．建立科学决策机制。凡涉及人才工作的重要文件、重要活动安排等，都要提交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重

大事项要报同级党委（党组）审定。提请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议的文件和事项，要事先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涉及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研究制定人才工作重大决策和部署，

要注意上下衔接和政策配套。 

  11．完善分工协作机制。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同级党委（党组）人才工作部署，及时将年度人才工作要点、

重点工作任务分解到各有关部门，明确工作质量和进度要求。有关部门要细化任务分工，提出具体落实措施，部门

之间要加强协作配合。 

  12．建立沟通交流机制。建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例会制度，交流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确定联络员，加强同领导小组和其他成员单位的工作联系。加强人才工作信息交流。 

  13．健全督促落实机制。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年度检查与日常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本地区本部门工作落实

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结果以适当形式通报。加强重点工作跟踪指导和专项督查，探索建立通过第三方对人才发展情

况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的有效办法。 

  五、创新党管人才方式方法 

  14．统筹兼顾，推动人才资源整体开发。各级党委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发展，

围绕中心工作制定人才工作目标和措施。以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统筹城乡、

区域人才资源开发，大力支持农村基层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人才培养开发，积极引导人才

向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流动。统筹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坚持自主培养开发人才与引进海外人才和智力并举。 

  15．把握和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加强人才工作分类指导。根据不同类型人才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培养措施、

评价标准和激励办法，促进人岗相适、才尽其用。指导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根据各自特点开展人才工作。 

  16．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把党管人才与市场配置人才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

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加强对人才工作的宏观管理和综合协调。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健全人才市场体系，充

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人才资源高效配置。 

  17．大力改革创新，增强人才工作生机与活力。引导各类用人主体在总结运用人才工作传统经验的同时，不断

推进人才工作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及时总结推广人才工作的新鲜经验。鼓励各地探索建立人才管理改

革试验区。探索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开展人才工作。 

  六、加强党管人才工作的保障措施 

  18．落实工作责任。实行县级以上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科学设置考核指标，建立完善考核

办法，合理运用考核结果，推动人才工作任务落实。 

  19．加强人才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和有条件的县（市），党委组织部门要建

立健全人才工作机构，配齐配强工作力量。暂无条件设立专门机构的县（市），要有专人负责人才工作。党委、政

府有关职能部门可根据实际需要建立人才工作机构。加强人才工作队伍的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不断提高队伍能力

素质。 

  20．强化理论指导。大力宣传普及科学人才观，深入开展人才理论研究，重视研究成果运用，提高成果转化率。

加强人才学科、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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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保证人才投入。坚持人才投资优先保证，建立健全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个人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人

才发展资金投入力度，保障重大人才项目实施。鼓励支持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人才发展基金。 

22．营造良好环境。加强政策引导和舆论宣传，大力营造尊重人才、见贤思齐的社会环境，鼓励创新、宽容失

败的工作环境，待遇适当、无后顾之忧的生活环境，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推进人才工作法制建设，形

成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法制环境。 

 

8.3.449）《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2012 年 11 月 25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20.htm 

 

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 

（2012 年 11 月 25 日）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

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现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1 月 8 日至 14 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

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继往开来、团结奋进的大会，对凝聚党心军心民心、推动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回顾和总结了过去 5 年的

工作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奋斗历程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胡锦涛同志代表十七

届中央委员会作的《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描绘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党和国家事业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是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

义的纲领性文献。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成果，体现了党的

十八大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工作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建设科

学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 

  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批经验丰富、年富力强、德

才兼备、奋发有为的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实现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又一次新老交替，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蓬勃兴旺、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对动员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满怀信心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二、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首先要认真研读党的十八大文件，原原本本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章，学习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要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的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这是党的十八大的主题，鲜明回答了我们党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保持什么样的精神

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也是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解放思想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

大动力，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 2020

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2．要深刻领会过去 5 年和 10 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七大以来的 5 年，是我们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的 5 年，是我们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 5 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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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5 年的工作，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10 年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10 年，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

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这 10 年，社会

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

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

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的时期，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得到实惠更多的时期。同时，必须清

醒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高度

重视，居安思危，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 

  3．要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

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

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

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

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

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面向未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全党必须更加

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必须更加

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

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 

  4．要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深刻领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 90 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

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

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

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要牢牢把握以下基本要求：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

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

领导，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

利。 

  5．要深刻领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党的十八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

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要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

努力实现新的要求，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

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6．要深刻领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部署。在经

济建设上，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走中国

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

仗，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在政治建设上，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

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在文化建设上，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扎实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社会建设上，必须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保障和改

善民生为重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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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

十八大还对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

事业等方面作出重要部署。 

  7．要深刻领会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

地摆在全党面前。要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认真做好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宣传 

  要全面准确、深入系统地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使之更好地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 

  1．切实抓好学习培训。要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研讨班，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

中央将于年内举办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要把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作为中心内容，制定系统学习培训计划，列出专题进行研讨，力求学深学透、融会

贯通。各地要集中一段时间分期分批把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轮训一遍。基层党组织要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广大党员

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要注意抓好离退休人员中党员的学习，抓好偏远地区农村党员的学习，抓好失业人

员和流动人口中党员的学习。要抓好党的十八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工作，把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

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 

  2．集中开展宣讲活动。从现在起到明年初，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党的十八大精神宣讲活动。中央将组织学

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宣讲团，赴各地开展宣讲。各地要参照这一做法，抽调有演讲能力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组成宣讲

团，深入城乡基层开展面对面宣讲。要组织专门宣讲团到高校进行宣讲。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宣讲，以实际行动带

动广大干部群众的学习。 

  3．精心组织新闻宣传。各级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精心策划、集中报道，大力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宣

传广大干部群众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过程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新成效新进展。要深入解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

大理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重大工作部署，增强舆论引导能力。要推出一批有分量有深度的报道、综述、社论、

评论和理论文章。要结合“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组织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推出一批来自群众、

生动鲜活的报道。 

  4．积极开展网络宣传。要组织网络媒体通过系列报道、在线访谈、论坛跟帖等方式，开展具有网络特点的宣

传报道，积极引导网上舆论，有效回应网民关切，形成网上正面宣传强势。注重运用微博客、社交网络和移动多媒

体等新技术新手段，调动网民参与积极性，增强网络宣传的实效性和影响力。 

  四、坚持联系实际、推动工作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联系本地区本部门工作实际，

联系广大干部群众思想实际，与深入调查研究紧密结合，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把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到经济

社会发展各方面，体现到做好今年各项工作和安排好明年工作之中。 

  1．要落实到推动科学发展、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牢牢把握科学发

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积极

应对世界经济波动冲击。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进社

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着力点，不失

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

体制改革、生态体制改革，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不断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

基础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 

  2．要落实到促进社会和谐、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来。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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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着力解决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人

民群众通过辛勤劳动过上更加美好生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着力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和不和谐因素，最大

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3．要落实到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上来。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

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要按照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体要

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要突出抓好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点任务，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积极

发展党内民主，进一步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严明党的纪律，加紧建立健全保

证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体制机制，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遵守

党章，自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党员干部要自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表率，自觉做认真学习

实践的表率，自觉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自觉做弘扬优良作风的表率。 

  4．要落实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上来。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

件的变化，充分认识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十分艰巨，着力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勇于

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坚定必胜信念，积极开拓进取，全面做好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努力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是全党全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1．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各级党委要按照中央的部署，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作出专题部署，提出具体要求，

着力抓好落实，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热潮。要着力抓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学习培训。要加

强工作指导，加强督促检查，务求取得实效，切忌形式主义。各级组织、宣传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要在党委统一

领导下，密切配合。组织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基层党

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宣传部门要扎实做好党的十八大精神宣传工作，营造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浓厚氛围。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各具特色的学习教育活动。 

  2．牢牢把握正确导向。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着力用党的十八大精神统一思想、凝聚

力量。要及时了解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密切关注社会舆情，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加强对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的

正面引导，解疑释惑，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管理，绝不给错误思想言论提供传播渠

道。 

  3．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新形式载体，探索方法手段，努力增强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吸引力感染力和针对性实效性。善于运用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方式，采取富有

时代特色、体现实践要求的方法，在拓展广度深度上下功夫。善于运用新科技手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扩大工

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各地区各部门要及时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情况报告中央。  

 

8.3.450）《关于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公务员参照执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的通知》(2013年 5 月 25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21.htm  

关于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公务员参照执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通

知 

（2013 年 5 月 25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党委组织部、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公务员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

人民团体纪检监察机构、组织人事部门： 

  为了严肃公务员纪律，规范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公务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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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公务员依法履行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现通知如下。 

  在国家有关公务员处分的统一规定出台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机关公务员有违法违纪行为应当追究政纪责任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有关规定，结合各自机关

实际，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执行。 

  在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向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报告。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中共中央纪委   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13 年 5 月 25 日      

 

8.3.451）《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2011年 3 月 23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5.htm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 

（2011 年 3 月 23 日） 

  在清理规范基础上，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

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

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推动公益事业更好更快发展，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益服务需求，现就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提出如下意见。 

  一、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事业单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提供公益服务的主要载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探索事业单位改革，不断创新事业单位体制机制，稳步推进教育、

科技、文化、卫生等行业体制改革，积累了有益经验，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奠定了基础。事业单位

提供公益服务总量不断扩大，服务水平逐步提高，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满足人民群众公益服务需求的任务

更加艰巨。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一些事业单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事企不分，

机制不活；公益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方式单一，资源配置不合理，质量和效率不高；支持公益服务的政策措施

还不够完善，监督管理薄弱。这些问题影响了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加以解决。 

  3．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政府职

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是提高事业单位公益服务水平、加快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必须从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坚定不移地把这项改革推向深入。 

  二、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4．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要求，以促进公益事业发展为目的，以科学分类为基础，以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总体设计、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先行试点、稳步推进，进一步增强事业单位活力，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公益服务的需求。 

  5．基本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公益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分类指导，

根据不同类别事业单位的特点，实施改革和管理；坚持开拓创新，破除影响公益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鼓励进

行多种形式的探索和实践；坚持着眼发展，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公益服务提

供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化；坚持统筹兼顾，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意与行业体制改革、政府机

构改革等相衔接，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6．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到 2020 年，建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今后 5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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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规范基础上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的改革基本完成，从事公

益服务事业单位在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财税政策和机构编制等方面改革取得明显进展，管办分离、完

善治理结构等改革取得较大突破，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的制度环境进一步优化，为实现改革的总体目标奠定坚实

基础。 

  三、科学划分事业单位类别 

  7．清理规范现有事业单位。对未按规定设立或原承担特定任务已完成的，予以撤销。对布局结构不合理、设

置过于分散、工作任务严重不足或职责相同相近的，予以整合。 

  8．划分现有事业单位类别。在清理规范基础上，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今

后，不再批准设立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9．细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情况，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

单位细分为两类：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

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

入公益二类。具体由各地结合实际研究确定。 

  四、推进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 

  10．严格认定标准和范围。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有关政策规定，按照是否主要履行行政决策、行政执

行、行政监督等职能，从严认定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 

  11．区分不同情况实施改革。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特别是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

体制，推进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涉及机构编制调整的，不得突破政府机构限额和编制总额，主要通过行政

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中调剂出来的空额逐步解决。对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要认真梳理职能，将属于

政府的职能划归相关行政机构；职能调整后，要重新明确事业单位职责、划定类别，工作任务不足的予以撤销或并

入其他事业单位。对完全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可调整为相关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确需单独设置行政机构的，

要按照精简效能原则设置。已认定为承担行政职能、但尚未调整到位的事业单位，在过渡期内继续按照现行法律法

规和政策规定履行职责，使用事业编制且只减不增，人事、财务、社会保险等依照国家现行政策规定实施管理。 

  五、推进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 

  12．推进转企改制。周密制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工作方案，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资产清查、财

务审计、资产评估，核实债权债务，界定和核实资产，由同级财政部门依法核定国家资本金。转制单位要按规定注

销事业单位法人，核销事业编制，进行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和工商登记，并依法与在职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或接

续社会保险关系。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后，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深化内部改革，转变管理机制，并依照政企分

开、政资分开的原则，逐步与原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其国有资产管理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

责的机构负责。 

  13．完善过渡政策。为平稳推进转制工作，可给予过渡期，一般为 5 年。在过渡期内，对转制单位给予适当保

留原有税收等优惠政策，原有正常事业费继续拨付。在离退休待遇方面，转制前已离退休人员，原国家规定的离退

休费待遇标准不变，支付方式和待遇调整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转制前参加工作、转制后退休的人员，基本养老金

的计发和调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保证离退休人员待遇水平平稳衔接。在医疗保障方面，离休人员继续执行现

行办法，所需资金按原渠道解决；转制前已退休人员，转制后继续按规定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障等

待遇。有条件的转制单位，可按照有关规定为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和企业年金。要进一步做好离退休人员的服务

管理工作。 

  六、推进从事公益服务事业单位改革 

  14．明确改革目的。强化事业单位公益属性，进一步理顺体制、完善机制、健全制度，充分调动广大工作人员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正激发事业单位生机与活力，不断提高公益服务水平和效率，促进公益事业大力发

展，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益服务。 

  15．改革管理体制。实行政事分开，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快职能转变，创新管理方

式，减少对事业单位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强化制定政策法规、行业规划、标准规范和监督指导等职责，进一步

落实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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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级别。对不同类型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制定机构编制标准，合理控制总量，着力优化结构，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强化监督管理。 

  16．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管委会等多种形

式的治理结构，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提高运行效率，确保公益目标实现。不宜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事业单

位，要继续完善现行管理模式。 

  17．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以转换用人机制和搞活用人制度为核心，以健全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为重点，建

立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加快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对不同类型事业

单位实行分类人事管理，依据编制管理办法分类设岗，实行公开招聘、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 

  18．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完善工资分配激励约束机制为核心，健全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

分级分类管理要求的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结合规范事业单位津贴补贴实施绩效工资，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学校、

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工作；对其他事业单位按照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稳慎

推进的原则，实施绩效工资。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改革进程，探索对不同类型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绩效工资管理办

法，分步实施到位。完善事业单位工资正常调整机制。 

  19．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政

策，逐步建立起独立于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体系。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

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实行省级统筹，基本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

中人逐步过渡”，对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妥善保证其养老待遇水平平稳过渡、合理衔接，保持国

家规定的待遇水平不降低。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制度。统筹考虑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离退休人员养老

待遇水平。 

  20．加强对事业单位的监督。建立事业单位绩效考评制度，考评结果作为确定预算、负责人奖惩与收入分配等

的重要依据。加强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要建立信息披露制度，重要事项和年度

报告要向社会公开，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公益服务事项要进行社会公示和听证。 

  21．全面加强事业单位党的建设。按照党章和有关规定，及时调整党的组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选好配强党

组织领导班子，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

织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促进事业发展、完成本单位中心任务中的领导核心或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党的基本

路线方针政策在事业单位的贯彻执行。 

  七、构建公益服务新格局 

  22．大力发展公益服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不断拓展公益服务领域，增加公益服务品种，扩

大公益服务供给总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不断增强公益事业发展活力。通过改革，形成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公益服务新格局，努力为人民群

众提供广覆盖、多层次的公益服务。 

  23．强化政府责任。按照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优先发展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基本需求和国家安

全、社会稳定的公益服务，促进公益服务公平公正。加快发展农村、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公益事业，缩小城乡之

间、地区之间公益服务水平差距，切实满足广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医疗、教育、文化等公益服务需求。优化公

益服务资源配置，合理规划布局，科学设置事业单位，打破条块分割和行政区划界限，推进资源共享。创新公益服

务提供方式，完善购买服务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24．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完善相关政策，放宽准入领域，推进公平准入，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进入公益

事业领域。对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的，在设立条件、资质认定、职业资格与职称评定、税收政策和政府购买服务

等方面，与事业单位公平对待，并切实加强监管，引导其健康发展。完善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社会团

体和公民个人捐赠公益事业。大力倡导和发展志愿服务。 

  25．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扶持政策，充分发挥市场在公益事业领域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社会资

本投资创造良好环境，推动相关产业加快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 

  八、完善支持公益事业发展的财政政策 

  26．加大财政对公益事业发展支持力度。加快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系，调整支出结构，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构

建财政支持公益事业发展长效机制。制定和完善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的财政政策，形成多渠道筹措资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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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事业的投入机制。对事业单位的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考评，严格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 

  27．改革和完善财政支持方式。按照国家政策和以事定费的原则，结合不同事业单位的具体特点和财力，对不

同类型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财政支持办法，合理制定标准，实行动态调整，健全监管制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效

用。对公益一类，根据正常业务需要，财政给予经费保障；对公益二类，根据财务收支状况，财政给予经费补助，

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予以支持。 

  28．推进预算管理、政府采购和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研究建立事业单位资产配置标准体系，促进资产管理与预

算编制有机结合，强化事业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管理与执行，规范政府采购操作执行行为。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严格收费项目和标准审批。建立健全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和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监督，确保财政资金和国有

资产使用规范、安全和有效。 

  九、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29．加强领导。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任务复杂艰巨。各

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坚定信心，精心组织，攻坚克难，确保改革顺利推进。为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建立中

央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负责交流改革情况、研究共性问题、提出工作建议等工作，具体

工作由中央编办承担。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新闻出版等部门要按照现行的领导体制和政策规定，继续推动行

业体制改革。中央和国家机关负责组织所属事业单位进行改革。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要

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指导做好相关工作。各省（区、市）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的改革负总责，要建立领导小组，

健全工作机制，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实施意见并抓好组织落实。 

30．稳步实施。坚持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的工作方针，注意把握节奏，加强统筹协调，

做到条块结合、上下结合，条件成熟的可率先改革，暂不具备条件的允许过渡，不搞“一刀切”。要继续深化改革

试点，不断总结试点经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严禁突击提拔干部、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或违反规定提高干部职级

待遇。切实加强新闻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营造良好改革氛围，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有

资产不流失，确保公益事业健康发展。 

 

8.3.452）《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2010 年 6月 5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1.htm  

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 

  

 （2010 年 6 月 5 日）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领导人

员廉洁从业，规范决策行为，提高决策水平，防范决策风险，保证国有企业科学发展，按照中央关于凡属重大决策、

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简称“三重一大”）事项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的要求，

现就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根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部署，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

规定》要求，以明确决策范围、规范决策程序、强化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为重点，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的贯彻落实。 

  （二）“三重一大”事项坚持集体决策原则。国有企业应当健全议事规则，明确“三重一大”事项的决策规则

和程序，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国有企业党委（党组）、董事会、未设董事会的

经理班子等决策机构要依据各自的职责、权限和议事规则，集体讨论决定“三重一大”事项，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

断。要坚持务实高效，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保证决策的民主性；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党内法规和有关政策，保证决策合法合规。 

  二、“三重一大”事项的主要范围 

  （三）重大决策事项，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1.htm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3013 页 共 3277 页 

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规定的应当由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职工代表

大会和党委（党组）决定的事项。主要包括企业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上级重要决定的重

大措施，企业发展战略、破产、改制、兼并重组、资产调整、产权转让、对外投资、利益调配、机构调整等方面的

重大决策，企业党的建设和安全稳定的重大决策，以及其他重大决策事项。 

  （四）重要人事任免事项，是指企业直接管理的领导人员以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的职务调整事项。主要包括企

业中层以上经营管理人员和下属企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任免、聘用、解除聘用和后备人选的确定，向控股和参

股企业委派股东代表，推荐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经理、财务负责人，以及其他重要人事任免事项。 

  （五）重大项目安排事项，是指对企业资产规模、资本结构、盈利能力以及生产装备、技术状况等产生重要影

响的项目的设立和安排。主要包括年度投资计划，融资、担保项目，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业务，重要设备和技术

引进，采购大宗物资和购买服务，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项目安排事项。 

  （六）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是指超过由企业或者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所规定的企业领导人员有权

调动、使用的资金限额的资金调动和使用。主要包括年度预算内大额度资金调动和使用，超预算的资金调动和使用，

对外大额捐赠、赞助，以及其他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 

  三、“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的基本程序 

  （七）“三重一大”事项提交会议集体决策前应当认真调查研究，经过必要的研究论证程序，充分吸收各方面

意见。重大投资和工程建设项目，应当事先充分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重要人事任免，应当事先征求国有企业和履

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机构的纪检监察机构的意见。研究决定改制以及经营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涉及职工切身利

益的重大事项、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应当听取企业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群众

的意见和建议。 

  （八）决策事项应当提前告知所有参与决策人员，并为所有参与决策人员提供相关材料。必要时，可事先听取

反馈意见。 

  （九）党委（党组）、董事会、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应当以会议的形式，对职责权限内的“三重一大”事项作

出集体决策。不得以个别征求意见等方式作出决策。紧急情况下由个人或少数人临时决定的，应在事后及时向党委

（党组）、董事会或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报告；临时决定人应当对决策情况负责，党委（党组）、董事会或未设董

事会的经理班子应当在事后按程序予以追认。经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决策“三重一大”事项的，按照本意见执行。 

  （十）决策会议符合规定人数方可召开。与会人员要充分讨论并分别发表意见，主要负责人应当最后发表结论

性意见。会议决定多个事项时，应逐项研究决定。若存在严重分歧，一般应当推迟作出决定。 

  （十一）会议决定的事项、过程、参与人及其意见、结论等内容，应当完整、详细记录并存档备查。 

  （十二）决策作出后，企业应当及时向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报告有关决策情况；企业负责人应当按

照分工组织实施，并明确落实部门和责任人。参与决策的个人对集体决策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或者向上级反映，

但在没有作出新的决策前，不得擅自变更或者拒绝执行。如遇特殊情况需对决策内容作重大调整，应当重新按规定

履行决策程序。 

  （十三）董事会、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研究“三重一大”事项时，应事先与党委（党组）沟通，听取党委（党

组）的意见。进入董事会、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的党委（党组）成员，应当贯彻党组织的意见或决定。企业党组

织要团结带领全体党员和广大职工群众，推动决策的实施，并对实施中发现的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不符

或脱离实际的情况及时提出意见，如得不到纠正，应当向上级反映。 

  （十四）建立“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的回避制度；建立对决策的考核评价和后评估制度，逐步健全决策失误纠

错改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四、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十五）国有企业党委（党组）书记、董事长、未设董事会的总经理（总裁）为本企业实施本意见的主要责任

人。 

  （十六）国有企业应当依据本意见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报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审查批准。履行国

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在制定或审批国有企业章程时，应当根据本意见明确相关要求。 

  （十七）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对国有企业制定的“三重一大”事项范围是否全面科学、决策程

序是否严密、责任追究措施是否有效进行严格审查，予以批准的，应当在批准后监督其实施。 

  （十八）纪检监察机关应当督促指导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机构的纪检监察机构，切实加强对所管辖的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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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 

  （十九）国有企业的纪检监察机构在依照《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的规定，结合年度考核进行

监督检查，作出评估，并向企业党组织和上级纪检监察机构报告时，应当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执行“三重一大”决

策制度的情况作为重点内容。 

  （二十）“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执行情况，应当作为巡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和企业领导

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事项；作为民主生活会、企业领导人员述职述廉的重要内容；作为厂务公开的重要内容，

除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应当保密的事项外，在适当范围内公开。 

  （二十一）组织人事部门、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和审计机关，应当将“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执行

情况，作为对企业领导人员考察、考核的重要内容和任免以及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审计评价的重要依据。 

  （二十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应当依照《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

和相关法律法规给予相应的处理，违反规定获取的不正当经济利益，应当责令清退；给国有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

应当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二十三）本意见适用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机构）。 

8.3.453）《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1990 年 6月 27 日,2020 年 7 月 13日) 

http://ltb.njxzc.edu.cn/13/6d/c1030a4973/page.htm  1990 

http://www.zzb.fudan.edu.cn/55/a1/c2643a21921/page.htm  1990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0/07/id/5361668.shtml   2020 

https://www.ccps.gov.cn/xtt/202007/t20200720_142433.shtml  2020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 1990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 

（1990 年 6 月 27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党的基层组织，是指工厂、商店、学校、机关、街道、合作社、农场、乡、镇、村和其他基层

单位党的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包括基层委员会经批准设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三条 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委员会任期届满应按期进行换届选举。如需延期或提前进行换届选举，应报上级党组

织批准。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 

第四条 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委员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党员人数在五百名以上或所辖党组织驻地分散的，经上

级党组织批准，可以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 

第五条 正式党员在表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受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预备党员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六条 选举应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扬民主，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

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 

第二章 代表的选举 

第七条 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能反映本选举单位的意见，代表党员的意志。 

代表的名额一般为一百名至二百名，最多不超过三百名。其具体名额由召集代表大会的党组织按照有利于党员了解

和直接参与党内事务，有利于讨论决定总是的原则确定，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代表名额的分配根据党员人数和代表具有广泛性的原则确定。 

第八条 代表候选人数应多于应选人数的百分之二十。 

第九条 代表候选人由选举单位组织全体党员酝酿提名，根据多数人的意见确定，提交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进

行选举。 

第十条 上届党的委员会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小组，负责对代表的产生程序和资格进行审查。 

代表的产生不符合规定程序的，应责成原选举单位重新进行选举；代表不具备资格的，应责成原选举单位撤换。 

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应向党员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报告审查情况。经审查通过后的代表，获得正式资格。 

第三章 委员会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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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按照德才兼备和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 

第十二条 委员候选人的差额为应选人数的百分之二十。 

第十三条 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由上届委员会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确定，在党员大会上进

行选举。 

第十四条 党的基层委员会和经批准设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产生： 

召开党员大会的，由上届党的委员会根据所辖多数党组织的意见提出候选人，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提交党员

大会进行选举。 

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的，由一届党的委员会根据所辖多数党组织的意见提出候选人，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提请

大会主席团讨论通过，由大会主席团提交各代表团（组）酝酿讨论，根据多数代表的意见确定候选人，提交党员代

表大会进行选举。 

第十五条 委员会委员在任期内出缺，应召开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补选。 

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 

第十六条 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的产生，由上届委员会提出候选人，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

后，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选举。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的产生，由全体党员充分酝酿，提出候选人，

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在党员大会上进行选举。 

第十七条 经批准设立常务委员会的党的基层委员会的常委候选人，由上届委员会按照比例应选人数多一至二人的

差额提出，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选举。 

第十八条 选出的委员，报上级党组织备案；常委、书记、副书记，报上级党组织批准。纪律检查委员会选出的书

记、副书记，经同级党的委员会通过后，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第四章 选举的实施 

第十九条 进行选举时，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会议有效。 

第二十条 召开党员大会进行选举，由上届委员会主持。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进行选举，由上届支部书记主持。 

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由大会主席团主持。大会主席团成员由上届党的委员会或各代表团（组）从代表中提

名，经全体代表酝酿讨论，提交代表大会预备会议表决通过。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常委、书记、副书记、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的，由大会主席团指定一名新选出的委员主持；

召开党员大会的，由上届委员会推荐一名新当选的委员主持。 

第二十一条 选举前，选举单位的党组织或大会主席团应将候选人的简历、工作实绩和主要优缺点向选举人作出实

事求是的介绍，对选举人提出的询问应作出负责的答复。根据选举人的要求，可以组织候选人与选举人见面，由候

选人作自我介绍，回答选举人提出的问题。 

第二十二条 选举设监票人，负责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 

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选举的监票人由全体党员或各代表团（组）从不是候选人的党员或代表中推选，经党员大

会或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委员会选举的监票人从不是书记、副书记、常委候选人的委员中推选，经全体委员表决通过。 

第二十三条 选举设计票人。计票人在监票人监督下进行工作。 

第二十四条 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票上的候选人名单以姓氏笔划为序排列。 

选举人不能写选票的，可由本人委托非候选人按选举人的意志代写。因故未出席会议的党员或党员代表不能委托他

人代为投票。 

第二十五条 选举人对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或不赞成票，也可以弃权。投不赞成票者可以另选他人。 

第二十六条 投票结束后，监票人、计票人应将投票人数和票加以核对，作出记录，由监票人签字并公布候选人的

得票数字；由会议主持人宣布当选人名单。 

第二十七条 选举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投票人数，选举有效；多于投票人数，选举无效，应重新选举。 

每一选票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多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无效票。 

第二十八条 实行差额预选时，赞成票超过实到会有选举权的人数半数的，方可列为候选人。 

第二十九条 进行正式选举时，被选举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实到会有选举权的人数的一半，始得当选。 

当选人多于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等的被选举人重新投票，

得票多的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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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人少于应选名额时，对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如果接近应选名额，也可以减少名额，不再进行选举。 

第五章 监督和处分 

第三十条 本条例由上级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 

第三十一条 在选举中，凡有违反党章和本条例规定行为的，必须认真查处，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予有

关党组织、党员批评教育，直至给予组织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选举单位应根据本条例制定选举工作细则，经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执行。 

第三十三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基层组织的选举，由中央军委根据本条例的精神制定相应的规定。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过去有关党的基层组织选举工作的规定、办法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本条

例执行。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2020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2020 年 6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 2020 年 7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增强基

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党内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和其他基层单位设立的党的委员

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含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以及党的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选举工作。 

第三条 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委员会任期届满应当按期进行换届选举。 

如需延期或者提前进行换届选举，应当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延长或者提前期限一般不超过 1 年。 

第四条 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委员会一般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党员人数在 500 名以上或者所辖党组织驻地分散

的，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可以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 

第五条 正式党员有表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受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预备党员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被依法留置、逮捕的，党组织应当按照管理权限中止其表

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党员权利。 

第六条 选举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

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者不选举某个人。 

第二章 代表的产生 

第七条 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遵守党章党规党

纪和法律法规，具有履行职责的能力，能反映本选举单位的意见，代表党员的意志。 

第八条 代表的名额一般为 100 名至 200 名，最多不超过 300 名。具体名额由召集党员代表大会的党组织按照有利

于党员了解和直接参与党内事务，有利于讨论决定问题的原则确定，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代表名额的分配根据所辖党组织数量、党员人数和代表具有广泛性的原则确定。优化代表结构，确保生产和工作一

线代表比例。 

大型国有企业、高等学校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其二级企业、直属单位党组织隶属其他地方或者单位党组织，且党员

人数较多的，可以适当分配一定代表名额。 

第九条 代表候选人的差额不少于应选人数的 20%。 

第十条 代表产生的主要程序是： 

（一）从党支部开始推荐提名。根据多数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提出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 

（二）选举单位就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与上级党组织沟通，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采取适当方式加强审核把关，

可以对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三）选举单位研究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报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的党的基层委员会审查。 

（四）选举单位召开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根据多数选举人的意见确定候选人，进行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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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上届党的委员会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小组，负责对代表的产生程序和资格进行审查。 

代表的产生不符合规定程序的，应当责成原选举单位重新进行选举；代表不具备资格的，应当责成原选举单位撤换。 

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应当向党员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报告审查情况。经审查通过后的代表，获得正式资格。 

第三章 委员会的产生 

第十二条 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 

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党的基层组织，其委员候选人的条件，根据党中央精神和上级党组织要求，可以结

合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 

第十三条 委员候选人的差额不少于应选人数的 20%。 

第十四条 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委员的产生，由上届委员会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提出人选，报上级党组

织审查同意后，组织党员酝酿确定候选人，在党员大会上进行选举。 

第十五条 党的基层委员会和经批准设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产生，召开党员大会的，由上届党的委员会根据

所辖多数党组织的意见提出人选，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组织党员酝酿确定候选人，提交党员大会进行选举；

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的，由上届党的委员会根据所辖多数党组织的意见提出人选，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提请大

会主席团讨论通过，由大会主席团提交各代表团（组）酝酿讨论，根据多数代表的意见确定候选人，提交党员代表

大会进行选举。 

第十六条 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的产生，由上届委员会提出候选人，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

后，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选举。 

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的产生，由全体党员充分酝酿，提出候选人，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进行选举。 

第十七条 经批准设立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会，其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由上届委员会按照比应选人数多 1 至 2 人

的差额提出，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选举。 

第十八条 委员会委员在任期内出缺，一般应当召开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补选。 

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 

第四章 选举的实施 

第十九条 进行选举时，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不少于应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会议有效。 

第二十条 召开党员大会进行选举，由上届委员会主持。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进行选举，由上届党支部书记主持。 

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由大会主席团主持。大会主席团成员由上届党的委员会或者各代表团（组）从代表中

提名，经全体代表酝酿讨论，提交党员代表大会预备会议表决通过。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的，由大会主席团指定 1 名新选出

的委员主持；召开党员大会的，由上届委员会推荐 1 名新当选的委员主持。 

第二十一条 选举前，选举单位的党组织或者大会主席团应当以适当方式将候选人的简历、工作实绩和主要优缺点

向选举人作出实事求是的介绍，对选举人提出的询问作出负责的答复。根据选举人的要求，可以组织候选人与选举

人见面，回答选举人提出的问题。 

第二十二条 选举设监票人，负责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 

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选举的监票人，由全体党员或者各代表团（组）从不是候选人的党员或者代表中推选，

经党员大会、党员代表大会或者大会主席团会议表决通过。 

委员会选举的监票人，从不是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委员中推选，经全体委员表决通过。 

第二十三条 选举设计票人。计票人在监票人监督下进行工作。 

第二十四条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票上的代表和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书记、副书记候选人名单按照上级党组织批准的顺序排列。 

选举人不能填写选票的，可以由本人委托非候选人按照选举人的意志代写。因故未出席会议的党员或者代表不能委

托他人代为投票。 

第二十五条 选举人对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或者不赞成票，也可以弃权。投不赞成票者可以另选他人。 

第二十六条 投票结束后，监票人、计票人应当将投票人数、发出选票数和收回选票数加以核对，作出记录，由监

票人签字并报告被选举人的得票数。 

第二十七条 选举收回的选票数，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数，选举有效；多于投票人数，选举无效，应当重新选举。 

每一选票所选人数，等于或者少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多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无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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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实行差额预选时，赞成票超过应到会有选举权人数半数的，方可列为正式候选人。 

第二十九条 进行正式选举时，被选举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应到会有选举权人数半数的，始得当选。 

获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被选举人数多于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少为序，至取足应选名额为止。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

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被选举人再次投票，得赞成票多的当选。 

获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被选举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对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如果接近应选名额，经半数以上选举

人同意或者大会主席团决定，也可以减少名额，不再进行选举。 

第三十条 被选举人得票情况，包括得赞成票、不赞成票、弃权票和另选他人等，预选时由监票人向上届委员会或

者大会主席团报告，正式选举时由监票人向选举人报告。 

第三十一条 当选人名单由会议主持人向选举人宣布。 

当选的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委员会委员，其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当选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其名单按照上级党组织批准的顺序排列。 

第五章 呈报审批 

第三十二条 召开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按照党组织隶属关系，报有审批权限的上级党组织审批。召

开党员大会的，一般提前 1 个月报批；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的，一般提前 4 个月报批。 

第三十三条 新一届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一般于

召开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 1 个月前，报有审批权限的上级党组织审批。 

第三十四条 选出的委员，报上级党组织备案；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纪律检查委员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经同级党的委员会通过后，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第六章 纪律和监督 

第三十五条 加强对党的基层组织选举工作的领导，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以及换届工作纪律要求，强化制度意识、严格制度执行、维护制度权威，引导党员和代表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保

证选举工作平稳有序。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禁拉帮结派、拉票贿选、跑风漏气等非组织行为，严防黑恶势力、宗族势力、宗教势力

干扰破坏选举，强化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由上级党的委员会及其组织部门和上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执行情况纳入巡视

巡察监督工作内容。 

第三十七条 在选举中，凡有违反党章和本条例规定行为的，必须认真查处，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对有关

党员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对失职失责的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进行问责。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选举单位应当根据本条例制定选举办法，经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执行。 

第三十九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党的基层组织的选举，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本条例的精神

作出规定。 

第四十条 本条例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0 年 6 月 27 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

例》同时废止。 

8.3.454）《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发〔2010〕8 号 2010 年 9 月 28 日,2019 年 11 月 29

日) 

http://jnjd.mca.gov.cn/article/zyjd/dzbjs/201212/20121200396998.shtml  2010 

http://www.gov.cn/xinwen/2020-01/05/content_5466685.htm  2019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1/05fab79e23254d7d8d30779fd61d568a.shtml  2019 

 

《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2010 

(中发〔2010〕8 号  2010 年 9 月 28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和国家机关党的工作，充分发挥机关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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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有关规定，结合机关工作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机关基层党组织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围绕本部门的中心工作，以

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发

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

优势，把服务中心、建设队伍贯穿始终，发挥党组织的协助和监督作用，促进本部门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为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三条机关基层党组织协助本单位负责人完成任务，改进工作，对包括本单位负责人在内的每个党员进行监督。 

第四条机关基层党组织在上级党的委员会或者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接受本部门党组（党委）

的指导。 

第五条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凡属重要事项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

的原则，由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机关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应当带

头发扬民主，自觉接受党员监督。 

 第二章 组织设置 

第六条 机关党员 100 人以上的，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党员不足 100 人的，因工作需要，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也

可以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党的基层委员会由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市（地）级以上机关党的基层

委员会，每届任期 4 年；县级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每届任期 3 年。机关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期制。 

第七条 机关党员 50 人以上、100 人以下的，设立党的总支部委员会。党员不足 50 人的，因工作需要，经上级党组

织批准，也可以设立党的总支部委员会。党的总支部委员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 3 年。 

第八条 机关正式党员 3 人以上的，成立党的支部。党员 7 人以上的党的支部，设立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由党

员大会选举产生；党员不足 7 人的党的支部，不设支部委员会，由党员大会选举支部书记 1 人，必要时增选副书记

1 人。党的支部委员会和不设支部委员会的支部书记、副书记，每届任期 2 年或者 3 年。 

第九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应当按期换届。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书记、副书记通过选举

产生，报上级党组织批准。书记一般应当由本部门党员负责人兼任，也可以由同级党员干部专任。党员人数和直属

单位较多的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设专职副书记。书记、副书记在任期内职务变动，应当事先征得上级机关党组织

的同意。 

第十条 设立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的部门，一般应当设立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应当由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副书记或者相应职级的党员干部担任。不设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部门，机关党的

基层委员会中应当设立纪律检查委员。 

第十一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本着精干、高效和有利于加强党的工作的原则，设置办事机构，配备必

要的工作人员。机关基层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列入行政经费预算，保障工作需要。 

 第三章 基本职责 

第十二条 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含不设党的基层委员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的基本职责是： 

(一)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组织党内外的干部和群众，支持和协助本单位负责人完成工作任务。 

(二)组织党员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学习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学习党的历史，同时广泛学习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知识，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三)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服务，督促党员履行义务，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 

(四)对党员进行监督，督促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法政纪，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党的纪

律，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 

(五)做好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了解和反映群众的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益，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推进机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机关建设。 

(六)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培养和考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七)协助党组(党委)管理机关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干部；配合干部人事部门对机关行政领导干部进行考核和民

主评议；对机关行政干部的任免、调动和奖惩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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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领导机关工会、共青团、妇委会等群众组织，支持这些组织依照各自的章程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 

(九)按照党组织的隶属关系，领导直属单位党的工作。 

第十三条 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经常对党员进行遵纪守法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 

(二)检查党组织和党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情况，对机关党员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 

(三)协助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四)检查、处理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按照有关规定，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

员的处分。 

(五)受理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行为的检举和党员的控告、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 

 第四章 党员的教育、管理、服务和发展 

第十四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应当按照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要求，建立健全让党员经常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

制，做到经常性教育与集中培训相结合。党员每年参加教育培训的时间一般不少于 24 学时，其中党组织领导班子

成员一般不少于 40 学时。拓宽党员受教育的渠道，积极组织党员参加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建立健全党员集中轮训

制度，完善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对党员参加学习教育的情况进行严格考核。注重发挥各级机关党校在党员教

育培训中的重要作用。 

第十五条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紧密联系机关实际，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的实践中建功立业。 

第十六条 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增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和实效性，健全党内生活制度。按期召开民主生活会，认真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定期开展党员党性分析评议活动。经常分析党内思想状况，加强党员思想教育。做好民主评

议党员工作，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 

第十七条 做好党员服务工作，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关心党员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了解党

员需求，及时反映涉及党员切身利益的重要情况。认真做好离退休党员、流动党员的服务工作。 

第十八条 严格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和有关规定发展党员。 

 第五章 基层党内民主与监督 

第十九条 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保障机关党员民主权利，加强机关党内基层民主建

设，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充分发挥机关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第二十条 落实机关党员对机关基层党组织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

利。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意愿

的机关党内民主制度和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机关基

层党组织讨论决定重要事项前，应当充分听取党员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 改进机关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候选人提名方式，完善选举办法，规范选举程序、投票方式及候选

人介绍办法。实行机关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

机关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由机关党员直接选举范围。 

第二十二条 机关党内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党员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二十三条机关基层党组织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监督的主要内容是： 

(一)能否遵守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执行党

中央、上级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决定及工作部署。 

(二)能否参加所在党的支部的组织生活，履行党员义务，完成党组织分配的工作任务。 

(三)能否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四)能否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究，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 

(五)能否尽职尽责，努力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 

(六)能否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方针，做好干部

工作。 

(七)能否带头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模范遵纪守法，严格按照制度办事，遵守职业道德

和社会公德，廉洁自律，作风正派，情趣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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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能否坚持原则，敢于同各种错误倾向和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 

第二十四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实施监督的主要方法是： 

(一)定期检查党员参加组织生活的情况，并向全体党员通报；党员领导干部参加所在党的支部组织生活的情况，应

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二)督促按期开好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会前，收集党员、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意见，如实转告本人或者在

会上报告；会后，监督党员领导干部根据党内外群众提出的意见进行整改，将执行民主生活会制度、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的情况和民主生活会上反映出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措施，如实向上级党组织报告，并及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督促本部门内设机构和直属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开好民主生活会，加强指导，定期检查并按规定报告情况。 

(三)不是部门党组(党委)成员的机关基层党组织专职书记或者副书记，列席本部门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部门

党组(党委)以及本单位负责人召开的有关会议。 

(四)了解并掌握机关党员以及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情况，及时向本部门党组(党委)反映。对于群众意见较大

的党员干部，要及时谈话提醒。按照有关规定查处党组织和党员的违纪行为。 

(五)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机关党员干部大会，听取本部门主要负责人通报工作情况。 

(六)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 

(七)如实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本部门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情况。 

（八）充分发挥机关党员监督作用，支持党员行使监督权利，履行监督责任，防止各种形式的打击报复。 

 第六章 思想政治工作 

第二十五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围绕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部署以及本部门的业务工作，针对机关工作人员思想情况，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主要任务是： 

(一)加强机关以及直属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 

(二)对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状况，做好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 

(三)指导机关工会、共青团、妇委会等群众组织根据各自的特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四)定期向部门党组(党委)和本单位负责人汇报机关思想政治工作情况，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六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应对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形势任务和国情教育，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帮助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增强全局

观念、法制观念和服务意识，大兴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更好地为基层服务，

为群众服务。 

第二十七条 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区别不同对象，采取多种方式，注重人文关

怀和心理疏导，增强工作实效。党员行政领导干部要重视并带头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第七章 党务工作人员队伍建设 

第二十八条 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以提高素质能力为重点，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结

构合理、精干高效、充满活力的机关专兼职党务工作人员队伍。 

第二十九条 机关专职党务工作人员的配备，一般占机关工作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机关工作人员较少

或者直属单位和人员较多的部门，可以适当增加比例。机关专职党务工作人员的编制，列入机关行政编制。兼职的

党务工作人员要认真负责地做好党务工作。 

第三十条 机关党务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党性强，品行好，作风正，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

党务工作知识，熟悉本部门的业务工作情况，得到群众信任，工作能力较强，具有敬业、奉献、创新精神。 

第三十一条 按照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要求，加强机关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以明确责任、考核监督、

保障服务为重点，加强对机关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管理。 

第三十二条 对机关党务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全面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定期安排机关党务工作人员特

别是机关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到党员干部培训机构轮训。对新任机关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要进行业务培训。培训要理论

联系实际，讲求实效。 

第三十三条 本着有利于优化结构、增强活力、相对稳定、合理流动的原则，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机关党务工作

人员与行政、业务工作人员之间的双向交流。 

第三十四条 关心和爱护机关党务工作人员，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及时发现、表

彰和宣传他们中的先进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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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党基层组织工作 

第三十五条 在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机关分别设立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领导

直属机关党的工作。同时，设立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在上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的领

导下，领导直属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省、自治区所辖的市和直辖市的区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以设立党的机关工

作委员会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 

第三十六条 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向派出它的党的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对所属机关基层党组织（含直属单位党组织，下同）党建工作进行研究和指导，提出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建

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对所属机关基层党组织请示的有关问题作出决定、批复或者答复。 

（三）督促指导所属机关基层党组织按期进行换届；审批所属机关基层党组织关于召开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

的请示；审批所属机关基层党组织选出的书记、副书记。 

（四）配合同级党委有关部门抓好直属机关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参与对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党组（党委）

中心组学习的督促检查和指导工作，了解和掌握情况，按规 定报送情况报告。 

（五）指导所属机关基层党组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实施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 

（六）了解和掌握所属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状况，指导所属机关基层党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 

（七）对所属机关基层党组织贯彻落实同级党的委员会决议、决定和重要工作部署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八）对所属机关基层党组织贯彻执行本条例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每年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报告。 

（九）履行同级党的委员会规定的其他职责任务。 

第三十七条 部门党组（党委）指导机关基层党组织工作的主要方法是： 

(一)把机关党的工作列入党组（党委）工作议程，每年至少听取一次工作汇报，定期讨论、研究，提出指导性意见，

发挥机关基层党组织在完成本部门各项任务中的协助和监督作用。 

(二)通过机关基层党组织了解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以及对重要决策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等方面的反映和意见。

支持机关基层党组织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督。 

(三)加强机关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党务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按照有关规定，解决机关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机构设置、

人员编制、经费等问题。 

(四)党组（党委）成员要结合分工，建立基层党建工作联系点，以身作则，支持并积极参加机关党的活动，发挥表

率作用。 

第三十八条 各级地方党委、机关工委和部门党组(党委)要建立机关党的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机关党的工作的领导和

指导。 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带头做好机关党的工作。各级地方党委常委会每年至

少听取一次机关工委（党委）的工作汇报。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适用于县以上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人民

团体机关的党组织。党的关系在机关工委的其他单位的机关基层党组织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条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的委员会可以根

据本条例，结合实际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有关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

致的，按本条例执行。 

 

《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9 

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2010 年 4 月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 2010 年 6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布 2019 年 11 月 29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工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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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机关基层党组织作用，推动机关治理和各项事业发展，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党内法规，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在上级党的委员会或者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和本单位党组（党委）（包括不设党组、党委的

单位领导班子，下同）领导下，协助本单位负责人完成任务，改进工作，对包括本单位负责人在内的每个党员进行

教育、管理、监督，不领导本单位业务工作。 

第三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以党支部建设为基础，全面提高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

在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率，建

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促进本单位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第四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把政治标准、政治要求贯彻到工作全过程和事业发展各方面； 

（二）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抓住“关键少数”、管好“绝大多数”，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 

（四）坚持以上率下，发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示范引领作用； 

（五）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增强机关党建工作实效。 

第二章 组织设置 

第五条 机关党员 100 人以上的，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党员不足 100 人的，因工作需要，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也

可以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党的基层委员会由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一般为 5 年。 

机关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期制。 

第六条 机关党员 50 人以上、100 人以下的，设立党的总支部委员会。党员不足 50 人的，因工作需要，经上级党组

织批准，也可以设立党的总支部委员会。党的总支部委员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一般为 3 年。 

第七条 机关正式党员 3 人以上的，成立党支部。正式党员 7 人以上的党支部，设立支部委员会；正式党员不足 7

人的党支部，设 1 名书记，必要时可以设 1 名副书记。党的支部委员会和不设支部委员会的支部书记、副书记，每

届任期一般为 3 年。 

第八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应当严格执行任期制度，任期届满按期进行换届选举。书记、副书记选举产生后，报上级

党组织批准。 

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和不设党的基层委员会的总支部委员会的书记，应当由本单位党员负责人担任。党员人数和直

属单位较多的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设专职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原则上由本单位党员主要负责人担任。书记、副书

记在任期内职务变动，应当征得上级党组织同意。 

第九条 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应当设立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由机关党的基层委

员会副书记担任。机关党的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设立纪律检查委员。 

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和上级机关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接受派

驻纪检监察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 

第三章 基本职责 

第十条 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含不设党的基层委员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的基本职责是： 

（一）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

重要制度，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党的上级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充分发挥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创先争优，团结、组织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努力完成本单位所担负的任

务。 

（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组织党员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业务知识和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知识。 

（三）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

保障党员权利不受侵犯。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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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意见，了解群众诉求，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 

（五）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培养和考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推进机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七）协助党组（党委）管理机关基层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干部；配合组织人事部门对机关领导干部进行考察、考

核和民主评议，对机关干部的选拔任用和奖惩提出意见。 

（八）领导机关工会、共青团、妇女组织等群团组织，支持这些组织依照各自的章程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 

（九）按照党组织的隶属关系，领导直属单位党的工作。 

第十一条 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执纪、问责，主要包括： 

（一）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 

（二）检查党组织和党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情况，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行使

权力进行监督。 

（三）协助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四）受理处置党员群众检举举报，开展谈话提醒、约谈函询。 

（五）按照有关规定，检查、处理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决定或者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

员的处分；进行问责或者提出责任追究的建议。 

（六）受理党员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权利。 

第四章 党的政治建设 

第十二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落实党的政治建设责任，推动党和国家机关彰显政治属

性，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上带好头、作示范。 

第十三条 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引导党员、干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

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发挥领导干部领学促学作用，提

高党员、干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有计划地对年轻干部进行理想信念宗旨教育。 

第十四条 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加强对党忠诚教育，落实“四个服从”，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 

第十五条 提高政治能力，强化政治担当，强化制度执行力，推动党的主张和决策部署转化为本单位本领域的政策

法规、制度措施，提升治理效能。发扬斗争精神，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

党的群众路线，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第十六条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树立正确政绩观，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一致起来，转变作风，真抓实干。 

第十七条 围绕党和国家重要工作部署以及本单位业务工作，针对机关工作人员思想情况，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

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政治理论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纪律和廉政教育，政治品

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引导机关工作人员弘扬优良传统作风，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

将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定期向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和本单位党组（党委）

汇报机关思想政治工作情况，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章 党员队伍建设 

第十八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应当坚持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组织培训和个人自学相结合，提高机关党员学

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组织党员和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每年参加集中培训。组织党员认真参加党内集中学习教

育。落实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 

第十九条 严格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确保党的组织生活经常、认真、严肃。开好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认

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分析党员思想状况，提高“三会一课”质量，落实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和主题党

日等制度，完善重温入党誓词、入党志愿书等活动。党员领导干部应当自觉参加双重组织生活，推动所在党支部建

设成为先进党支部。稳妥有序处置不合格党员。 

第二十条 做好党员服务工作，建立健全党内关怀帮扶长效机制。关心党员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了解党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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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及时反映涉及党员切身利益的重要情况。关心关爱因公殉职、牺牲党员的家庭和因公伤残党员。认真做好离退

休干部职工党员、流动党员的服务工作，为生活困难党员提供帮助。 

第二十一条 组织开展创建党员先锋岗、争当服务群众标兵、党员承诺践诺等活动，鼓励党员到社区为群众服务，

引导和激励党员带头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本职工作、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带动机关工作人员建功新时代、

争创新业绩。 

第二十二条 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和有关规定发展

党员，严格发展程序，严肃工作纪律。 

第六章 党内民主和监督 

第二十三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机关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充分发挥机

关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第二十四条 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凡属重要事项都应当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

集体讨论、按少数服从多数作出决定。机关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应当带头发扬民主，自觉接受党员监督。 

第二十五条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落实机关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推进党务

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畅通党员参与讨论党内事务的途径，拓宽党员表达意见渠道。机关

基层党组织讨论决定重要事项前，应当充分听取党员的意见。 

第二十六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应当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保证党员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党纪、

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做到忠诚干净担当，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一）定期检查、通报党员参加组织生活的情况，向上级党组织报告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的情况； 

（二）督促开好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加强对本单位内设机构和直属单位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指导； 

（三）机关基层党组织专职副书记列席本单位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党组（党委）以及本单位负责人召开的有

关会议； 

（四）了解并掌握机关党员以及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情况，及时向上级党组织和本单位党组（党委）反映； 

（五）了解党员、干部落实廉政风险防控措施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向上级党组织和本单位党组（党委）报告； 

（六）每年至少召开 1 次机关党员干部大会，听取本单位主要负责人通报工作情况； 

（七）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 

（八）支持党员行使监督权利，履行监督义务，防止各种形式的打击报复。 

第二十七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应当对党员、干部平时多过问、多提醒，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问题

严重的向上级党组织报告。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依规依纪恰当予以处理。 

第七章 党务工作人员队伍建设 

第二十八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本着有利于加强党的工作和精干高效的原则，设置办事机构，配备必

要的工作人员。 

第二十九条 坚持把党务工作岗位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注重选拔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干部专兼职

从事党务工作，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机关党务工作人员队伍。 

第三十条 机关专职党务工作人员的配备，一般占机关工作人员总数的 1%至 2%。机关工作人员较少的单位，应当

保证有专人负责。机关党建任务较重、工作力量不足的单位，应当适当增加人员。机关专职党务工作人员的编制，

列入机关行政编制。 

第三十一条 按照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要求，加强机关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以明确责任、考

核监督、保障服务为重点，加强对机关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的管理。定期安排机关党务工作人员特别是机关基层党

组织负责人轮训。对新任机关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任职培训。 

第三十二条 有计划地安排机关专职党务工作人员与行政、业务工作人员之间的双向交流。把兼职的党务工作人员

开展党务工作情况作为干部年度考核和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及时发现、表彰和宣传机关党务工作人员中的先进典

型。 

第八章 领导和保障 

第三十三条 机关党建工作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由同级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单位党组（党委）具体领导

和管理，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第三十四条 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所属机关党的工作，指导督促各单位党组（党委）落实机关党建主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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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定期对各单位党组（党委）、机关基层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制、机关党建重点工作和

重要制度情况进行督查，及时向同级党委报告有关情况。 

机关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作为同级纪委监委的派出机构，在同级纪委监委、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双重领导下，领导

各单位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 

第三十五条 党组（党委）领导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党组（党委）应当定期研究机关党建工作，督促落实各项任务。通过机关基层党组织了解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

以及对重要决策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等方面的反映和意见，支持机关基层党组织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

督。建立健全党建工作制度体系，加强党建工作保障。 

党组（党委）主要负责人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其他成员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职责范围内党建工作。党组（党

委）每年在本单位一定范围内通报抓机关党建工作情况、接受评议。 

第三十六条 对党组织关系实行属地管理的下级单位党建工作，党组（党委）应当加强与其所在地党委的沟通配合，

及时研究解决重要问题。 

对归口领导或者管理的单位党建工作，党组（党委）应当加强监督指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相关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含不设党的基层委员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的设置调整、换届、委

员会组成以及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组成，书记、副书记的任免等，经党组（党委）讨论决定后，报党的机关

工作委员会审批。 

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审批预备党员或者预备党员转正，应当提前报党组（党委）讨论决定。机关不设党的基层委员

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接收预备党员或者讨论预备党员转正，应当经党组（党委）审核把关后，报党的机

关工作委员会审批。 

党组（党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讨论决定处分党员有关事项，在作出党纪处分决定前应当与派驻纪检监察组交换

意见。处分决定生效后，有关处分决定和材料应当按照要求报机关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备案。 

第三十八条 落实机关党建责任、加强机关党建工作情况应当纳入各单位领导班子以及领导干部考核内容。地方各

级党委常委会每年至少听取 1 次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汇报。 

第三十九条 开展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按照有关规定，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每年向同级

党委述职，机关基层党组织书记每年向上级党组织述职，接受评议考核。 

第四十条 机关基层党组织开展活动，所需财政资金列入本单位部门预算，保障“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党员和入

党积极分子教育培训、学习调研等需要。党费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适用于县级以上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

机关以及群团机关的党组织。党组织关系在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的其他单位的基层党组织参照本条例执行，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456）《政府督查工作条例》(国务院令第 733 号 2020 年 12月 26 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2/29/content_5574770.htm 

索 引 号： 000014349/2020-00137 主题分类： 综合政务\政务督查 

发文机关： 国务院 成文日期： 2020 年 12 月 26 日 

标  题： 政府督查工作条例 

发文字号： 国令第 733 号 发布日期： 2020 年 12 月 29 日 

主 题 词：  

 

政府督查工作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3 号 

《政府督查工作条例》已经 2020 年 12 月 1 日国务院第 116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1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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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施行。 

总 理  李克强 

2020 年 12 月 26 日 

政府督查工作条例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政府督查工作，保障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能，推进廉政建设，健全行政监督制度，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政府督查，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开展的监督检查。 

第三条 政府督查工作应当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服务大局、实事求是，推进依法行政，推动

政策落实和问题解决，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第四条 政府督查内容包括： 

（一）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 

（二）上级和本级人民政府重要工作部署落实情况； 

（三）督查对象法定职责履行情况； 

（四）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效能。 

第五条 政府督查对象包括： 

（一）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 

（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 

（三）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四）受行政机关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 

上级人民政府可以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开展督查，必要时可以对所辖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开

展督查。 

第六条 国务院办公厅指导全国政府督查工作，组织实施国务院督查工作。国务院办公厅督查机构承担国务院

督查有关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督查机构组织实施本级人民政府督查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督查机构设置的形式

和规格，按照机构编制管理有关规定办理。 

国务院办公厅督查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督查机构统称政府督查机构。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指定所属部门按照指定的事项、范围、职责、期限开展政府督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未经本级人民政府指定，不得开展政府督查。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派出督查组。督查组按照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督查事项、范围、

职责、期限开展政府督查。督查组对本级人民政府负责。 

督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由本级人民政府确定。 

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和专家学者等参加督查组。 

第九条 督查人员应当具备与其从事的督查工作相适应的政治素质、工作作风、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和法律素

养，遵守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秉公持正，清正廉洁、保守秘密，自觉接受监督。 

政府督查机构应当对督查人员进行政治、理论和业务培训。 

第十条 政府督查机构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应当列入本级预算。 

第十一条 政府督查机构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决定或者本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指令，确定

督查事项。 

政府督查机构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上级和本级人民政府重要工作部署，以及掌握的线索，可以

提出督查工作建议，经本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批准后，确定督查事项。 

第十二条 政府督查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要求督查对象自查、说明情况； 

（二）听取督查对象汇报； 

（三）开展检查、访谈、暗访； 

（四）组织座谈、听证、统计、评估； 

（五）调阅、复制与督查事项有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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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过信函、电话、媒体等渠道收集线索； 

（七）约谈督查对象负责人或者相关责任人； 

（八）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互联网+督查”。 

第十三条 政府督查工作需要协助的，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在职权范围内予以协助。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组织开展综合督查、专项督查、事件调查、日常督办、线索核查等政府督查

工作。 

第十五条 开展政府督查工作应当制定督查方案，明确督查内容、对象和范围；应当严格控制督查频次和时限，

科学运用督查方式，严肃督查纪律，提前培训督查人员。 

政府督查工作应当严格执行督查方案，不得随意扩大督查范围、变更督查对象和内容，不得干预督查对象的正

常工作，严禁重复督查、多头督查、越权督查。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政府督查工作结束后应当作出督查结论。与督查对象有关的督查结论应当向督

查对象反馈。 

督查结论应当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客观公正。 

第十七条 督查对象对督查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该督查结论之日起 30 日内，向作出该督查结论的人民

政府申请复核。收到申请的人民政府应当在 30 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参与作出督查结论的工作人员在复核中应当回

避。 

第十八条 对于督查结论中要求整改的事项，督查对象应当按要求整改。政府督查机构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对

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第十九条 政府督查机构可以根据督查结论，提出改变或者撤销本级或者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适当的

决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的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本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 

第二十条 政府督查机构可以针对督查结论中反映的突出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真实准确地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

本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报告调查研究情况。 

第二十一条 政府督查机构可以根据督查结论或者整改核查结果，提出对督查对象依法依规进行表扬、激励、

批评等建议，经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本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批准后组织实施。 

政府督查机构可以根据督查结论或者整改核查结果，提出对督查对象依法依规追究责任的建议，经本级人民政

府或者本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批准后，交有权机关调查处理。 

第二十二条 政府督查应当加强与行政执法监督、备案审查监督等的协调衔接。 

第二十三条 督查工作中发现公职人员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政府督

查机构应当移送监察机关，由监察机关依法调查处置；发现涉嫌其他犯罪的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四条 政府督查机构及督查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泄露督查过程中

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或者违反廉政规定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

规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督查对象及其工作人员不得阻碍督查工作，不得隐瞒实情、弄虚作假，不得伪造、隐匿、毁灭证

据。有上述情形的，由政府督查机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二十六条 对督查人员或者提供线索、反映情况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威胁、打击、报复、陷害的，依法依规追

究责任。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开展的其他监督检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8.3.457）《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2021 年 2月 23 日) 

http://www.zgjssw.gov.cn/zhiduhuibian/202103/t20210329_7026767.shtml  

http://www.mod.gov.cn/topnews/2021-03/28/content_4882176_2.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3/28/content_5596366.htm  

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 

（2021 年 2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 2021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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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规范组织处理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党内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组织处理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落实从严管理监督要求，严肃处理对党不忠、从政不廉、为官不为、品行不端等问题，督促领导干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组织处理，是指党组织对违规违纪违法、失职失责失范的领导干部采取的岗位、职务、职级调

整措施，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降职。 

第四条 组织处理工作坚持以下原则： 

（一）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监督干部； 

（二）党委（党组）领导、分级负责； 

（三）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 

（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第五条 本规定适用于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事业

单位、群团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 

对以上机关、单位中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不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以及国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进行组织

处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六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组织处理职责。 

有关机关、单位在执纪执法、日常管理监督等工作中发现领导干部存在需要进行组织处理的情形，应当向党委（党

组）报告，或者向组织（人事）部门提出建议。 

第七条 领导干部在政治表现、履行职责、工作作风、遵守组织制度、道德品行等方面，有苗头性、倾向性或者轻

微问题，以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为主，存在以下情形之一且问题严重的，应当受到组织处理： 

（一）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有违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错误言行的； 

（二）理想信念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搞封建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或者违规参加宗教活动、信奉邪教的； 

（三）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做选择、打折扣、搞变通，造成不良

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四）面对大是大非问题、重大矛盾冲突、危机困难，不敢斗争、不愿担当，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五）工作不负责任、不正确履职或者疏于管理，出现重大失误错误或者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公

共安全事件等严重事故、事件的； 

（六）工作不作为，敷衍塞责、庸懒散拖，长期完不成任务或者严重贻误工作的； 

（七）背弃党的初心使命，群众意识淡薄，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推诿扯皮，在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问

题上办事不公、作风不正，甚至损害、侵占群众利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脱离实际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盲目举债，弄虚作假，造

成不良影响或者重大损失的； 

（九）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集体决定，不顾大局闹无原则纠

纷、破坏团结，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十）在选人用人工作中跑风漏气、说情干预、任人唯亲、突击提拔、跑官要官、拉票贿选、违规用人、用人失察

失误，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十一）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破坏所在地方或者单位政治生态的； 

（十二）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作出的分配、调动、交流等决定的； 

（十三）不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产生不良后果，严重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干部人事档案管理、领导干部

出国（境）等管理制度，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经商办企业的； 

（十四）诬告陷害、打击报复他人，制造或者散布谣言，阻挠、压制检举控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十五）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从政有关规定的； 

（十六）违背社会公序良俗，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十七）其他应当受到组织处理的情形。 

第八条 组织处理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和党纪政务处分合并使用。 

第九条 领导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失误，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出现失误，为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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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出现无意过失，后果影响不是特别严重的，以及已经履职尽责，但因不可抗力、难以预见等因素造成损失的，

可以不予或者免予组织处理。 

第十条 组织处理一般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调查核实。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以及所应担负的责任进行调查核实，听取有关方面意见，

与领导干部本人谈话听取意见。执纪执法等机关已有认定结果的，可以不再进行调查。 

（二）提出处理意见。组织（人事）部门根据调查核实情况或者执纪执法等机关认定结果、有关建议，以及领导干

部一贯表现、认错悔错改错等情况，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研究提出组织处理意见报党委（党组）。 

（三）研究决定。党委（党组）召开会议集体研究，作出组织处理决定。对双重管理的领导干部，主管方应当就组

织处理意见事先征求协管方意见。 

（四）宣布实施。组织（人事）部门向受到组织处理的领导干部所在单位和本人书面通知或者宣布组织处理决定，

向提出组织处理建议的机关、单位通报处理情况，在 1 个月内办理受到组织处理的领导干部调整职务、职级、工资

以及其他有关待遇的手续。对选举和依法任免的领导干部，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任免程序。对需要向社会公开的组织

处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开。 

第十一条 停职检查期限一般不超过 6 个月。受到调整职务处理的，1 年内不得提拔职务、晋升职级或者进一步使

用。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1 年内不得安排领导职务，2 年内不得担任高于原职务层次的领导职务或者晋升

职级。受到降职处理的，2 年内不得提拔职务、晋升职级或者进一步使用。同时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的，

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 

领导干部受到组织处理的，当年不得评选各类先进。当年年度考核按照以下规定执行：受到调整职务处理的，不得

确定为优秀等次；受到责令辞职、免职、降职处理的，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同时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的，

按照对其年度考核结果影响较重的处理处分确定年度考核等次。 

对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领导干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特长，安排适当工作任务。 

第十二条 领导干部对组织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组织处理决定后，向作出组织处理决定的党委（党组）提

出书面申诉。党委（党组）应当在收到申诉的 1 个月内作出申诉处理决定，以书面形式告知干部本人以及所在单位。

领导干部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提出书面申诉。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在 2 个

月内予以办理并作出答复，情况复杂的不超过 3 个月。 

申诉期间，不停止组织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十三条 对领导干部组织处理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楚、责任界定不准确的，应当重新调查核实。处理不当的，应当

及时予以纠正。必要时，上级党委（党组）可以责令作出组织处理决定的党委（党组）予以纠正。 

第十四条 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将组织处理决定材料和纠正材料归入本人干部人事档案，根据工作需要抄送有关

部门。 

第十五条 受到组织处理的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反省问题，积极整改提高。党组织应当加强对受到组织处理的领导干

部日常管理和关心关爱，了解掌握其思想动态和工作状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引导工作。 

第十六条 领导干部受到组织处理，影响期满，表现好且符合有关条件的，按照干部选拔任用等有关规定使用。 

第十七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相关规定。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458）《关于印发 2021 年江西省政务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2021 年 5月 8 日赣府厅字〔2021〕30 号)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21/5/17/art_4969_3358107.html?xxgkhide=1 

索  引  号: 014500815/2021-07569  发文机关: 省政府办公厅  文      号: 赣府厅字〔2021〕30 号 

主题分类: 综合政务  组配分类: 工作动态  成文日期: 2021-05-08 

标       题: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江西省政务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江西省政务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2021 年江西省政务公开工作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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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2021 年江西省政务公开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21〕12 号）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政务公开，进一步提高政务公开法治化、标准化、规范

化水平，助力深化“五型”政府建设，助推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结合江西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紧扣服务“十四五”开局起步，加强解读回应 

（一）精准解读重大政策措施。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做好本地区“十四五”规划和专项规划、空间规划、区域规

划的发布解读工作，归集整理公开本地区历史规划（计划）。以持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和构建新

发展格局为重点，围绕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科技创新、减税降费、普惠金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扩大内需和

有效投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

切实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出台的重大政策，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组织开展深入解读，促进政策落地见效。（各市、

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落实） 

（二）提高政策解读工作质量。探索建立政策专员制度，由各级政府部门确定工作人员担任政策专员，依托政务公

开专区和政府网站，为群众和企业提供“一号答”的政策咨询和解读服务。全面提升解读工作质量，更加注重对政

策背景、出台目的、主要内容、执行标准、惠民利民举措、新旧政策差异以及后续工作考虑等方面的实质性解读。

创新政策解读形式，综合运用新闻发布会、在线访谈、图文漫画、事例讲解、短视频等形式开展多元化解读，让群

众看得懂、用得上。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多元化平台实现政策精准解读、政策精准推送。（各市、县〔区〕人民政

府，省政府各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落实） 

（三）增强回应社会关切效果。统筹 12345 热线电话、政府信息公开咨询电话、领导信箱和实体服务大厅、便民服

务中心等线上线下互动渠道，整合回应资源，完善管理制度，规范办理流程，不断提高联系群众、解读政策和回应

诉求的能力。健全完善政务舆情常态化处置回应机制，密切关注涉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济金融、工资拖欠、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食品药品安全、教育医疗养老、安全生产、困难群众生活等方面的舆情并及时作出回应，助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对省政府办公厅转办的政务舆情，迅速核实处置，以解决政务舆情背后问题的实际成效回应社

会关切。（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金融监管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教育厅、省

医保局、省应急厅、省民政厅、省市场监管局分别牵头落实） 

二、紧扣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务公开 

（一）做好重大行政决策公开。认真贯彻实施《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省政府令第 247

号），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定完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列明决策事项、承办部门、决策时间以及是否听

证等信息，并向社会公开。建立完善社会公众代表列席政府会议制度，以“五型”政府建设监督员为基础，建立社

会公众代表库，邀请“两代表一委员”、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新闻媒体代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等列席政

府有关会议，推进决策过程公开，扩大公众参与。根据决策对社会和公众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采取座谈会、听证会、

实地走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 30 日，相关意见采纳

情况应当及时向社会公众反馈，未采纳的意见应说明理由。（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按职责分别

负责落实） 

（二）做好市场规则标准和监管执法信息公开。以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为目标，根据市场主体的信息资源需求，做

好市场监管规则和标准的梳理、汇总和公开，及时公开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的落实举措，以专题形式集中

展示有关内容。持续推进行政执法信息公开，明确公开内容的采集、审核、发布职责，规范公开内容的标准、格式，

及时通过“江西行政执法服务网”“信用中国（江西）”“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西）”、政务公开专区等平

台，向社会公开行政执法基本信息、结果信息。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信息公开工作，营造诚信守法的市

场环境。（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省发展改革委分别牵头落实） 

（三）做好生态环境领域信息公开。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攻坚行动和“五河两岸一湖一江”全流域

保护与治理信息公开。主动公开“河湖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强化农村污水治理、鄱阳湖水质提升等专项行动信息

公开。重点围绕空气质量、地表水环境质量、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质量及辐射环境质量等内容，持续加大信息公开力

度。按照督察工作有关要求，做好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情况的公开工作。（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

生态环境厅分别牵头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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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好财政信息公开。进一步扩大预决算公开范围，推进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决算及相关报表公开。加大预算

绩效信息公开力度。依法公开政府集中采购的目录、标准、公告、中标及成交公示等信息。通过集中统一平台定期

公开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发行、品种、期限、利率、偿还计划、偿债资金来源等信息。及时公布财政资金直

达基层的分配、下达和使用管理情况。加大惠民惠农政策和资金发放信息公开力度，县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

门及财政部门要推动补贴信息公开向农村和社区延伸。（省财政厅牵头落实） 

（五）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信息公开。准确把握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阶段性特征，切实增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信息发布的针对性，重点围绕散发新冠肺炎疫情、隔离管控、精准防控、冷链运输、流调溯源、疫苗使用、假

期人员流动等发布权威信息。发布社会关注的重大政策、内容敏感的重要信息前，加强统筹协调，在实事求是的前

提下，强化政府系统内部信息整合，统一步调对外发声。不断完善“新冠肺炎疫情服务专区”线上专栏建设，强化

同乘疫情查询、口罩服务、心理热线等疫情服务信息公开。大力开展健康科普宣传。（省卫生健康委、省商务厅、

省市场监管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分别牵头落实） 

三、紧扣强基础抓基层，突出标准引领 

（一）强化标准化规范化成果应用。在 2021 年 8 月底前，根据《江西省统一行政权力清单（2020 年本）》，对 26 个

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的公开事项各要素进行再梳理、再简化，突出针对性、易用性和可操作性。在政府网站

首页设置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专题，做好标准目录所列公开事项和具体公开内容的联动展示，方便公众通过

标准目录进行信息检索和查阅。积极探索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和政府信息公开专栏的直接对应和融合应用。（各

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落实）省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对口部委出台的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编制发布相关

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督促指导本系统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省政府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落实） 

（二）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向村居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延伸。推进基层政务公开“十县百乡”建设活动。选择 100

个村（居）民委员会开展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向农村和社区延伸试点。（省政府办公厅牵头落实）教育、卫生健

康、供水、供电、供气、环境保护、公共交通等行业主管部门在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出台相应领域的公共企事业单

位信息公开规定后，制订本系统的实施细则，并督促指导相关公共企事业单位依法全面公开服务信息。（省教育厅、

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分别牵头落实） 

（三）提升政务公开专区建设水平。建设省级政务公开专区。（省政府办公厅牵头落实）各地依托行政服务大厅，

加大政务公开专区建设力度，坚持“专区姓专，高效便民”的原则，聚焦个人和企业全生命周期事项标准化规范化，

融合线上线下政务公开和服务，完善优化政务公开专区功能。在做好政府信息查阅、依申请公开受理、窗口办理等

常规服务外，可设立政策咨询综合服务窗口，及时准确地为企业、群众提供“一号答”“一站式”的政策咨询服务。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四、紧扣深入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健全制度规范 

（一）做好政务信息管理工作。健全完善政务信息管理制度。在 2021 年 9 月底前，对照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行政

法规库的国家正式版本，更新完善本机关网站上的行政法规文本。全面推进规章集中统一公开，在 2021 年 10 月底

前，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的政府信息公开专栏集中公开现行有效的地方政府规章，方便公众查询使用。（各市、县〔区〕

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落实） 

（二）提高依申请公开工作质量。认真落实《江西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规范》，不断提升依申请公开接收、

登记、办理、答复水平。正确适用《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在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中，列明收

费要求和标准，加强收费管理，依法保障申请人合理信息需求。（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按职责

分别负责落实） 

（三）加强政务公开平台建设。深化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按照“省市分建、互联互通”的要求，在 2021 年 10 月

底前完成省、市两级信息资源库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的数据和应用能力支撑。（省政府办公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

分别负责落实）组织开展全省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微信工作群重点整治行动，进一步规范政务新媒体、微信工作

群建设管理，切实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对政府网站的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建设情况开展专项检查，未按要求

完成的，依据有关规定督促整改、通报批评。2021 年底前，县级以上政府门户网站全部支持互联网协议第 6 版。稳

步推动设区市政府公报工作，完善政府公报数据库，推进数字化利用。（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按职责分别负责落实） 

五、紧扣强化政务公开保障，加强指导监督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完善主要负责同志主管、分管负责同志主抓、政府办公系统主推的政务公开推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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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至少听取 1 次政务公开工作汇报，专题研究部署推进政务公开工作。进一步明确市、

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主管部门职责，理顺工作机制，配齐配强工作力量，保障工作经费。把政务公开纳入高

质量发展综合考核评价，逐步提高分值权重，完善考评指标体系。 

（二）加强培训指导。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列入领导干部学法内容，切实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

行政机关对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认识水平。加大业务培训力度，采取集中授课、以会代训等各种形式，组织

开展政务公开工作培训和研讨交流，不断提升信息发布、解读政策、回应关切能力。 

（三）加强监督检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健全完善问责机制，对工作落实不到位、考核评

估长期落后的单位，以适当形式通报并约谈主要负责同志，督促改进提升工作。对本方案提出的涉及本地、本部门

的重点任务，梳理形成工作台账，实时跟进督查，确保落实到位。依法规范开展政务公开工作考核、评估。正确对

待社会上各类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结果，原则上不参加主管部门以外单位举办的评比排名活动，不以行政机关名义

领取民间奖励，不选择性参加评估结果对本机关有利的发布会等活动。 

各地、各部门要将本方案落实情况纳入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予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8.3.45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1997年 5 月 25 日) 

http://qzlx.people.com.cn/n/2013/0530/c364581-21670269.html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 

(1997 年 5 月 25 日) 

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加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党政机关的廉

政建设，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党中央、国务

院多次强调，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并就此作出过一系列规定。总的看，这些规定的执行情

况是好的。但是，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等奢侈浪费现象仍然存在，在有的地区、部门和单位还呈蔓延之势。

为了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进一步制止奢侈浪费行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重申和制定如下规定： 

  一、严格控制新建和装修办公楼。党政机关现有办公楼已达到规定建筑面积指标的，不准改扩建、新建或购买

办公楼。现有办公楼未达到规定建筑面积指标的，从 1997 年起三年内原则上不准新建或购买办公楼；因危房或新

增机构办公用房等确有必要新建或购买办公楼的，须按国务院发布的《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中的规定程序

报批。经批准新建或购买办公楼的，要严格执行规定标准。新建或购买办公楼不准贷款或挪用其他资金。贫困地区

的党政机关一律不准新建或购买办公楼。党政机关不得以建业务楼等名义新建办公楼。除正常维修外，现有办公楼

从 1997 年起三年内不准进行装修。正常维修不得提高原装修标准。 

  本规定颁布前已立项尚未动工兴建的办公楼，一律暂停，经重新审查后，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处理；已经动工的，

应严格按规定的建筑标准施工。 

  党政机关新建的已达到规定建筑面积指标的办公楼投入使用后，应及时交出超面积标准的旧办公楼供调剂使用。 

  二、严格控制各种会议。党政机关召开会议要坚持务实、节俭、高效的原则，既无明确目的又无实质内容的会

议或可开可不开的会议，一律不开。确有必要召开的会议，应严格控制数量、会期和参加会议的人数。要严格控制

各种类型的纪念会、研讨会、表彰会、新闻发布会等。要建立健全会议审批制度。党政机关召开的各类会议，不准

赠送礼品和纪念品，不准组织高消费娱乐活动，不准以开会为名游山玩水，不准向企业事业单位摊派会议费。要提

倡就地开会，提倡开电话会议。要逐步建立和推行会议费预算总额包干制度。1997 年会议经费的实际支出应比上年

至少压缩 10%。要减少对会议的新闻报道。 

  三、严格控制各种庆典活动。党政机关除经上级批准举办有特殊重大意义的庆典活动外，一律不准举办其他庆

典活动。凡举办全国性的庆典活动，须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审批，必要时报党中央或国务院审批；地

方性的庆典活动，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或政府审批，必要时报党中央、国务院审批。要本着节俭的原则严

格控制庆典活动的规模和开支。庆典活动不准发放礼品和贵重纪念品，不准向企业事业单位摊派各种费用。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参加庆典活动要由负责安排领导干部活动的部门统一安排，不准擅自应邀参加庆典活动；举

办庆典活动的部门对参加庆典活动的人数要严格控制。 

  四、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党政机关召开会议和公务接待要严格执行食宿接待标准，不准超标准接

待。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接待标准应当公开。有关部门必须严格执行接待制度，加强管理和监督。不准到上级领

导机关所在地宴请领导机关工作人员，不准利用各种学习、培训之机互相宴请，不准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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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对违反规定的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还要公开曝光。 

  五、严格控制用公款安装住宅电话或购买移动电话。党政机关要严格按规定安装住宅电话，住宅电话费实行对

个人规定限额、超额自负的制度。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除工作特殊需要并经部门主管领导批准外，不准配备移动电话；

不准占用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的移动电话。对现已配备和占用的移动电话以及用公款安装的住宅电话，要认真

清理，登记注册，对违反规定的一律收缴，并责令补交公款支付的一切费用。 

  六、严格控制各种检查，禁止形式主义的评比和达标活动。除按法律、法规规定和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外，

不准举办全国性或行业性的企业评比活动。经批准举办的活动，不准向被检查、评比、达标单位和个人收费或变相

收费，不准借检查、评比、达标活动之机大吃大喝和敛财。 

  七、严格按规定配备和更换小汽车。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任同一职务期间配备的小汽车，五年之内不准更换。

使用五年以上，能够使用的要继续使用；按照国家汽车报废更新的有关规定，经交通管理部门鉴定如已达到报废更

新标准，可申请更换。有关主管部门要从严审批。领导干部变动工作岗位，能在现有车辆中配备小汽车的，不准配

备新车。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借用下级机关或企业事业单位的车辆，对现已借用的车辆要一律清退。 

  八、严格管理公费出国(境)。严禁借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等名义用公款变相出国(境)旅游，不

准违反规定跨地区、跨部门组织出国(境)活动，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增加访问国家、绕道或延长在国(境)外停留时

间。党政机关要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访，一般性考察和没有明确目的及实质内容的出国(境)活动要坚决制止。地方

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一般不得单独组团出国(境)进行立法、司法、财税等领域的考察和交流。党政机关的省(部)级领

导干部，未经党中央或国务院批准，不得在国(境)外主持和参加经贸洽谈会、展销会、招商会等经贸活动，不得出

国(境)进行股票发行的推介活动，不得参加企业事业单位团组出国(境)。 

  九、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贯彻执行本规定。对广大党员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要经常进行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的教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协助党委、政府贯彻落实本规定，并对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关业务主

管部门应根据本规定精神制定实施细则，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严格审批，严格把关。财政、金融、审计等部门对本

规定中涉及经费开支的项目要严格管理和监督。各级宣传部门要抓好本规定贯彻落实的宣传报道，积极发挥舆论监

督作用。对违反本规定的党政机关，同级财政部门要相应核减其预算经费。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要视情节

轻重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和有关领导的责任，直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十、本规定所称党政机关，是指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工会、共

青团、妇联等各人民团体适用本规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参照执行本规定。 

8.3.460）《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2021 年 4月 29日)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4/83b2946e514b449ba313eb4f508c6f29.s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 

（2021 年 4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防止食品浪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食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包括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食物。 

本法所称食品浪费，是指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未能按照其功能目的合理利用，包括废弃、因不合理利用导

致食品数量减少或者质量下降等。 

第三条 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国家坚持多措并举、精准施策、科学管理、社会共治的原则，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措施防止和减少食品

浪费。 

国家倡导文明、健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提倡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反食品浪费工作的领导，确定反食品浪费目标任务，建立健全反食品浪费工作机

制，组织对食品浪费情况进行监测、调查、分析和评估，加强监督管理，推进反食品浪费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布反食品浪费情况，提出加强反食品浪费措施，持续推动全社会反食品浪

费。 

第五条 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加强对全国反食品浪费工作的组织协调；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每年分析评估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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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情况，整体部署反食品浪费工作，提出相关工作措施和意见，由各有关部门落实。 

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餐饮行业的管理，建立健全行业标准、服务规范；会同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

建立餐饮行业反食品浪费制度规范，采取措施鼓励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分餐服务、向社会公开其反食品浪费情况。 

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反食品浪费情况的监督，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反食品浪费

措施。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应当加强粮食仓储流通过程中的节粮减损管理，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粮食储存、

运输、加工标准。 

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采取措施开展反食品浪费工作。 

第六条 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细化完善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

用餐规范，加强管理，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公务活动需要安排用餐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节俭安排用餐数量、形式，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 

第七条 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采取下列措施，防止食品浪费： 

（一）建立健全食品采购、储存、加工管理制度，加强服务人员职业培训，将珍惜粮食、反对浪费纳入培训内容； 

（二）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放反食品浪费标识，或者由服务人员提示

说明，引导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 

（三）提升餐饮供给质量，按照标准规范制作食品，合理确定数量、分量，提供小份餐等不同规格选择； 

（四）提供团体用餐服务的，应当将防止食品浪费理念纳入菜单设计，按照用餐人数合理配置菜品、主食； 

（五）提供自助餐服务的，应当主动告知消费规则和防止食品浪费要求，提供不同规格餐具，提醒消费者适量取餐。 

餐饮服务经营者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 

餐饮服务经营者可以通过在菜单上标注食品分量、规格、建议消费人数等方式充实菜单信息，为消费者提供点餐提

示，根据消费者需要提供公勺公筷和打包服务。 

餐饮服务经营者可以对参与“光盘行动”的消费者给予奖励；也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收取处理厨余垃圾的

相应费用，收费标准应当明示。 

餐饮服务经营者可以运用信息化手段分析用餐需求，通过建设中央厨房、配送中心等措施，对食品采购、运输、储

存、加工等进行科学管理。 

第八条 设有食堂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食堂用餐管理制度，制定、实施防止食品浪费措施，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反

食品浪费意识。 

单位食堂应当加强食品采购、储存、加工动态管理，根据用餐人数采购、做餐、配餐，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和烹饪水

平，按照健康、经济、规范的原则提供饮食，注重饮食平衡。 

单位食堂应当改进供餐方式，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放反食品浪费标识，引导用餐人员适量点餐、取餐；对有浪费

行为的，应当及时予以提醒、纠正。 

第九条 学校应当对用餐人员数量、结构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加强学校食堂餐饮服务管理；选择校外供餐单位的，

应当建立健全引进和退出机制，择优选择。 

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按需供餐，改进供餐方式，科学营养配餐，丰富不同规格配餐和口

味选择，定期听取用餐人员意见，保证菜品、主食质量。 

第十条 餐饮外卖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餐饮服务经营者通过餐饮外卖平台提供服务的，应当

在平台页面上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分量、规格或者建议消费人数等信息。 

第十一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引导旅游者文明、健康用餐。旅行社及导游应当合理安排团队用餐，提醒旅游者适量点

餐、取餐。有关行业应当将旅游经营者反食品浪费工作情况纳入相关质量标准等级评定指标。 

第十二条 超市、商场等食品经营者应当对其经营的食品加强日常检查，对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分类管理，作特别标

示或者集中陈列出售。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反对铺张浪费，鼓励和推动文明、节俭举办活动，形成浪费

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婚丧嫁娶、朋友和家庭聚会、商务活动等需要用餐的，组织者、参加者应当适度备餐、点餐，文明、健康用餐。 

第十四条 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

求合理点餐、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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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及成员在家庭生活中，应当培养形成科学健康、物尽其用、防止浪费的良好习惯，按照日常生活实际需要采购、

储存和制作食品。 

第十五条 国家完善粮食和其他食用农产品的生产、储存、运输、加工标准，推广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引导适度加工和综合利用，降低损耗。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改善食品储存、运输、加工条件，防止食品变质，降低储存、运输中的损耗；提高

食品加工利用率，避免过度加工和过量使用原材料。 

第十六条 制定和修改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应当将防止食品浪费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在保证食品

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防止浪费。 

食品保质期应当科学合理设置，显著标注，容易辨识。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反食品浪费监督检查机制，对发现的食品浪费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严重浪费食品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商务等部门可以对

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被约谈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整改。 

第十八条 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将反食品浪费纳入

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和节约型机关创建活动内容。 

第十九条 食品、餐饮行业协会等应当加强行业自律，依法制定、实施反食品浪费等相关团体标准和行业自律规范，

宣传、普及防止食品浪费知识，推广先进典型，引导会员自觉开展反食品浪费活动，对有浪费行为的会员采取必要

的自律措施。 

食品、餐饮行业协会等应当开展食品浪费监测，加强分析评估，每年向社会公布有关反食品浪费情况及监测评估结

果，为国家机关制定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和开展有关问题研究提供支持，接受社会监督。 

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应当对消费者加强饮食消费教育，引导形成自觉抵制浪费的消费习惯。 

第二十条 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内容，纳入相关创建测评体系和各地市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范等，加强反食品浪费宣传

教育和科学普及，推动开展“光盘行动”，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饮食文化，增强公众反食品浪费意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持续组织开展反食品浪费宣传教育，并将反食品浪费作为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

的重要内容。 

第二十一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指导、督促学校加强反食品浪费教育和管理。 

学校应当按照规定开展国情教育，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纳入教育教学内容，通过学习实践、体验劳动等形式，开

展反食品浪费专题教育活动，培养学生形成勤俭节约、珍惜粮食的习惯。 

学校应当建立防止食品浪费的监督检查机制，制定、实施相应的奖惩措施。 

第二十二条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反食品浪费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报道先进典型，曝光浪费

现象，引导公众树立正确饮食消费观念，对食品浪费行为进行舆论监督。有关反食品浪费的宣传报道应当真实、公

正。 

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 

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相关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停止提供

信息服务。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建立捐赠需求对接机制，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等在

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向有关社会组织、福利机构、救助机构等组织或者个人捐赠食品。有关组织根据需要，及时

接收、分发食品。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食品捐赠活动。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可以搭建平台，为食品捐赠等提供服务。 

第二十四条 产生厨余垃圾的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厨余垃圾源头减量义务。 

第二十五条 国家组织开展营养状况监测、营养知识普及，引导公民形成科学的饮食习惯，减少不健康饮食引起的

疾病风险。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对防止食品浪费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活动予以支持。 

政府采购有关商品和服务，应当有利于防止食品浪费。 

国家实行有利于防止食品浪费的税收政策。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食品生产经营者等有食品浪费行为的，有权向有关部门和机关举报。接到举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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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机关应当及时依法处理。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未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违反本法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造成明显浪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严重食品浪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设有食堂的单位未制定或者未实施防止食品浪费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

定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第三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

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的，由广播电视、网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

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本地方反食品浪费的具体

办法。 

第三十二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8.3.461）《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中组发〔2007〕2号) 

 

8.3.462）《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中组发〔2007〕2号) 

 

8.3.463）《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中组发〔2007〕2号) 

 

 

8.3.464）《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中组发〔2007〕2号) 

 

 

8.3.465）《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中组发〔2007〕2号) 

 

 

8.3.466）《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中组发〔2007〕2号) 

 

8.3.467）《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中组发〔200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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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68）《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中组发〔2007〕2号) 

 

8.3.469）《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中组发〔2007〕2号) 

 

8.3.470）《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中组发〔200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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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部分 部分实景照片 

 

附件 15：2012-11-19 回去拍的实景拍照，可以提供原图（还有许多没有拍，可以现场见证，也因为篇幅原因不一下

列举），可以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鉴定真伪。最好是到现场去见证！ 

9.1 这是占用我们公摊面积的两楼之间的三楼的违建储存间（这违建可以拆除）。楼面裂缝补的状态 

 

 

 

 

 

 

 

 

 

 

 

 

 

 

 

 

 

 

 

 

 

 

 

9.2 这是露台，及屋面漏补的痕迹。上人屋面工程这样施工也符合规范？这露台护栏都成这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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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这是一直没有修的路面，还有看到的排油烟机，是排到的我们的排水管道。造成影响我们的业主室内有油烟排

进。一个车棚也不够放车辆,自行车没有地方放态 

 

 

 

 

 

 

 

 

 

 

 

 

 

 

 

 

 

 

 

 

 

 

9.4 这是一直没有修的路面。2010 年 5 月 24 日建设单位给县质站回复函说处理也没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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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这是在本三楼整改的给水管，只在电表上方加的给分管？这管材材质合格？解决了供水？可是现在还是影响

我们的供水。因为水压问题，用水的电器，业主安装了都没有用 

 

 

 

 

 

 

 

 

 

 

 

 

 

 

 

 

 

 

 

 

 

 

9.6 这是在本三楼整改的给水管，供水管和供电线路在一块？原设计图纸是这样？（求县规划建设局给我们业主

看，不肯）整改就是这样在三楼分加一个水管？这也能解决水压问题？这也符合国家强制性规范？这行政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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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这是供水管和供电线路在一块？这是 A 座 1 单元起火后的状态 

 

9.8 看看这上人屋面工程就是这样整改？是专业施工?资质在哪里?监督在哪里?农民自建房都不会这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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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两边楼道墙体都有裂缝,目测就可以说安全?从裂开的程度和时间的进展,目测就说安全?这是科学检测方法?是

专业施工? 墙体内外都有缝,如果是透缝,那一定是地基沉降产生的,还是像上面,如果不发展,问题不大,如果还要发

展,就要处理地基加固 增加锚杆水泥桩用钢筋 25mm 连接基础承台，资质在哪里?监督在哪里?农民自建房都不会

这样态. 

 

9.10 看看這是整改的门窗，都出现象曝裂。窗的外缘看是这是什么施工？这如何达到节能？材质何以合格?施工

造成的裂口都没有进行修补.谁验收了？2013-05-07,永丰县质监站的郭站长也承认没有验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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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看这种假冒著名品牌的建材，没有现场取样检测材质合格，也没有检测其密封性和隔声性能。没有验收检测

合格的工程,有有限保质期限吗?应是无限的根相关法律和工程规范 

 

9.12 2012 年 4 月 4 日拍看看室内漏成什么样，都无法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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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看看 2012 年 4 月 4 日拍 楼漏成什么样子。装修都损坏了。房内无法入住，楼面许多裂迹,墙体也有裂缝.混

凝土检测这样能过关吗?砌体检测能过关吗? 

 

 

 

 

 

 

 

 

 

 

 

 

 

 

 

 

 

 

 

 

 

 

 

 

9.14 看看 2012 年 4 月 4 日因为渗漏，卧室无法入住。下图为这漏的房楼面。（楼面拖干净了的状态）下雨要用几

个盆装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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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看楼顶露台加贴瓷砖，还会楼道裂，这是偷工减料造成。照片新贴的瓷砖，是最近新修，但没有按规范施工

态。砖是业主加上的。设计图纸李厚生主任说有设计。为什么不施工？ 

 

9.16 路面说维修一直没有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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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看看路面说维修一直没有维修 

 

 

 

 

 

 

 

 

 

 

 

 

 

 

 

 

 

 

 

 

9.18 看三楼平台,修补状态.裂成这样的楼面?能安全?安全几级?能抗震？为什么不现场取样检测?补痕迹成花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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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此照为 2010 年 5 月 24 日我们在永丰城建档案馆拍到通过审批的图纸和 2013 年四月三日永丰县规划建设

局规划科公开出来的文件相差远。2013 年公开的没有设计单位的公章、没有图审章、无设计师的签名、执业印章

等。只有永丰县规划建设局规划科的章。这是执法者违法乱纪！ 

 

9.20 此照为 2010 年 5 月 24 日我们在永丰城建档案馆拍到通过审批的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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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此照为 2013 年 4 月 3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规划科公开出来的文件相差远。公开的没有设计单位的公章、没

有图审章、无设计师的签名、执业印章等。只有永丰县规划建设局规划科的章。这是执法者违法乱纪！ 

 

9.22 外墙裂迹累累。说整改了，根本没有整改！上海专家说：二结构连结框架设置和砌筑墙体钢筋拉结无设置或

砂浆标号有误。铝窗框安装在墙体上固定，照片上却安装在粉刷外，窗台离窗框下方五公分没有设防水层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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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排水管、排污管、给水管等管材因为材质差。早都出现烂裂 

 

9.24 空调栅栏，工程图纸是铝合金！2013-05-07 吉安市规划建设局下来也看到有一业主家的将要掉下来了！造安

全事故谁担责？见照片：http://geovindu.blog.163.com/album/#m=2&aid=222434544&pid=777433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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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2013 年 06 月 B 座 郑 老 师 家 的 门 玻 离 因 为 材 质 曝 裂 而 将 要 掉 下 来 了 。 相 关 照 片 见 ：

http://geovindu.blog.163.com/album/#m=1&aid=222434544&p=1 

 

9.26 上人屋面工程就是这样整改？是专业施工?资质在哪里?监督在哪里?农民自建房都不会这样态，裂成什么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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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窗周围的墙体也裂迹累累，是因剪刀墙渗水，浇注混凝土不密实 

 

9.28 自来水水质很差，流出来的自来水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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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2014-04-10 拍摄，门窗因刮大风，自然脱落，窗框都散架，玻璃散落一地，还好是向内倒的，否则压伤死人

谁负责？ 

 

9.30 2014-04-10 拍摄，门窗因刮大风，自然脱落，窗框都散架，玻璃散落一地，还好是向内倒的，否则压伤死人

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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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2014-06-02 拍摄 顶屋楼面裂成这样，漏成这样，业主都不敢装修。 

 

9.32 2014-06-02 拍摄,楼面下水管处漏成这样?防水如何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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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2014-05-18 拍摄 铝合金材质太差.看看都变形,密封都没有施工,如何节能?材质何质? 

 

9.34 2014-05-18 拍摄 铝合金材质太差.看看都变形,密封都没有施工,如何节能?材质何质?2012 年 5 月 2 日在永

丰县质监站会议室,我们十几个业主,就向郭成峰站长写了反映问题的字条给他.但根本就对我们的问题至之不理. 

2014-05-18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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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 2014-05-18 拍摄,给水管,因材质不好,自然漏水. 

 

9.36 2013 年 10 月  拍摄 自来水管材质不好,自然漏水.永丰县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也说小区的水管布置不规范

并且材质差,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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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2014-05-18 拍摄,整改的门窗材质差.没有做密封施工. 

 

9.38 2014-05-18 拍摄,因卫生间无做防水施工,造成水渗漏到楼道,墙体墙面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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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 2014-05-18 拍摄因窗缘墙体渗漏,造成室内木制装发霉,房内墙体发霉,龟裂. 

 

9.40 2014-05-18 拍摄,看整改的门,密封没有施工.牢固性无施工.安全性在哪里?监理,监督,检测在哪里,向省厅稽查

执法办公室投诉无人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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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 2014-05-18 拍摄, 顶楼水檐水沟的防水都已经自然和脱壳 

 

9.422014-05-18 拍摄 看看墙体的水泥沙浆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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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2014-05-18 拍摄 排水管都自然破碎 

 

9.44  2014-05-18 拍摄 层面的防水层都已经自然脱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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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 2014-05-18 拍摄 外墙裂成啥样? 

 

9.46 2010-4-15 拍摄于市政花园靠永丰县国税局西边楼道,这种安全隐患,农村自建房也比这强,投诉了几年还是

原样?线路布置规范,并有墙体裂开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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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 看看这上人屋面防水脱落？是专业施工?资质在哪里?监督在哪里?农民自建房都不会这样态 

 

 

9.48 去江西省建设厅稽查执法办公室门口宣传栏多好看,有没有实际行动?我们投诉了为什么不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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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 我们投诉了为什么不执法?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为什么我们投诉的问题不执法?这是局执法

会议通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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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 2014 年 4 月 8 日拍整改的门窗是什么样,施工都未做. 

 

9.51 2014 年 4 月 8 日拍整改的门窗是什么样,刮风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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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2014 年 4 月 8 日拍 A 座 4 单元 502 王建华家的卫生间的排污漏了. 

 

9.53 2014 年 4 月 8 日拍整改的门窗是什么样,刮风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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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 2014 年 4 月 8 日拍整改的门窗是什么样,门窗周围的漏水样,都长青苔了. 

 

9.55 2014 年 4 月 8 日拍整改的门窗是什么样,施工都未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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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6 2014 年 4 月 8 日拍给水管加的什么样?都在漏水. 

 

9.57 2014 年 4 月 8 日拍看看室内的屋面裂开漏水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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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 2013 年 10 月 23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公示工程图纸无任何单位印章、无设计师签名、无执业印章、无图审

印章、无设计日期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3069 页 共 3277 页 

9.58 2013 年 10 月 23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公示工程图纸无任何单位印章、无设计师签名、无执业印章、无图审

印章、无设计日期. 

 

9.59 2013 年 10 月 23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公示工程图纸无任何单位印章、无设计师签名、无执业印章、无图审

印章、无设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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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 2013 年 10 月 23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公示工程图纸无任何单位印章、无设计师签名、无执业印章、无图审

印章、无设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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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 2013 年 10 月 23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公示工程图纸无任何单位印章、无设计师签名、无执业印章、无图审

印章、无设计日期. 

 

9.62 2014 年 05 月 20 日究竞谁在说谎,下水管口装修时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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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2013 年 02 月 21 日向省政府申请公开的相关文件一直未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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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4  县级部门以直在隐瞒说开发商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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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  到县政府投诉规划建设局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3075 页 共 3277 页 

9.66  自来水水质问题 2014 年 4 月 16 日 21 时左右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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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 地方选择执法，业主要漏水而建的防水铁皮棚要强制性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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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 上人层面的防护栏都已经烂了 2018 年 05 月 05 日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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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 因墙体和排水管裂开，造成漏水，房屋无法入住，也会造成漏电隐患 2018年 05 月 05日拍 

 

 

此文件彩色文档查阅览：http://www.dusystem.com/20130421.pdf  

请认真了解 2006 年之前版本的国家工程强制性规范、标准规范、和相关的建筑及行政相关法律来看待问题.而不要

片面的来认识问题.新版本的强制性规范要求更严格.而不要以一般的民生问题来看待问题.谢谢.如果不了解工程过

程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无法了解工程过程的正确性!也无法了解工程解决的正确性!而不是片面的看待片面的书面文

字!片面的文字只是抽象事物的片面代言!不是真正的完全真实的叙述.!何来断判断定谁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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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永丰县城乡建设局 2012 以来工作情况汇报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209/t20120928_985387.htm  

进一步狠抓建筑业管理，深入开展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依法规范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行为,完成建安总产值

1.789 亿元。完成建筑设计、地质勘察 52 项，招标代理 52 项，工程招投标 39 个(公开招标 35 个，邀请招标 4 个)，

施工图审查 31 个，监理工程 31 个，建筑施工工程 31 个，建筑面积 17.56 万平方米，设计图纸审查率、工程招标

率、工程监督率、竣工验收备案率均达 100%。强化了建筑业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监管，集中组织施工安全生产大

检查 5 次，查处杜绝各类事故隐患 20 起，发出整改通知 30 份，确保了安全生产无事故，认真落实工程质量责任

制，对工程质量进行常规监控，加大施工现场巡查管理，加强了建筑材料的检测鉴定，工程竣工合格率达 100%。 

  第十部分 已知的文件摘要 

 

附件 17 永丰县城乡建设局相关文件（相关文件都不肯给予，间隔好久通过省厅安里小姐督促复印，不肯给予原件）

证据扫描:http://www.dusystem.com/yongfeng001.pdf（不一一摘要） 

文件名称 文件号 单位 内容摘要 备注 

     

     

关于永丰县市政

花园房屋工程与

违建，容积率等

问题公开投诉的

督办意见 

吉 市 建 纪 字

[2013]6 号 

吉安市规划建设

局 

 包庇违法问题 

关于国家信访局

投诉受理办网上

件反映永丰县花

园有关情况的回

复 

永建信字[2013]6

号 

永丰县规划建设

局 

建筑面积 14000

平方，结构层次

为 6+1 层 

包庇违法问题 

关于永丰县市政

花园业主涂聚文

反映住房存在违

建等问题的处理

情况汇报 

永 建 信 字

[2013]35 号 

永丰县规划建设

局 

 2013-05-22 16:16 涂聚文向江西省建

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质量科

科长吴凡索取文件，传真了永丰县

规划建设局〈关于永丰县市政花园

业主涂聚文反映住房存在违建等问

题的处理情况汇报〉永建信字

[2013]35 号。,对于吉安规划建设局

《关于对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涂

聚文房屋工程质量投诉件事处理的

回复》吉市建纪字[2013]3 号不肯给

予。曾向吉安市规划建设局工作人

员也不肯给予。他们汇报和问题，不

是事实，并是敷衍处理问题。没有依

法依规处理！ 

关于对吉安市永

丰县市政花园涂

聚文房屋工程质

量投诉件事处理

吉 市 建 纪 字

[2013]3 号 

吉安市规划建设

局 

 原文件的全文不肯给予和公示。 

提到“聘请了深圳市卓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而公开的方案文件提示

是“北京卓宝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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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复 但在其文件中从没有这家公司的公

章盖印！从几次的处理方案中都是

这样，有造假之疑。 

关于永丰县市政

花园业主涂聚文

来信来访投诉工

程质量问题的公

示 

2013 年 4 月 3 日

上午公示 

永丰县建筑工程

质量监督管理站 

 相关的内容，涂聚文对其不是事实

求是，不依法依规的认真处理公示，

也寄到了相关建设主管理部门，可

见快递单和相关写的资料。 

关于涂聚文反映

永丰县市政花园

房屋质量等相关

问题的答复 

永 建 信 字

[2009]33 号 

2009-09-17 

永丰县规划建设

局 

2009 年 9 月 17

日董局长组织相

关人员察看现场

后，住户的塑钢

窗材质比较差，

强度、耐老化等

都达不到要求，

根据住户调换塑

钢窗的强 烈要

求，责成施工单

位将塑钢门窗进

行调换，供水管

道水压不够，责

成开发商增设增

压泵，一楼、三楼

排水畅，责成开

发商重新修筑排

水暗沟，小区路

面要求开发商重

新返工重做，以

上工作均要求在

一个月内完成。 

门窗做了换，但质量也存在严重，

2013 年 6 月有业主的门的玻璃都要

掉下来了。因为材质差，出现曝裂现

象。去年又向相关部门投诉了。其他

的问题，一个都没有处理过。只是在

文件提了。因水压至今造成用水不

方便。许多电器无法用如太阳能无

法安装。 

关于永丰县市政

花园业主重复来

电反映房屋质量

问题的回复 

永 建 信 字

[2010]32 号 

2010-07-22 

永丰县规划建设

局 

“路面质 量问

题：开发商代表

已经请人在”双

抢“完后对路面

进行重新浇捣。 

至今路面没有修。下水暗沟也一直

没有处理。 

关于涂聚文反映

永丰县市政花园

工程质量问题的

督办通知 

吉 市 建 建 字

[2010]6 号  

2010-03-13 

吉安市规划建设

局 

 根本没有依督办通知中去执行 

永丰县市政服务

大楼业主投诉质

量问题专家论证 

2010-04-06 黄素平 ,谭光伟 ,

刘振桉 ,胡莽原 ,

胡足莲,肖坚 

“由于施工单位

示能提供塑钢型

材进场报 验料

才…”,”由于施工

单位也未能提供

PVC 管材的报验

资料…” 

从起始建设,至投诉整改还是这种态

度施工?为什么可以一直这样?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是干什么的?也没有

按上面说的去做.原文件没有给予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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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妥善处理永

丰县市政花园工

程质量投诉问题

的实施方案 

永建字 [2010]40

号   2010-07-30 

永丰县规划建设

局 

可见其文件 没有执行方案。以敷衍的方式，并以

欺骗业主的方式处理问题，而不以

工程规范，强制性规范处理。存在行

政不作为，渎职！网上公开说按这个

处理?怎么按的处理了?这不是在渎

职吗? 

关于永丰县市政

服务大厅工程综

合验收备案审查

会议纪要 

县 建 备 字

[2008]12 号  

2008-05-20 

永丰县建设工程

综合竣工验收备

案审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 

通过备案审查，

市政服务大厅工

程在建设过程中

存在以下问题：

绿化不够，院内

排水井盖不符合

要求，电梯配置

不到位，内院积

水要整改，存在

少批多建现象。 

可是提出的问题没有整改，至今存

在。其中提示为“八层“有的是两排

四个角的业主是九层。 

责令停止 违法

（章）行为通知

书 

永建停字 [2007]

第 006 号 

2007-3-14 

永丰县规划建设

局 

“审批六层，建

设七层”执法人：

陶支平，聂志刚 

还是让其建设了八层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工程规划计

可证 

编号 2006 永建

字第 018 号 

永丰县规划建设

局规划 

经 2007 年 09 月

24 日接受全县房

地产市场秩序清

理中，超建第七

层 1944.13 平米 

 

关于欧阳修广场

北侧国有土地使

用公开挂牌出让

方案的批复 

永府办 [2005]39

号 

永丰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 

该土地规划用途

为公益性和商住

综合楼,建设楼群

7 层,其中一二层

为公益性项目楼,

三四层为自选项

目,五,六,七为商

住楼 .建筑限高

25 米,(7 层);绿地

率≥25%建筑密

度≤40%;容积率

≤2.8; 

而现在实际为八层楼.两排楼四个角

的住户为九层.建筑密度,绿化率,容

积率都存在超标.公摊面积存在乱算

业主的质疑. 

     

     

  第十一部分 联系各部门工作人员记录简摘要 

11.1 简要电话记录 

 

（2013 年以来的基本都有录音记录，在此不提） 

江西省省长史文清（13767032397），吴新雄（13767010237）省长手机回复至从 2009 年 6 月 30 日以来，至今

没有拿到回复函。每个月都在催要，都难拿到呀？何意？我们的行政效能在哪？2009 年 10月 5 日，董局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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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时间和大家会面，并当场和开发商通话，告之，会给我们解决的。2010-6-22 14:45 本人咨询省建设厅办

公室（0791-6262826）告之转到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0791-8500935）2010-6-23  8:41 又告

之：0791-8514580 转至质量科 之后我电话,对方吴凡(科长,从电话别人的声音知道的)说先和永丰县质检站通

过了电话.2010-6-24 8:14 电话给王大胜县长.2010-6-24 8:43 电话给质量科长吴凡,并答应下来解决.2010-

07-15 15：02：24 吴科长答应本月 26 或 27 日下来现场勘察。2010-07-22 14：58 0791-6262826 工作人员说

陈(俊卿)厅长批文成立专案组执行，叫我咨询 0791-8500935。2010-07-23 8:32 质量科科长吴凡答应,并要我

们选出代表,好确定时间下来.告之先把问题写给朱连生 13707965666,以便好解决.但我们写好的报告他们不接

收,在吴科长的电话督促下,第二天几个业主一起去给了肖站长. 2010-07-28 下午 14:00 省里的工作同志,现

场勘察.2010-07-29 计划和相关单位座谈,而没有做，而只是与包工头、开发商代表、城建局的人会谈，而把

我们业主拒之门外。2010-07-29 9:57 电话质监局 07918514580,告之通过联系 13879139132,告之已回省里.不

知道怎么取消计划了.2010-07-30 10：25 省厅的同志 07916225759 帮我问结果如何，11：14 咨询省厅办公室

同志 07916262826 要过段时间给予书面答复。2010-08-06 8：24 07916262826 服务态度不情愿 2010-08-06 

18：01 18970692222 郭站长来电说我 18：05 0796-2206209 工作人员小姐来电说回复函之事，问及姓名无

答，是给 2010-07-21 的回复函。2010-8-13 8：23 省长吴新维手机告诉之无奈，要其告之建设厅陈俊卿的办

公电话，告之，那是属于类似私人电话，不能告诉。告诉其他电话：0791-6223793（后知是房改办电话，要我

们找其他部门）。2010-8-12 10：58 江西卫视都市现场如果下来告之。07916277236 督察处领导电话也打过。

2010-08-30 8:41 0791-6277236 回复函找小安 8：42 小安说在省建设厅 301 或到永丰县城建局索要。2010-

09-01 8:29 07918514580 吴科长告之，十几号专家论证意见已出来了，实施方案也出来了，而我们业主全然

不知，十几号去找董局，也不有告之，吴科长说的文件号是：永建字（2010[40]）号文件。至今没有公开，索

要省质监局的现场勘察报告，对方说，他们只对省厅报告，如果要报告，他们就不管了，而无奈不敢要。2010-

09-02 十几位业主去找董局长，说没有东西可拿，只有打电话省建设厅督察处找 07916228944，省质监局电话

无人接，直接打了吴凡的手机 13879139132，叫他们督促。还打了吴新维省长手机 13767010237。建设部的电

话。后才给予，并有文件根本没有盖章。并电话给建设部稽查办公室 010-58933096。A 栋 3 单元 501 业主家的

在 2010-09-03 日晚门窗因刮风掉落。2010-09-06 9：04 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办公室电话 0791-

8500935，接电话人不知详细情况， 要我找质量科要回复。2010-9-27，十几位业主到永丰县城建局找董局长，

但说去开会了，每每找找他们就是开会。是否都在躲着？2010-9-28 晚，开发商杨裕国（在 9 月 5 号左右来过，

董局长有他们的手机号，董局长在他的办公室和他们会谈过，业主都看到了），吴换炎在永丰县凯旋门大酒店

请包工头艾信美，永丰县县长等领导吃饭。2010-10-02 早上七点 B 座 1 单元 702 早上七点左右阳台大门一扇

门已经自然落下，2010-10-05 晚上八点左右又告之又有阳台大门自然落下。2010-10-15 8：21 0791-6262826

我想知道是否质监局给报告了没有。对方说接电话的小姑娘出差去了。0791-6277236 说寄过去的文件还没有

认真看。 2010-10-26 15：17 0791-6262826 叫我找吴科长，2010-10-26 15：19 0791-8514580 吴凡科长说

应公开解决方案，并应有专家认证。我说为什么没有按 40 号文件做？他说他没有拿那个文件在手上？2010-

10-28 上午用公司电话打到建设稽查办公室，下级部门报告找不到施工单位。2010-11-4 这几天打所有部门都

没有人接电话。2010-11-4 9：48 打了吴新雄省长手机号码，没有受理。以来只有 0791-6228-944 安小姐的态

度满意。其他难以满意。0791-8514580 吴科长说他们单位的职能有限，没有办法，已报省建设厅孙刚。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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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10：34 0791-6291594 告之找 6230061 胡生 2010-11-5 14：46 告之找 0791-6228944，15：06 0796-

2567516 王大胜县长，我说市政花园质量问题，他说知道了。2010-11-8 我们十几位业主到城建局到永丰县城

建局找董局长，告示上在岗，而工作人员说去开会了。吴凡说叫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过来，而他们

根本不愿意按规定办事！ 2010-11-12 10：55 建设部稽查办公室 010-58933096 对方告之领导找，等会再打过

来。11：29 再电话过去告之，领导要报告，要赶，问之贵姓，不愿告之。2010-11-19 10：42  010-58934246 告

之寄资料。2010-11-22 09:46 安小姐说好久没有关注，不太清楚了。和吴科长通过电话，要我打电话找吴科长。

我们不希望互相推来推去。2010-11-24 15:06:04 13725320799 电话来说是在上饶，到永丰来请我吃饭，是广东

人音，我问是开发商杨裕国，他说是，我说他说话没有这么年轻。 2010-12-7 13766264227 打电话给我们老婆,

说一些伤人心的话.并且知我们底细.早段时间我也接到一个来于广州区域手机的电话,对方告是在上饶,广东音,

说来永丰请我吃饭.2010-12-15 8：30，9：36 又电 0791-6228944 安小姐说他们只能打电话联系了。说什么换了

五十多户了，我说没有检测材料，她说你咱知道，你没有在永丰，怎么知道？我说，不相信我说的，你可以叫

他们传真报告呀？她说怎么可能，天天这样传？她还说，钱是局里借的钱在弄。我说怎么可能是局里来出钱呢？

她说我不要乱扯。这样乱扯，就帮我到这里。这是什么话？她要我自己找当地部门，我说，他们实际不做，不

是你们上级部门来管的吗？说多了，说我乱扯，怪不得没有人和我沟通。我直说了，难道就是错的吗？心寒。

她说她不是专业人员，她不懂要怎么弄。2011-1-5 10：00 左右，叫我再传真资料给他们。2011-1-18 9：24 打电

话给安小姐，快递收到了。她说文件也要给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局一份。我说还有更详细的，她说是送来

的也挺详细的。2011-6-8 9：29 打电话给安小姐。说她只是个工作人员。2011-06-29 上午电话到住建部稽查办

公室，省稽查办公室，省质监局质量科。无奈，都是互相摧托。 

2012/10/16 8:22 吉安市长电话 

2012/10/16 8:33 江西建设厅稽查办公室 

2012/10/16 8:37 省委办公厅电话 

2012/10/16 9:37 省质监局质量科 

2012/10/16 9:45 郭站长来电 

2012/10/16 15:24 郭站长来电 

2012/10/17 8:55 县建设局长办公室无人接 

2012/10/17 9:07 省质监局质量科 

2012/10/17 9:07 打给吴长手机 

2012/10/17 9:09 省厅稽查办安小姐告之打给其领导 0791-86252146 

2012/10/17 9:15 打其领导 

2012/10/17 9:18 建设部稽查办,告之其不接电话 

2012/10/19 8:28 找吴科长 

2012/10/19 9:00 市建设局办公室 

2012/10/23 9:05 郭站长的打电话过来,我告之先给吴科长看了确认再说. 

2012/10/25 14:48 郭站长发来方案,在邮件中.说会传真给吴科长了. 

2012/10/25 15:02 吴科长说出差,马上开会.叫我 18:30 去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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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5 18:37 吴科说手机快没电了,没多久,听不到有人出声.再打.通话中.再打,已关机. 

2012/10/26 9:03 打给安小姐的领导 

2012/10/26 8:59 打给安小姐 

2012/10/26 9:15 告之,回复在发给他们邮件中. 

2012/11/1 8:37 质量科吴科长,说过的话不承认,邮件没有给我,在安小姐面前说,有问题发邮件给他. 

                   上次电话报告说给,现在要不肯给.他还说我打挠他的工作. 

2012/11/1 8:56 打给安小姐 

2012/11/1 9:00 安小姐的领导不接. 

2012/11/1 9:08 吉安建设局,告之找建筑业务科 0796-8231061 

2012/11/1 9:11 打 0796-8231061 

2012/11/7 9:08 吉安建设局业务科,说联系不到我? 

2012/11/9 9:06 告诉安小姐,我把他们的发的资料用邮件转发给她了,她并要我向吴凡说没有.叫我告诉他. 

2012/11/28 15:40 省厅,告之转信访办.告之电话,0791-86286536 

2012/11/28 15:46 打信访办电话,她查了之后,我再打电话过去. 

2012/11/28 10:47 问吉安市长手机,说,她不知道处理情况,也不知道转什么部门了. 

2012/12/3 15:16 010-58934291 告之待查. 

2012/12/3 15:06 省厅信访办叫我找办公室,她那没有. 

2012/12/3 16:23 打给省厅办公室,他们查一下. 

2012/12/4  市吉安建设局建筑业务科,说帮我问一下.就挂了. 

2012/12/5 10:20 省建设厅办公室转之省质监局 0791-388500862,我问之,找谁,聂小姐. 我 10:30 打之,说聂

小姐电话 0791-88500935.聂小姐说,他是行政部门,她管不了业务上的事情.告之转给吴凡了.晕.我打来找去.还是

找他?晕,何为投诉?投诉人找被投诉人? 

2012/12/5 10:49 010-58933137 告之我们找纪检部门. 

2012/12/14 聂小姐说,业务上的的事情她管不了.要我直接找吴凡. 

2012/12/20 10:05 打吉安市建设局电话,要我找建筑业务科,我问找说?他说找刘振华. 

2012/12/20 10:06 打到建筑业务科.接电话说不他不在,不知道.我问他贵姓,他不说.他就挂了电话. 

2013/1/8 15:50 0796-8231172 刘振华科长 2010年 5 月到职,告之把材料寄去 

2013/1/11 8:48 我要求按程序办,二建戴经理不愿意.我说通过城建局来处理.他就把电话挂了. 

2013/1/11 11:12 吉安市市长热线 079612345 

2013/1/17 8:42 吉安市城建局办公室,说我找 8231061 找建筑业务科 

2013/1/17 8:47 省建设厅说,没有收到信件,伍先生说没有收到.告之收发室电话 

2013/1/22 收发室 

2013/1/22 9:30 市长热线 

2013/1/22 10:14 打刘振华电话无人接 

2013/1/22 14:54 打刘振华电话,说有通知永丰县城建局质监站长,我说没有任何行动呀.网上公开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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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改了,他说帮我们问一下. 

2013/1/25 10:49 刘振华说,转质监站去了. 

2013/1/25 10:42 0796-86262826 说没有收到快递信件 

2013/1/25 10:43 省建设厅收发室说到收了,转办公室了. 

2013/1/25 10:44 问收发室说办公室说没有收到.我说具体到哪里了?她说转其他处了.到陈平厅长秘书处

了. 

2013/2/7 10:20 0791-86262400 吴小姐我说办公室的吴先生,她说是单人旁一伍.说了永丰县市政花园工

程质量,违建,容积率等问题.也说了找的省厅的相关人员. 

2013/2/20 9:34 市长热线 叫我找纪检部门或检察部门. 

2013/2/20 9:42 刘振华无人接听. 

2013/2/21 9:05 刘振华说,操局长,纪检组的李主任在处理.因为年前没有时间. 

2013/2/22 10:43 李主任来电说,在我家门口.听业主说,只是拍了录像,还是和原来的一样走形式?去了两

家就走了.每次不管省厅,市局的人下来都一样,都是一个过场? 

2013/2/22 10:43 李主任来电说,在我家门口.听业主说,只是拍了录像,还是和原来的一样走形式?去了两

家就 

走了.每次不管省厅,市局的人下来都一样,都是一个过场?县里的工作人员就更不用说了.都有业主说,县里的工作

人员来,业主都不会出来.因为出来也没有用. 

2013/2/22 14:24 去电问李主任,违建他们有没有看,他说有,我说私人的违建和开发商违建呢?质量问题呢.他说存

在.我说你们怎么办吧.他说也不是他说了算...... 

 

通讯记录可以查询中国移动公司 13824350518 手机，有中国移动公司的通讯记录为证！之后记录有公开的录像记

录 http://i.youku.com/geovindu 。 

11.2 去各行政机关机构现场找工作人员记录 

⑩去现场找工作人员记录：（从 2019 年 1 月开始投诉（见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商品房质量与违法违规建筑

问题报告报告,对向各级行政管理单位的邮寄投诉资料或电子邮件或网上的投诉!）。手机通话记录可以查（今年的基

本有录音）受托人手机：13824350518，去各部门去了 N 次，只主要简述 2013 年的(有录音)，更多有的文件可以查

相单位或我们有的可以提供。一直以来没有工作人员或单位有一个合法的对我们的相关问题的结论！而是互相推诿!

学习群众路线?） 

曾经吴凡下去过两次，龚福根、安里、傅仲生下去过一次。肖坚，林葆卫、李厚生、刘旭军等人也下去过现场（去

过现场没有给我们任何结论。而现在每次投诉都是要不专业的我们自己写，这不是在徇私舞弊吗。专业人士去了现

场勘察不说现场存在、相关工程设计图纸、相关规划审批、监督、备案等相关问题。也从来没有给我们任何合法程

序的论证结论,也从不给我们合法的书面式的公示我们真正存在那些违法乱纪的问题.一直是归口管理,而归属地存

在的问题,又说没有权属管辖权.造成互相推诿一直不行政依法处理百姓诉求.） 

   2013 年 04 月 1 日 40 多位业主去了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傅小春办公室，会议室，永丰县信访局 

   2013 年 04 月 2 日 5 位业主去了吉安市规划建设局纪检组纪委副书记李厚生、吉安市信访局 

   2013 年 04 月 3 日 2 位业主去了江西省住宅与城乡建设厅纪检组吴小姐、稽查执法办公室安里科员和傅仲生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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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04 月 3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公示的总平面图没有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印章、个人执业资格印章和签名. 

   2013 年 05 月 2 日去了吉安市规划建设局纪检组纪委副书记李厚生、刘振华科长不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站林葆卫。 

   2013 年 05 月 7 日和吉安市规划建设局李厚生，肖坚，林葆卫，刘斌等，永丰县规划建设局等人看现场和至县

规划建设局会议室。没有人确认公示图纸的合法性及相关建设工程问题的结论。有现场录音但他们都不充许拍摄。 

   2013 年 09 月 16 日，5 位业主，提前和吉安市规划建设局李厚生约定去看工程图纸。而至没有给看。说他们正

好调换岗位。新来的黄小兵纪检组领导。叫来李厚生和肖坚，他们答应叫当地公示处理方案。我们以书面的回复。 

  2013 年 09 月 17 日，4 位业主，也是提前约定 江西省住宅与城乡建稽查执法办公室，到办公室门口，打电话找

安里，接电话人说安里不在。我们直接找梁卫明主任。他告之我们说处理好了？我说哪里处理好了？他找来傅仲生

和安里和我们坐谈，说等吴凡，一直等，最后说，吴凡不来了。下午我们直接去了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

理局，找了吴凡、局长钱勇。说吉安当局不作为,要我们把问题用材料寄过去。材料寄过去，一直打电话无人接。 

2013 年 09 月 25 日永丰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的<通知>存在包庇问题.从电话和吴凡确认不存在说,只存在一个

问题.郭庆峰打电话来要我明天去开会，我是我有深圳来不了，只要你们按永建字 2010[40]号文件执行就可以了。再

说要我们自己修，也要用正式书面的程序来处理。不是说句话就可以。你们连书面的东西都不执行，我们哪里相信？

按工程的程序，先要确认问题。再谈造价是多少。再来说纠正才象话。存在的问题都没有清楚或都不确认. 

2013 年 09 月 26 日 在江西建设监督网有公示。还是想包庇相关问题。只提一个问题。 

2013 年 10 月 09 日永丰县第二建筑公司公示出来的方案和个人执业资格明显存在违法问题,一直以来都这样,而相关

城建行政主管部门失职并包庇.因为在对上级部门都在说处理了.这是什么处理方式?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处理也叫处

理.违法式的处理都”合法”化处理?建筑市场秩序如何维护? 

2013 年 10 月 21 日 2 位业主把业主联名投诉方案公示中的违法行为及其他相关问题的材料亲手交给永丰县规划建

设局局长傅小春.并快递和扫描以邮件方式发给相关单位. 

2013 年 10 月 23 日贴出来的图纸不清晰，并且都有没有印章的图纸。相关建筑法规明确要求有一套图审程序和相

关执业资格的个人印章和单位印章。这是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执法犯法、违法违规审批”合法化”.抗震设计在国家、

江西抗震法律规有明文规定,而永丰县规划建设局为什么说不需要?对于设计需要的为什么在验收和现场勘察时,没

有书面的结论给投诉人?这是在包庇违法违规责任人或单位. 已向各部门打电话投诉告之，还是在互相包庇！ 

2013 年 10 月 28 日永丰县县委办去电 15979619611,而 07962511760 来电说,永丰县规划建设局说好多问题整改了,并

且还有一两家处理.我告诉工作人员,10 月 23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在我们小区公示的图纸大部分都是违法的,都没有

任何印章,我告诉他可以现场去拍照或录像.他说他不懂.要我去找永丰县规划建设局.我说,我们向你投诉他们,你要我

们去找被投诉人?难怪各级部门都这样互相推诿.才会造成问题迟迟不解决落实!而不依法行政!并不责任到位!造成

无法依法依规落实我们的问题！才会出现各级部门包庇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或是说下级部门不作为，他们没

有权利管！从而难以落实民生的切实问题！ 

2013 年 11 月 25 日去永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见了张主任,刘治平县长秘书管秘书,他们之前没有去现场取证查看公

示的相关工程图纸.就已经拟好了 2013 年 10 月 22 日的回复文件.去了二十多位业主,政府办反叫来了永丰县建设工

程质监督管理站的郭站长等人来,又是吵了一架.并叫来公安局长的人员录像.我们投诉他们,还是把被投诉人找人和

投诉人闹架.最后忽悠我们到信访接待室,最终县政府办的工作人员.又偷偷留走了.信访局的人说不懂,也不能做任何

签复! 

2013 年 11 月 25 日 吉安市规划建设局操局长,他也是同样的话说,他不懂.找来林葆卫站长,并带到会议室谈了一下.

还是说,不能按强标和设计图纸的规范来纠正问题.要按他们的要求去做. 

2013 年 11 月 26 日 江西省住宅与城乡建设厅信访办谭小姐接待我了.告之余处长处理我们的投诉.后余处长告之,他

督办,梁卫明主任和钱勇局长办理.材料我去之前都快递寄给了各单位,就不用多说了.去了稽查执法办安里和省建设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见了钱勇局长和吴凡科长.我们就等待三个部门如何处理了!走之后,我说了一句依法办事! 

2014 年 04 月 8 日 涂聚文 8 位业主去见了省建设厅余处长，余处长告之和姚处长负责。涂聚文要求余处长找来吴

凡,需要现场咨问.但还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都是想忽悠过去! 

2014 年 04 月 10，12 日分别向省建设厅信访办，省建设厅稽察执法办,省政府信箱告之门窗倒踏之事。 

2014 年 9 月 10 日 5 位业主去了省政府，省政府门卫工作人员要我们去省信访局找魏队长，现场他们拍了我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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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面内容,去了省信访局左巍巍登记，许卫东（女）接待，她说不用书面回给我们，也不用回执，地方给予省信访

局的答复也都不用给我们，过一年多答复，要我们找地方去要。对于我们申诉材料不看，她没有时间看，她说这么

多材料要十多天看完，没有时间看，要我拿回去,或是叫我们去找纪检,或是省建设厅...  

下午我们去了省委,省纪委,警卫要我们至二点半再来咨询,二点半之后,说三点钟,三点之后一个警察说到豫章路 32 号，

有人收材料,我们把材料交给收材料的人.四点多钟我们至省住房和建设厅信访办,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江西省建设工

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质量科科长吴凡要我们去找吴凡.我们说每次来都是要我们找他.找了几次,你们都是这样互

相推诿.我们要他们核实问题,并解决问题,并有书面的答复.从去年 11 月 26 日,省建设厅吴处长说,他们根据建设部转

达的,他督办,省建设厅稽察执法办公室梁卫明主任和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钱勇局长执行.2014 年 4

月 8 日,我们 8 位业主再去省建设厅余处长,咨询为什么不依法处理问题,省建设厅稽察执法办公室说给答复至今未答

复 ! 而 在 今 天 我 们 在 江 西 省 建 设 工 程 安 全 质 量 监 督 管 理 局 网 上 公

示: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511DC942-91E0-4C53-9AD7-86755602F692 此“永丰市政花园涂聚文-- 厅

转建设部信访材料”投诉网上公示：今天公示出来，只是一个纯 WORD 文档，无任何单位印章签署。就是因为各单

位这样互相推诿,不依法行政.包庇违法违纪行为,一直无依法解决我们的相关问题. 请对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

园住宅工程质量、违反强制性条文、侵占绿化率违章建筑、无建筑节能、无抗震安全、偷工减料、违法工程图纸违

法不合格包庇”合法化”、不合格工程验收为”合格”、不合格工程并包庇隐瞒成”合法化”、违法违纪建设程序及

行为,行政管理包庇隐瞒”合法化”、违法不执法纠正等等违法违纪行为  

（ 包 括 纠 正 整 改 过 程 中 ） 检 举 、 投 诉 、 举 报 、 控 告 申 诉 附 带 行 政 复 核 . 谢 谢 .  本 文 档 ：

http://www.dusystem.com/20140728.pdf 此文档对应问题法规依据：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因为提交之后，网络原因，没有得到查询账号和密码，我们是难以查询，应要登录账号的方式查询） 

2014 年 9 月 11 日上午，涂聚文等 3 位业主去永丰县规划建设局拿省信访局要我们拿的永建信复字[2013]05 号文

件，同时涂聚文需要他们公示在江西建设监督网上的文件给我们。我们在人秘股咨询，他们就说打给我们。业主余

春发妻子说，他们住的永丰县公安局的宿舍住了几十年都没有漏水，其中人秘股的办公室人员曾广辉说，市政花园

不是永丰县二建建的，否则，也不会建的这么差。他们是借质的。他们还说，全国都是这样借资的。世界上也都是

这样呀。肖松波在找我们要的文件，不知郭庆峰也来了。可能是肖松波打电话叫他们来的。郭庆峰叫我们拿了就可

以了。涂聚文要求一定要按一定程序收发文件。要有规定的记录本登记。当时，他们要求,涂聚文还复印了身份证给

他们。但拿的文件也不是给我们答复的文件。（注：其实按程序要一式几份才行） 

2014 年 9 月 11 日下午，涂聚文等 4 位业主去了永丰县人民政府值班室投诉举报检举永丰县规划建设局，并投诉永

建信回复字[2013]05 号文件超过法定期限及永建信字[2014]32 号文件的合法真实性。涂聚文因为打印机坏了，只打

了十几页的投诉材料。 

2014 年 9 月 12 日涂聚文等 2 位业主再次去永丰县人民政府值班室投诉，并把材料打好了，交给值班人员。但值班

人中无认真去看材料。至最后还是无人接收材料，和 2013 年 11 月 25 日到永丰县人民政府值班室一样。涂聚文呆

了一天，至下午 4 点之后，最后刘志平县长接访，具体情况可以查当天接访视频。对于永丰县规划建局和永丰县质

监站工作人员的答复，说省里的专家确认了其问题无问题。但我们从未听说这个说法。至今无任何证明他们的答复

的合法性。2013 年 11 月 25 日 永丰县质监站站长郭庆峰（党支书书记）也是在接访室，说处罚了，不用改纠正。

并对无任单位印章，无任何设计师的签章，无任何图审印章的工程图纸包庇其合法性。详情可以见当天录像。 

2014 年 9 月 15 日上午，涂聚文等十多位业主去了永丰县规划建建设局五楼县质监站会议室，把三份材料投诉举报

材料（二份是业主签名的，一份是涂聚文一个人签名的）交给了郭庆峰站长，郭庆峰站长他们说，我们没有合法注

册的业主委员会。不接收我们的联名投诉，也不接受涂聚文的投诉，因为涂聚文不是业主委员会代表。建筑相关法

规没有这个规定。有规定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投诉。并且对于图纸设计要屋面隔热保温，外墙有保温，门窗有

中空玻璃不接受处理。其他问题说保质期过了。保质期过了？一直未处理，就这样过了？一直投诉就是把保质期拖

了？何为保质期？验收合格为准。而依法要重新验收合格才开始算。都无验收何为保质期？这是知法犯法，执法犯

法！并强制性要求我们要在不合法的方案上签名，就接收处理。并且他们不承担法律赋予监督的责任！对于行政处

罚的问题，不需要解决！对于强制性规范要求的都不用处理。而屋面工程都知道有几个工序，而他们应要这样偷工

减料！这是什么质监站？上级部门的考核如何处理的？向上级部门一直以来投诉，无任何部门给答复！ 

2014 年 9 月 11 日为什么江西监督网上未公示合法的文件和文头接收单位不写省建设厅和省建设监督局，难道用

意，又是我们要走这个反反复复的投诉？又回到原点？行政法规是这样规定的吗？都不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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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去省里投诉走一圈，就不给我们处理问题，走了一圈，也是不依法依程序处理问题。并一直在拖，上级部行

政主管部门监督的责任在哪里？并且对于我们的投诉，一直不依法依程序答复和公开。造成问题一直存在！我们逐

级上访，至今省里未给我们任何书面答复！为什么会造成这样，问题未一直解决。都是各部门互相推诿造成。并不

依法依程序处理问题。 

请把 2010 年 4 月 6 日吉安市建筑业协会派出的五人组专家论证原件扫描和 2010 年 7 月 30 日永建字[2010]40 号文

件原件扫描公示在江西建设监督网和公示在小区入口处。以示公正。而郭庆峰在 2014 年 9 月 15 日上午说，他监督

不了省里，而在办公室打吴凡电话，他说在开会，而 11 点打给吴凡，他说，他们不给他，他就公示不了，涂聚文

说，那为什么公示的只是 WORD 文档，无任何单位签章，也不写他们单位的。他说他年龄大了，记不着….. 

请把 2013 年 10 月 23 日公示在永丰县政花园的工程图纸和设计方案说明原件扫描公示在江西建设监督网上. 

请把我们投诉的过程,现场勘察报告,解决方案原件都扫描公示在江西建设监督网上和小区入口处.对于受理投诉的

负责人的姓名,联系方式,也公示在江西建设监督网和小区入口处,便于兼顾在小区的业主和大多数在外地工作的业

主. 

 江西永丰房龄 22 年县委宿舍被划“棚户区”，发动公职人员劝拆 

澎湃新闻记者 刘兴旺 发自江西永丰 

2014-08-24 12:50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3370  吉安市永丰县天成一号规划变更规划，监管

形同虚设，里面肯定存在猫腻（【都市现场】2014 年 8 月 2 日 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http://v.jxntv.cn/jxtv2/dsxc/20140802/138084.shtml?bsh_bid=471330907 在我们处理问题中,也是存在徇私舞弊.并

在永丰县单位上班的业主,都不敢出来说问题.并在处理过程中徇私舞弊，隐瞒包庇违法违纪行为！各部门互相推诿

或说是不清楚或是不懂这行业来推诿等。 

请对 2014 年 09 月 11 日上午从永丰县规划建设设局永建信复字[2013]05 号违法信访条例第三十三条，超过期限给

予信访人和对永建信字[2014]32 号请复查其合法真实性！对于在其中负责的工作人员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请相关部

门查证处理！ 

 

11.3 快递寄件记录 

快递寄件记录： 

快递寄件（可以见证原件）记录：（一直以来没有见到任何上级主管部门书面答复） 

寄信日期 联系人  单位 职位 回复否 

2016-7-10 陈瑞萍 中央第六巡视组  否 

2016-7-10 王怀臣 中央第一巡视组  否 

2016-7-10 徐令义 中央第十一巡视组  否 

2016-7-10 邹国荣,宋江满 省委第七巡视组  否 

2016-7-10 邹国荣,宋江满 省委第七巡视组  否 

2016-05-14 张德江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办公室 委员长 否 

2016-05-14 习近平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主席 否 

2016-05-14 李克强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总理 否 

2016-05-14 舒晓琴 国家信访局/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 局长 否 

2016-05-14 王歧山 中央纪委 书记 否 

2016-05-14 陈政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 否 

2016-05-14 鹿心社 江西省人民政府 省长 否 

2016-05-14 强卫 江西省委 书记 否 

2016-04-23 吴瀚飞 中央第九巡视组 组长 否 

2016-02-28 张德江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办公室 委员长 否 

2016-02-21 习近平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主席 否 

2016-02-21 李克强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总理 否 

2016-02-21 舒晓琴 国家信访局/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 局长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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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21 王歧山 中央纪委 书记 否 

2016-02-21 陈政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 否 

2016-02-21 鹿心社 江西省人民政府 省长 否 

2016-02-21 强卫 江西省委 书记 否 

2015-12-27 习近平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主席 否 

2015-12-27 李克强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总理 否 

2015-12-27 张德江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办公室 委员长 否 

2015-11-29 舒晓琴 国家信访局/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 局长 否 

2015-11-29 王歧山 中央纪委 书记 否 

2015-11-29 陈政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 否 

2015-11-29 鹿心社 江西省人民政府 省长 否 

2015-11-29 强卫 江西省委 书记 否 

2015-09-27 舒晓琴 国家信访局/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 局长 否 

2015-09-27 王歧山 中央纪委 书记 否 

2015-09-27 陈政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 否 

2015-09-27 鹿心社 江西省人民政府 省长 否 

2015-09-27 强卫 江西省委 书记 否 

2015-07-26 舒晓琴 国家信访局/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 局长 否 

2015-07-26 王歧山 中央纪委 书记 否 

2015-07-26 陈政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 否 

2015-07-26 鹿心社 江西省人民政府 省长 否 

2015-07-26 强卫 江西省委 书记 否 

2015-05-31 舒晓琴 国家信访局/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 局长 否 

2015-05-31 王歧山 中央纪委 书记 否 

2015-05-31 陈政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 否 

2015-05-31 鹿心社 江西省人民政府 省长 否 

2015-05-31 强卫 江西省委 书记 否 

2015-05-31 周泽民 江西省纪委 书记 否 

2015-05-31 潘东军 江西省监察厅 厅长 否 

2015-04-19 郭家,曾崇新 江西省委第六巡视组 组长 否 

2015-03-08 李克强 (短信告之转国家信访局) 总理 否 

2015-03-08 石生龙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纪检监察局 局长 否 

2015-03-08 陈政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 否 

2015-03-08 王歧山 中央纪委 书记 否 

2014-12-14 陈政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 否 

2014-12-14 王歧山 中央纪委 书记 否 

2014-12-14 舒晓琴 国家信访局/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 局长 否 

2014-09-21 陈政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 否 

2014-09-21 王歧山 中央纪委 书记 否 

2014-09-21 鹿心社 江西省人民政府 省长 否 

2014-09-21 强卫 江西省委 书记 否 

2014-09-21 陈平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厅长 否 

2014-09-21 朱新堂 永丰县人民政府 县长 否 

2014-08-10 黄树贤 监察部 部长 否 

2014-08-10 王歧山 中央纪委 书记 否 

2014-08-10 陈政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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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0 刘卫平 江西省监察厅 厅长 否 

2014-08-10 强卫 江西省委 省委书记 否 

2014-08-10 周泽民 江西省纪委 纪委书记 否 

2014-08-10 陈平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厅长 否 

2014-08-10 鹿心社 江西省人民政府 省长 否 

2014-02-16 陈平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厅长 否 

2014-02-16 王歧山 中央纪委 书记 否 

2014-02-16 姜伟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 否 

2014-02-16 黄树贤 监察部 部长 否 

2014-02-16 强卫 江西省委 书记 否 

2014-02-16 鹿心社 江西省人民政府 省长 否 

2014-02-16 刘卫平 江西省监察厅 厅长 否 

2014-02-16 周泽民  江西省纪委 书记 否 

2013-11-16 永丰县政府办转肖志华,朱新堂/永丰县人民政府 县长 否 

2013-11-16 鹿心社 江西省人民政府 省长 否 

2013-11-16 王早生 住建部稽察执法办公室 主任 否 

2013-11-16 薛晓卫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纪检组 组长 否 

2013-11-16 操建民 吉安市规划建设局 局长 否 

2013-11-16 梁卫明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稽察执法办 主任 否 

2013-11-16 钱勇 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 局长 否 

2013-11-10 姜伟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 否 

2013-11-10 陈平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厅长 否 

2013-11-10 强卫 江西省纪委 书记 否 

2013-11-10 王歧山 中央纪委 书记 否 

2013-10-27 朱新堂 永丰县人民政府 县长 否 

2013-10-27 舒晓琴 国家信访办/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 局长 否 

2013-10-27 王歧山 中央纪委 书记 否 

2013-10-27 强卫 江西省委 书记 否 

2013-10-27 王萍 吉安市市委 书记 否 

2013-9-28 操建民 吉安市规划建设局 局长 否 

2013-9-28 姜伟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 否 

2013-9-28 陈平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厅长 否 

2013-9-28 钱勇 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 局长 否 

2013-7-14 操建民 吉安市规划建设局 局长 否 

2013-7-14 陈平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厅长 否 

2013-7-14 王鸿举 中央第八巡视组 组长 否 

2013-7-14 强卫 江西省委 书记 否 

2013-7-14 姜伟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 否 

2013-7-14 钱勇 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 局长 否 

2013-6-23 王鸿举 中央第八巡视组 组长 否 

2013-4-14 王早生 住建部稽察执法办公 主任 否 

2013-4-14 操建民 吉安市规划建设局 局长 否 

2013-4-14 钱勇 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 局长 否 

2013-4-14 梁卫明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稽察执法办 主任 否 

2013-2-24 省建设厅纪检组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纪检组  否 

2013-2-24 王早生 住建部稽察执法办公室 主任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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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3 操建民 吉安市规划建设局 局长 否 

2013-1-13 陈平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厅长 否 

2012-11-25 陈平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厅长 否 

2012-11-25 王早生 住建部稽察执法办公室 主任 否 

2012-8-27 王早生 住建部稽察执法办公室 主任 否 

2012-4-12 王早生 住建部稽察执法办公室 主任 否 

2011-1-6 安里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稽察执法办 主任科员 否 

2010-11-22 仇保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厅长 否 

2010-10-18 安里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稽察执法办 主任科员 否 

2010-6-7 陈俊卿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厅长 否 

2010-5-31 住建部稽查执法办   否 

2009-9-23 住建部稽查执法办 （只有这次有工作人员主动来电过）  是 

 

 

 

竣工验收备案资料目录 

11.4 竣工验收备案资料目录 

 

http://www.jxazjd.com/bagl/1362/201105/6aba0398-b4da-4054-9a77-01a5aa07d903.html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二份以上） 

2、          建设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3、          施工许可证 

4、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含图审备案单） 

5、          施工单位工程竣工报告 

6、          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7、          勘察、设计质量检查报告 

8、          城乡规划部门认可文件（规划许可证、规划查验表） 

9、          消防部门认可准许使用文件 

10、     环保部门认可或准许使用文件 

11、     验收组人员签署的工程竣工验收意见 

12、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文件 

1)      地基验收记录及桩基检测认证报告； 

2)      基础、主体、节能等分部验收记录（含节能验收报告）； 

3)      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表 

13、     市政工程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 

14、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许可文件 

15、     施工单位签署的质量保修书 

16、     商品住宅《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17、     其他有关资料 

11.5 吉安市永丰县国土资源局 2006 年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台帐(出让) 

 

吉安市永丰县国土资源局 2006 年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台帐(出让) 

from: http://www.jxgtt.gov.cn:8080/city/360825/ShowContext.asp?type=1&ID=6246  

永丰县国土资源局 2006 年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台帐(出让) 永丰县国土资源局 2006 年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台帐(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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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顷、元 序号 建设用地单位名称 建设项目名称 出让土地地块 出让面积 出让地价(元/m2) 出让金总额 管

理费 出让方式 批准时间 转让方或 报批批次 1 永丰县盛丰实业有限公司 萤石深加工 县工业园 0.6312 22.5 

142000   协议 2006.2.23   2 吉安建安房地产开发公司 市政服务大厅 欧阳修广场 0.6835 231.82 1584616   

挂牌 2006.1.6   3 吉安亿丰房地产开发公司  永丰城市广场 烟草公司南侧  0.5513 526 2900000 22052 拍卖 

2006.6.6   4 永丰县腾丰化工有限公司 重质碳碳酸钙生产线 县工业园 0.6710 22.5 150977   协议 2006.6.29   

5 江西腾龙房地产开发公司 金碧花园 原普乐康厂区 2.1858 146.3 3200000 43718 拍卖 2006.4.9   6 江西腾龙

房地产开发公司 丰华苑住宅小区 原林业车队 1.2651 151.67 2098800 2530 协议 2006.7.28 改变用途补交出让金 

7 人寿保险公司永丰支公司 办公楼 跃进路 0.0126     517 协议 2006.9.4 原出让土地 8 江西金鑫鸿置业有

限公司 鑫鸿苑商住小区 迎宾大道 A、C 宗 3.4178 475.5 16250000 141452 拍卖 2006.8.11 9.18 缴管理费 2003 年第

二批次 9 永丰县农业发展银行县支行 营业厅 跃进路 0.0095     386 协议 2006.10.12 原出让土地 10 江西

鑫达房地产开发公司 鑫苑商住楼 聂家垄 0.0748 1123.6 840000 1472 拍卖 2006.11.1   11       9.5026     

234905       12                     合    计   

  第十二部分 官网参考记录简要 

12.1 《工程监理手册》 

《工程监理手册》http://www.jxazjd.com/zlgl/1305/201001/4a2ca834-460e-4ea1-97d5-07bee8bbcea0.html 

 

12.2 工程质量监管状况 

工程质量监管状况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CE409896-D588-4DA9-B816-E45FB4DF5C1B  

12.3   工程资料编制规程 

工程资料编制规程 http://www.jxazjd.com/zlgl/1311/200912/61c951fd-0f6e-4ec3-8513-20e39a11c32d.html  

12.4 工程质量监督职责 

工程质量监督职责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9E64D7A2-177A-44F6-A290-1A99681A3264  

12.5 住建部检查用表 

住建部检查用表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24673B6D-65BD-499F-9CA9-7692A2FC0A76  

12.6 执法检查工作 

执法检查工作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DEDCC44D-B7EC-4004-8227-F51A0CDD3150  

12.7  2011 关于公布江西省全省第一批考核合格质量监督员名单的通知 

2011 关于公布江西省全省第一批考核合格质量监督员名单的通知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859788a5-e605-41b8-b3fd-00eba512c175  

12.8  关于公布江西省建筑工程质量专家库名单的通知 

关于公布江西省建筑工程质量专家库名单的通知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744581F6-749E-49ED-8080-71FB135D0060  

12.9  江西省建设厅行政执法依据目录 

江西省建设厅行政执法依据目录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xzzf/zfyj/200809/t20080923_89032.htm  

12.10  执法会议通知 

执法会议通知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7271b944-c730-4342-a788-771c3e057e47  

12.11 省委六个巡视组反馈巡视情况 

省委六个巡视组反馈巡视情况 http://www.jiangxi.gov.cn/dtxx/jxyw/201407/t20140702_1045821.htm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jxazjd.com/zlgl/1305/201001/4a2ca834-460e-4ea1-97d5-07bee8bbcea0.html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CE409896-D588-4DA9-B816-E45FB4DF5C1B
http://www.jxazjd.com/zlgl/1311/200912/61c951fd-0f6e-4ec3-8513-20e39a11c32d.html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9E64D7A2-177A-44F6-A290-1A99681A3264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24673B6D-65BD-499F-9CA9-7692A2FC0A76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DEDCC44D-B7EC-4004-8227-F51A0CDD3150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859788a5-e605-41b8-b3fd-00eba512c175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744581F6-749E-49ED-8080-71FB135D0060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xzzf/zfyj/200809/t20080923_89032.htm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7271b944-c730-4342-a788-771c3e057e47
http://www.jiangxi.gov.cn/dtxx/jxyw/201407/t20140702_1045821.htm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3093 页 共 3277 页 

12.12 省局召开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会议 

省局召开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会议 

 http://zw.jxazjd.com/content.aspx?cid=b232386b-374c-4cea-bbef-f7c31a165e3b  

12.13  省建质监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落实情况汇报 

省建质监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落实情况汇报 

http://zw.jxazjd.com/content.aspx?cid=D88377F2-A7AA-462C-9AD8-F6D959DE3D3F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http://gbzf.jxazjd.com/gbzf/index.html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直机关工委《关于开展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若干规定〉督促检查工作的通

知》精神，严格执行厅党组“24 条具体要求”，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强化全体干部职工的服务意识、效率意识和

廉政意识，我局近期开展了一系列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活动，现将活动主要内容汇报如下。 

 

一、      迅速传达精神，提高认识 

 

5 月 22 日下午，局领导班子迅速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认真传达贯彻通知文件精神，要求全体干部职工

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内部管理，改进工作作风，树立公正、高效、清廉的良好形象。一是要求我们落实责任、集

聚合力，形成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良好格局；二是要求我们依靠群众、开门整治，广开言路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

重视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确实提高服务水平；三是要求我们突出重点、统筹推进，在抓好对权利、资金、资源密

集的关键领域监管的同时，开展推进干部作风整治活动；四是强化监督、标本兼治，通过监督检查干部作风，纠正

日常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二、      强化管理，严格加强工作纪律 

 

一是精简会议活动，会议一律简化程序，开短会、讲短话，控制会议经费，会议现场布置朴素，一律不摆放

鲜花、制作背景板等；二是精简文件，截至 5 月份，局发文 20 篇，较去年同期减少 10%，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

不发的一律不发，文件要求突出思想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做到主体鲜明、重点突出、表述准确；三是严格遵守

廉洁规定，严禁违反规定送收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严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娱乐、

宴请等活动安排，严禁公款出国旅游，严禁公车私用，加强车辆使用登记管理。 

 

三、      坚持走群众路线，提高为民服务水平 

 

一是弘扬助人为乐精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3 月 1 日，在江新洪副局长的带领下，局青年干部志愿者

一行到南永和社区开展了扶贫活动，慰问了夫妻双下岗的职工宇仁波和身患肺癌、子女未在身边的退休党员裴昌杰，

并送上了慰问奖金，鼓励他们以乐观态度面对困难。二是提高业务水平，加强服务群众的能力。上半年质量管理科

共受理群众投诉 20 件，实际解决 15 件，听取群众建议 98 条，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通过这次改进机关作风优化发展环境活动，我局干部职工强化了大局观念和宗旨意识，提高了服务水平和办

事效率。在今后的工作中，全局将在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坚持不懈地把作风建设和密切联系群众工作引向深入，为

江西省建设事业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添砖加瓦。 

 

   

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12.14 关于成立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工程巡查领导小组的通知 

关于成立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工程巡查领导小组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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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176E168F-13CE-4757-873E-9DAE34C01788  

12.15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省领导指导设区市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纪实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省领导指导设区市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纪实 

http://www.jiangxi.gov.cn/dtxx/jxyw/201406/t20140625_1044452.htm  

12.16 吉安市委书记王萍：始终把群众放在第一位 

吉安市委书记王萍：始终把群众放在第一位  

http://qzlx.people.com.cn/n/2014/0420/c364565-24918641.html  

12.17  强卫：建设三大工程进一步密切党和群众血肉联系 

强卫：建设三大工程进一步密切党和群众血肉联系  

http://qzlx.people.com.cn/n/2014/0412/c364565-24888118.html  

12.18 李克强当时说：“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 

李克强当时说：“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

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说得难听点儿，这不就是尸位素餐

吗？这样的庸政、懒政同样是腐败，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极大不负责！”--2014 年 07 月 14 日 星期一 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7/14/content_523697.htm?div=-1  

12.19  省纪委关于建立和完善纪检信访处理监督制度的实施意见 

http://www.jxdi.gov.cn/zcfg/snzcfg/201405/t20140522_66175.htm 

 

12.20  分套验收：关于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江西省住宅工程实体质量分套验收实施意见通知》的通告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c9e04a9f-414d-46f2-877d-ee555ff5df6e&page=5  

 

12.21  节能防火：关于转发《民用建筑外保温系统及外墙装饰防火暂行规定》的通知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ef6c7946-b498-473a-b3e1-a7623a537437  

12.22  分户验收：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做好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工作的通知》的通告 

http://www.jxazjd.com/gcjd/1333/201002/69b173d6-5ad5-40f8-a62a-756185781a67.html  

 

12.23  江西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http://www.jxazjd.com/gcjd/1333/200904/113c23c8-38f6-4dfa-9cc2-69fa6938b14f.html  

 

12.24  关于印发《江西省商品住宅建筑质量分套检验指导意见》的通知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gfxwj/200804/t20080428_8518.htm 

 

12.25  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决策机制的意见(试行) 

http://www.jxdi.gov.cn/zcfg/snzcfg/201401/t20140103_62329.htm  

有的地方和单位作决策脱离实际，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有的决策不尊重民意，听取群

众意见流于形式、走过场；有的决策执行不力，给群众利益造成了损失，等等。这些问题违背了以人为本、执政为

民要求，影响了党和政府形象，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必须认真加以解决。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

建立健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决策机制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大力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使各项决策

符合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建立健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决策机制，必须坚持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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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必须坚持群众利益至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建立健全考核严格、纪律严明的决策保障机制 

（一）完善决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考核制度。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本级和下一级重大决策执行情况的监督

检查。建立健全对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执行情况定期检查、专项督查、情况报告等制度。 

（二）完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按照“谁决策、谁负责”和“谁执行、谁负责”的原则，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

任、执行权和执行责任相统一。对违反程序规定作出错误决策，不执行、延误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决策，以集体决策

为名谋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等行为，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按照党纪政纪相关

规定和《江西省贯彻落实〈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严格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12.26  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省纪委等部门《关于加大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违法犯

罪工作力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http://www.jxdi.gov.cn/zcfg/snzcfg/201402/t20140218_63445.htm  

 

12.27  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对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的行为实施责任

追究的办法（试行）》的通知 

http://www.jxdi.gov.cn/zcfg/snzcfg/201403/t20140310_64146.htm  

 

12.28 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 

http://www.jxdi.gov.cn/zcfg/zyzcfg/201312/t20131226_60770.htm  

 

12.29 关于印发《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2014 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工具体措施》的通知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gfxwj/201407/t20140707_1046870.htm  

 

12.30 关于报送贯彻落实《江西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13-2017 年工作规划>实施办法任务分工方

案》的具体措施的报告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gfxwj/201407/t20140707_1046872.htm  

 

12.31 关于印发《2014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gfxwj/201407/t20140707_1046875.htm  

1、加强信访举报受理工作，建立问题线索管理机制。整合查办案件工作力量，履行办案程序，依纪依法安全

办案。 

2、转变办案方式，坚持“抓早抓小、快查快结”，注意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批评提醒教育，防止小问题变成

大问题。 

3、重点关注具有行政审批权、资产资金管理权、执法处罚权的部门和单位，严肃查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处城乡规划、保障性住房、城镇房屋征收、工程建设、市政公用、住房公积金等领域

的腐败案件。结合查处的案件开展警示教育，完善管理制度，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 牵头单位：纪检组

监察室 责任单位：厅机关各处室 厅直各单位 

 

12.32 关于加强我省建筑节能门窗应用管理的通知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gfxwj/201403/t20140307_1020642.htm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jxdi.gov.cn/zcfg/snzcfg/201402/t20140218_63445.htm
http://www.jxdi.gov.cn/zcfg/snzcfg/201403/t20140310_64146.htm
http://www.jxdi.gov.cn/zcfg/zyzcfg/201312/t20131226_60770.htm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gfxwj/201407/t20140707_1046870.htm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gfxwj/201407/t20140707_1046872.htm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gfxwj/201407/t20140707_1046875.htm
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jst/fgwj/gfxwj/201403/t20140307_1020642.htm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3096 页 共 3277 页 

12.33 住房城乡建设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http://www.mohurd.gov.cn/zjbqzlxjyhd/qzlx.htm  

[指导思想]    

主要内容：为民务实清廉 

重  点：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切 入 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突  出：作风建设 

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总 要 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目标要求]    

主要任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群众观点，弘扬优良作风，解决突出问题，保持清廉本色，使干部作风进一

步转变，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 

总体要求：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求，把作风建设放在突出

位置，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凝聚起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要落实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要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要牢牢把握基本原则。  

 

[方法步骤] 

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政治局带头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环节 1：学习教育、听取意见；  

环节 2：查摆问题、开展批评； 

环节 3：整改落实、建章立制。 

 

12.34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组长： 

陈  平 厅党组书记、厅长 

副组长： 

高 浪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吴昌平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常务副组长： 

薛晓卫 
厅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  

厅直机关党委书记 

成员： 

章雪儿 厅总工程师 

曾绍平 厅副巡视员 

齐  红 厅副巡视员 

喻家凯 厅副巡视员 
 

  

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薛晓卫（兼） 

常务副主任： 朱金贵 厅人事教育处处长、厅直机关党委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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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副  主  任 曾宝芽 厅政策法规处处长 

1、综合组组长 

  

朱金贵 （兼） 

   副  组  长 吴亚鸿 厅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 

  熊 丹 厅直属工会副主席 

   组     员： 周学锋 厅计划财务审计处主任科员 

孙兆进 厅人事教育处副主任科员 

陈开梅 厅人事教育处副主任科员 

  邓 晖 省建设信息中心主任助理 

梁 军 省建设信息中心科长 

王乐天 省建设信息中心副科长 

    

周 捷 省城市建设高级技校干部 

王纪洪 中国建设报江西记者站专职 副站长 

2、材料组组长 

  

曾宝芽 （兼） 

   副  组  长 王海涛 厅办公室副主任 

  史美保 厅直属机关党委调研员 

   组     员： 向恭水 厅人事教育处主任科员 

江建国 厅办公室主任科员 

马良宇 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干部 

投诉电话：86256550 

投诉手机：13970063228 

投诉举报邮箱：jstljb@jxjst.gov.cn 

http://www.jxjst.gov.cn/html/qunzhongluxianjiaoyu/  

 

 

12.35 省建质监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落实情况汇报 

http://zw.jxazjd.com/content.aspx?cid=D88377F2-A7AA-462C-9AD8-F6D959DE3D3F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直机关工委《关于开展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若干规定〉督促检查工作的通知》

精神，严格执行厅党组“24 条具体要求”，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强化全体干部职工的服务意识、效率意识和廉政

意识，我局近期开展了一系列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活动 

 

 

12.36 省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动 

省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 鹿心社 省委副书记、省长 

常务副组 长: 尚 勇 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 

副组长: 凌成兴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赵智勇 省委常委、秘书长 

莫建成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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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 刘卫平 省纪委副书记 

王全春 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杨伟东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罗勇兵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邓剑锋 省直机关工委副书记 

李元生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 

胡详圳 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组长 

曾 粮 省政协办公厅副主任 

方晓春 省法院副院长 

薛江武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揭赣元 省人保厅厅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纪委、省监察厅，刘卫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http://www.jiangxi.gov.cn/ztbd/jgxnjs/  

 

 

12.37 吉安市政府办公室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http://www.jian.gov.cn/pubinfo/subject/qzlx/  

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贺利华 

副组长：尹小明、肖绍伦 

成 员：焦四元、郭伙生、刘志良、龙晓飞 

卢愉、丁桂生、王福钦、罗青球、肖敏、龙蛟 

罗彩燕、张志勇、原力、吴正生、尹桂云、 

刘后魁 

 

投诉电话： 

  0796-8235532 

投诉邮箱： 

  471260163@qq.com 

 

 

12.38 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http://www.jajsj.gov.cn/qzlx/  

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一心一意为百姓 争当党的好干部”活动推进“模范”工程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市建党字【2014】16 号 

局属各基层党组织： 

为进一步营造学习先进、争做模范的良好氛围，提振干部精气神，集聚发展正能量，助推我局教育实践活动的

深入开展.按照市委《＜关于以“三进三解三促”为载体开展机关干部集中下基层活动推进“连心”工程的实施方案

＞等三个实施方案的通知》（吉群组〔2014〕6 号）的文件精神。经局党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研

究，决定结合我局实际，深入开展“一心一意为百姓 争当党的好干部”活动推进“模范”工程。现将《“一心一意

为百姓 争当党的好干部”活动推进“模范”工程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局属各基层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加强

组织领导，抓好贯彻落实。并将开展情况及时报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关于深入开展“一心一意为百姓 争当党的好干部”活动推进“模范”工程的实施方案 

http://www.jajsj.gov.cn/qzlx/list.asp?unid=2022   

关于印发《关于以“三进三解三促”为载体 开展机关干部集中下基层活动推进“连心”工程的实施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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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吉市建党字〔2014〕15 号 

局属各基层党组织： 

为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推进我局教育实践活动顺利开展，按照市委《＜关于以“三进三解三促”为载

体开展机关干部集中下基层活动推进“连心”工程的实施方案＞等三个实施方案的通知》（吉群组〔2014〕6 号）的

文件精神。经局党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结合我局实际，深入开展“连心”工程。 

“连心”工程,就是让机关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心心相印，血脉相连。为贯彻市委关于“三大

工程”的部署，现将我局《关于以“三进三解三促”为载体开展机关干部集中下基层活动推进“连心”工程的实施

方案》印发给你们。局属各基层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发扬“三严三实”精神，突出在常抓、抓细、

抓实上下功夫，在抓到位、抓基层、抓特色上见成效，切实将“连心工程”扎根落地。局属各基层党组织推进“连

心工程”情况，请及时报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2014 年 5 月 28 日 

局属各单位制定的具体工作方案和进展情况月报表要及时报送局党委“活动办”。局党委各督导组要把深化“三

进三解三促”活动推进“连心”工程情况，纳入教育实践活动督导工作内容，加强督导指导，推动工作落实。发现

问题要及时督促整改，坚决防止走过场、搞形式主义。 

http://www.jajsj.gov.cn/qzlx/list.asp?unid=2020  

12.39 市长直通电话 12345 

http://218.204.99.254/wssl/xbdw.html  

 

单位名称 类别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服务热线电话 

吉安市医疗保险处 承办人 陈  林 工作人员 8237753 8238043(大 厅) 

吉安市房地产管理局 承办人 郑燕玲 科员 8229964   

吉安市公安局 承办人 朱秀梅 办公室科员 8222022   

吉安市水文局 承办人 刘  辉 主  任 8323912   

中国人民银行吉安分行 承办人 康信军  
办公室副主

任 
8332720   

吉安市农业局 承办人 曾星凯 工作人员 8224064   

吉安检验检疫局 承办人 程  颖 办公室科员 8100888   

市城管支队 承办人 兰勇 科长 8239337 8239337 

吉安市粮食局 承办人 胡斌铭 
副调研员、办

公室主任 
8222961   

市国土资源局 承办人 刘晓琴 干部 8211559   

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局 承办人 姚洁 文秘 8222811 8222811 

吉安市园林绿化管理处 承办人 郭蓉芳 办公室 8265902 8265902 

吉安市路灯管护处 承办人 喻文宝 
监控中心主

任 
8223004   

吉安市城市规划管理处 承办人 鲁春华 综合科 8269708 8269708 

吉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承办人 丁雪华 行政主管 8250151 8219900 

市文广新局 承办人 彭庆新 办公室 8222784 
文化市场举报热

线：12318 

吉安机场 承办人 邱小辉 办公室文书 8978018 5268060 

吉安市教育局 承办人 肖良仕 工作人员 8224309   

江西吉安供电公司 承办人 吴涛 
监察审计部

主任 
8122158 9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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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承办人 张金球 

信访科副科

长 
8226264 12333 

市科技局 承办人 徐琴 
办公室副主

任科员 
8225204 8225204 

市公路局 承办人 李镇宇 科员 8356129   

吉安市公安消防支队 承办人 潘俊臣 副科长 8186743 96119 

市安监局 承办人 李  慧 办公室主任 8239167 8889167 

吉安市市政设施管护处 承办人 康 健 副处长 8239125   

吉安市城市管理局 承办人 刘彪明 副主任科员 8239930   

吉安市国家税务局 承办人 肖本卿 科员 8225165 12366 

吉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

司 
承办人 刘玉兰 

办公室副主

任 
8332889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承办人 谢  滢 信息科科长 8229965   

吉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承办人 王晓斌 
办公室副主

任 
8222666   

中国石化吉安石油分公司 承办人 曾嵘 办公室主任 8222188 8225772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

限公司吉安市分公司 
承办人 林盛智 文秘 8247085 

8227749  

8220461 

吉安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承办人 刘火根 
党组成员、秘

书科科长 
8211976   

吉安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人 张先煊 
客服中心、主

任 
8250758 

客 服 中 心 ：

8250758 

吉安市地税局 承办人 潘晶 办公室科员 8334510 831236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吉安

分公司 
承办人 刘国忠 

综合管理部

负责人 
8224341 10000 

吉安市旅游局 承办人 李如松 
办公室负责

人 
8226177 

旅游投诉电话：

8239622 

市人口计生委 承办人 蓝青 政法科 8216962   

吉安市司法局 承办人 洪  铸 办公室、主任 8335405 12348 

吉安市无线电管理局 承办人 陈  铖 
综合科副科

长 
8223530 8223530 

吉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承办人 严小评 
办公室副主

任 
8113178 12313 

吉安市盐务局 承办人 宋剑兵 专营部长 8222930   

吉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承办人 聂文翔 
法监科、副科

长 
8293979 12331 

吉安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承办人 胡志刚 
办公室负责

人 
8258919 8215907 

吉安联通公司 承办人 李丽华 综合部经理 2185018 13030521300 

吉安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 承办人 邹  晖 副科级 8222587 8222587 

市工信委 承办人 廖勇 办公主任 8234407   

吉安市国资委 承办人 刘剑平 
办公室（党工

委办）主任 
8253301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承办人 范  峻 副科长 8230817   

吉安市残疾人联合会 承办人 陈忠琛 办公室主任 826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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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物价局 承办人 颜小勇 
市物价局办

公室科员 
8223259 12358 

吉安市气象局 承办人 朱毅才 科长 8930051   

吉安市环保局 承办人 陈婷 工作人员 8258096 12369 

市监察局 承办人 胡柳 
综合室副主

任 
8223898   

市民政局 承办人 万海林 办公室 8223661   

吉安市供销合作社 承办人 龚小文 
办公室副主

任 
8393678   

吉安市林业局 承办人 刘德镇 监察室主任 8289534 8289534 

吉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承办人 文祺慧 科员 8325506 12365 

吉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承办人 郑捷 秘书科科员 8225341 12329 

吉安市统计局 承办人 周信平 副主任 8224102   

吉安市审计局 承办人 段学思 办公室主任 8253176   

吉安市卫生局 承办人 王国勇 办公室科员 8224003   

吉安长运有限公司 承办人 江福建 综合部部长 8223200   

吉安市招商局 承办人 江建民 办公室主任 8230791   

吉安市人防办 承办人 罗立新 
综合科、负责

人 
8269459   

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 承办人 郑兴君 
业务科副科

长 
8229298   

吉安市体育局 承办人 曾瑞 科员 8224389   

吉安市工商局 承办人 郑小平 
办公室副主

任科员 
8226318 

消 费 者 投 诉 ：

12315 

市编办 承办人 聂雪华 
综合科副科

长 
8231037   

吉安市国家安全局 承办人 刘勇 
办公室副主

任 
8243641   

井冈山大学 承办人 曾学峰 秘书科长 8110626   

吉安移动公司 承办人 刘翔 副总经理 8217806 10086 

吉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 承办人 曾冬生 科长 8224308 8242716 

吉安市邮政局 承办人 钟海燕 工作人员 8212968 11185 

吉安市水利局 承办人 郭利宇 办公室主任 8222379   

吉安市财政局 承办人 夏侯斌 办公室主任 8225073   

江西长运吉安公共交通有限

责任公司 
承办人 肖剑平 

营运生产部

部长 
8222369 8222369 

吉安银监分局 承办人 王鸿兴 副主任科员 8286798 8286798 

市交通运输局 承办人 汤凤梅 
办公室主任

科员 
8223080 8223080 

吉安港航分局 承办人 龙庆华 安监科长 8223140   

吉安市档案局 承办人 韩淑霞 副主任科员 8224076   

市扶贫和移民办 承办人 廖发香 科员 8224199   

吉安市商务局 承办人 严鹄飞 办公室主任 8224615   

吉安海关 承办人 钟宇琪 工作人员 8107009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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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6 

市发改委 承办人 胡  星 工作人员 8224625   

市交警支队 承办人 刘明华 副主任科员 8234053   

吉安市火车站 承办人 李迎旦 干事 7026362   

井冈山管理局 承办人 刘小青 秘书 6566118   

井开区管委会 承办人 陈新明 秘书 8401969   

吉州区 承办人 王玺 法制办科员 8335855   

青原区 承办人 徐亮 秘书 8109009   

井冈山市 承办人 
郭小云 /

刘仁望 
干部 6891899   

吉安县 承办人 李金萍 秘书 8442400   

新干县 承办人 吴海燕 干部 2160345   

永丰县 承办人 李保生 秘书 2518318   

峡江县 承办人 朱端路 应急办主任 3672852   

吉水县 承办人 胡萍 综合科科长 8680881   

泰和县 承办人 谢臣业 科员 8638131   

万安县 承办人 刘良科 信访室 5709997   

遂川县 承办人 肖彬 秘书 6316189   

安福县 承办人 左小圆 应急办干部 7622183   

永新县 承办人 刘利军 秘书 7722121   

庐陵新区 承办人 张晨红 综治信访员 7068813   

市长直通电话办公室   

李斌 工作人员 8235526 

12345 

虞俊 工作人员 8235526 

郭平喜 工作人员 8235526 

彭南 工作人员 8235526 

赵用哲 工作人员 8235526 

刘文芬 工作人员 8235526 

 

 

 

 

12.40 永丰县城乡建设局 2013 年工作总结及 2014 年度工作思路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311/t20131126_1960403.htm  

——建筑业管理严格规范。进一步狠抓建筑业管理，深入开展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依法规范建设单位和

施工单位行为,加强网上电子化招标投标行业监管，2013 年完成建安总产值 43096.95 万元，完成建筑设计、地质勘

察 84 项，招标代理 76 项，工程招投标 88 个(公开招标 84 个，邀请招标 4 个)，施工图审查 38 个，监理工程 50 个，

建筑施工新开工工程 83 个，建筑面积约 41.83 万平方米，设计图纸审查率、工程招标率、工程监督率、竣工验收备

案率均达 100%。强化了建筑业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监管，集中组织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 10 次，共检查单位工程

198 个，下发限期整改单 168 份，下发停工整改单 30 份，认真落实工程质量责任制，对工程质量进行常规监控，加

强建筑材料的检测鉴定，工程竣工合格率达 100%，加大施工现场巡查管理，上半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继

续做好对接收的工程档案的整理组卷归档工作，整理永久、长期、短期各类档案 240 卷。 

——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我局着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一是

深入开展学习党章和十八大精神活动，深化“三唯两从”活动，坚持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组织全体党员学习 120

个课时，党员写心得体会 2000 余字。二是积极参加县委组织的“三进三解三促”活动，全系统 20 人分成五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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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恩江镇石桥村、肖家村等 2 个村，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走访群众，采取“八个”帮助解决问题、“四

个”协助化解矛盾的措施，增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传播科学发展理念，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做到解民忧、保

民安。三是积极参加全县庆“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活动，取得了优异成绩。四是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严

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县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具体规定，积极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

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准备工作，完善机关考勤制度，机关管理制度、财务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制度，提供

“三快一提高”，即快办理、快审批、快落实，提高工作效率，切实解决“庸、懒、散”，“假、浮、蛮”，“私、奢、

贪”等问题，努力营造城建系统团结干事谋发展的良好氛围。五是加大宣传报道力度。积极鼓励干部职工向各种报

刊、网络投稿，在《建设报》、《江西日报》、《井冈山报》、《江西当代》等报刊杂志上 100 余篇，网络上稿近 100 篇。 

二、存在的问题 

  一年来，尽管我县的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县的新型

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管理工作与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的目标要求，与周边县（市、区）日新月异

的发展态势相比，与广大群众的期盼相比还有不少差距，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 

  1、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不快，城镇化水平较低。 

  2、重点工程进展较缓慢。 

  3、违法违规建房屡禁不止，规划监管力度不大。 

  4、招标市场、建筑市场较混乱，监管手段缺乏。 

  5、城市管理力量薄弱，投诉信访件较多。 

 2、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明年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切实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按照城市建设重点工程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局领导挂重点工程责任制，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单位、责任人，组成项目组，强

化项目组“捆绑式”职责，对工程建设进度、质量、安全负总责，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 

 

 

12.41 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http://www.jiangxi.gov.cn/ztbd/szfbgtzt/qzlx/ 

指导思想： 

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主线，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点，坚

决反对厅系统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方法步骤：  

环节 1：学习教育、听取意见（7-8 月） 

环节 2：查摆问题、开展批评（8-9 月） 

环节 3：整改落实、建章立制（10-12 月） 

特色亮点： 

1、深入开展“三问三省”活动 

2、大力治理“文山会海”不断提高行政能力 

3、深入开展“树优良作风，促民生落实”活动 

征求意见电话：0791-88858940 

 电子邮箱：bgtqzlx@jiangxi.gov.cn 

 

 

12.42 永丰县质监站支部委员会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 

http://www.jxazjd.com/zlgl/1306/201403/0de91f8f-4a2e-424b-a528-a6dcf635605f.html  

2014 年 3 月 21 日，中共永丰县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支部委员会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动员大会。会上郭庆峰站长传达了永丰县委县政府和县规划建设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精神及领导

重要讲话，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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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 刘云山：说到做到 兑现承诺 取信于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7/30/c_1111871756.htm  

  刘云山指出，市、县党委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已大体开完，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陆续进入整改落实、建

章立制环节，这是活动出成果、见实效的关键所在。整改承诺作出了，就要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如果光说不练，

就是不讲诚信，就会失信于民。要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认真回应征求到的群众意见，回应对照检查材料查摆

的突出问题，回应专题民主生活会和专题组织生活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回应上级党组织和督导组点明的问题，一

项一项列出整改清单、建立台账，明确整改的目标和责任，明确整改的措施和时限。 

    刘云山指出，整改落实、解决问题关键是具体化，坚持从具体事情抓起。要把握第二批活动在基层开展的

特点，认真整治群众办事难的问题，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问题，整治落实惠民政策缩水走样的问题，整治拖

欠群众钱款克扣群众财物的问题，坚决纠正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对第一批活动中部署的专项整治重点任务

要继续抓住不放、深入推进；对在活动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如会所中的歪风、培训中心的腐败、裸官问题、

奢华浪费建设，以及干部走读、吃空饷、收红包及购物卡，党员干部参赌涉赌，领导干部参加天价培训等，要纳入

整改范围、认真整治。 

 

12.44 “一心一意为百姓，争当党的好干部” 

http://www.yfx.gov.cn/swlc/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450  

 

 

12.45 关于印发《永丰县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http://www.yfx.gov.cn/swlc/ShowArticle.asp?ArticleID=18270  

 

12.46 中共永丰县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具体规定（摘要） 

http://www.jxyongfeng.gov.cn/news/ZWGK/FGZC/2013/5/1357175048990.html  

 

 

12.47 为民务实清廉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359666/  

中央精神 

      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 

 

12.48 八项规定 

http://fanfu.people.com.cn/GB/143349/353985/index.html  

 

·要改进调查研究，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 

·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 

·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 

·要规范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 

·要改进警卫工作，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 

·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

一步压缩报道数量、字数、时长。 

·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 

·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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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

和拥护。 

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

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

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 

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

不安排宴请。 

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

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

及各类论坛； 

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

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 

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

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 

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 

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

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 

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 

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12.49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3/c_118674820.htm  

 

12.50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中央第八巡视组对江西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 

http://www.jxdi.gov.cn/tttt/201402/t20140220_63559.htm  

 三、以“钉钉子”精神善始善终抓好整改  

  紧紧盯住整改重点，发扬“钉钉子”精神，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继续抓好整改工作，推动

建章立制，构建长效机制，努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是坚持目标不变、力度不减，继续推进整改工作。对已经完成的整改任务，适时组织“回头看”，巩固

整改成果；对巡视组提供的具体线索，查清查实，决不遗漏；对整改工作质量不高、效果不好的，帮助分析原因、

协助解决困难，确保每个问题整改到位、落到实处。 

  二是举一反三，深入推进各领域问题的整改。以这次整改为突破口，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深入查找和及

时解决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廉洁自律、遵守政治纪律、选人用人上的违纪违法问题，以及群众反

映强烈的其他突出问题，切实增强全省党风廉政建设的整体成效。 

  三是转化成果，大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将整改工作同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同巩固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深入开展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同实现省委十三届七次、八次全会

确定的目标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同建设江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全省上下改

进作风、加快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大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开创全省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

赣的新局面。 

  如对整改情况有意见建议，来信请寄至江西省南昌市豫章路 72 号江西省纪委信访室（信封请注明：对江

西省委关于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意见建议），电话：0791-12388。 

12.51 吉安打造“好人之城” 

http://www.jiangxi.gov.cn/dtxx/sxdt/201408/t20140810_1054471.htm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3/c_118674820.htm
http://www.jxdi.gov.cn/tttt/201402/t20140220_63559.htm
http://www.jiangxi.gov.cn/dtxx/sxdt/201408/t20140810_1054471.htm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3106 页 共 3277 页 

12.52 永丰县城乡建设局 2013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308/t20130828_1637202.htm  

二、下半年主要工作 

4、加快规范建筑市场行为，保障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一是规范建筑市场管理，开展建筑市场专项治理整。从

申报、资格审查、造价编报、合同备案等环节逐步建立完善制度，全过程跟踪依法监管，从重、从严、从快查处围

标、规避招标、买卖标行为。二是严格市场准入，加强监理行业监管。施工站牵头，质监站配合，从严资格审查，

认真履行备案登记制度，严格规范工程质量监督、参与建设的五方行为，强化质量责任终身负责制。三是严防死守

建筑安全。严格实行“三位一体”的安全主体责任保障机制，按照“守土有责”的要求，把安全制度贯穿于决战的

全过程。 

 三、工作措施 

 1、提高认识，加速发展。下半年，是加快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品位的关键阶段，也是工程建设的黄金季节。

面对国家扩大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形势，面对各兄弟县市“决战城区”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咄咄逼人态势，

我们必须化危为机,进一步增强做好城市建设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思想统一到“决战城区”部署上来，创新建

设思路，抢抓发展机遇，加大城市建设力度，完善城市载体功能。树立强烈的时间观念，咬定工作目标，立足项目

早部署、早启动，迅速进入施工建设阶段。 

 2、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下半年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切实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按照城市建设重点工程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局领导挂重点工程责任制，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单位、责任人，组成项目组，强

化项目组“捆绑式”职责，对工程建设进度、质量、安全负总责，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 

 3、完善机制，强力推进。一是建立目标管理考评机制。实行工作目标管理考评，将完成重点工程和重点工作

纳入各单位年度工作目标考评的主要内容，做到年初有目标,年终有考评。二是建立重点工程“倒计时”制。各项目

组进一步细化城市建设重点工程进展安排，明确项目月度工作节点，制定周工作节点，层层落实，确保如期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三是建立奖惩机制。要把工作任务的实现与干部的使用、奖惩结合起来，对不履行职责，未按时完成

任务的，要采取相应措施追究责任。凡不能按期完工的重点工程项目，如无特殊情况。对项目组人员扣罚第 13 个

月工资，且原则上责任单位不评先，个人不评优；对施工单位坚决按照合同约定追究责任，进行处罚。 

4、紧密配合，形成合力。各单位、股室要相互密切配合，做到分工不分家，精心组织，科学运作，团结协作，

排难而进，协调处理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各重点工程项目组要加强协调施工单位、相关部门、施工所在地村组、

之间的关系，重点是加强因施工需要与相关部门、村组的衔接协调。切实增强合力，加快进度，全力以赴完成各项

工作。 

5、加大监管，强化督查。进一步加大对重点工程和重点工作的调度和督查力度，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各重点

工程责任领导要加强工程监管。每天深入工地，了解进度，掌握情况，解决问题，项目组要安排人员每天八小时坚

守工地岗位，及时收集情况，督促施工单位按要求开展工程施工，把住进度关，在督促进度的同时，绝不放松对质

量的要求。质监站要严格检查建设材料质量，确保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监理单位要常驻工地，做好监理记录，在确

保进度的情况下，所有建设项目都必须严格按照施工技术规格操作，一项规定都不能变，一个程序都不能减，把住

质量关。局重点工程和重点工作领导小组实行定期与不定期督查相结合的督查机制，从 7 月到年底，各项目建设单

位要将上周工作进度，本周工作安排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每周一向领导小组作出书面报告，领导小组根据项目进

度安排各建设单位汇报材料每两周督查一次，在督查过程中，如发现项目进展未按要求达成进度的，一次通报，两

次点名批评，三次由责任领导书面向领导小组说明情况。 

 

12.53 在全县领导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永丰县城乡建设局（2013）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303/t20130318_1524494.htm 

 二、下一步打算 

  参观学习后，我局倍感差距很大，肩负责任更加重大。我局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这次会议

上肖书记、朱县长的重要讲话精神，举全局之力，突出抓好以下重点工作： 

  1、抓规划，升品位。根据新一轮县城总体规划，编制完成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完成新城区控规编制；完

善城市生态、供水、交通系统等城区专项规划；完成下西坊棚户区、滨江公园一期、新城区中轴线景观慢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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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局地块城市综合体等区域控规、修规编制；做好葛溪河两侧修建性详细规划，突出“一街一景一特色”的城市

建筑风格，合理打造“现代-古朴”等不同风格的城市板块；完成城南建材、家居综合市场，发展大道东侧及永丰三

桥南端两侧修规编制，凸显城南工业新城形象，委托高手高起点完成雁背岭湿地公园、欧阳修主题公园规划设计。 

  2、抓项目，建精品。坚定不移，主攻项目，动员一切力量，集中一切智慧，立说立行，高效推进重点工

程，全面掀起项目建设新热潮。一是坚持高标准，快节奏。对照《永丰县 2013 年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意见》，列

出每个项目的工作计划和进度时间表，强化方案、计划、保障措施，尽早落实项目的规划、设计、招投标等各个环

节，精心组织，科学施工，确保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二是坚持“三定”责任制。实行局领导挂重点项目工作机制，

定人、定责、定位，对各自重点项目进度、质量、安全负总责，并建立重点项目进展月通报制度，每月通报项目进

度，争时间，抢速度，快推进，快实施。三是依法规范，严把质量关。在建设质量上突出一个“严”字，从严把好

规划设计关、施工管理关、工程监理关，在施工过程中突出一个“安”字，严格控制落实施工规范，确保安全施工、

文明施工。 

  3、抓管理，优环境。一是深入开展“城市管理年”活动。着手探索数字化城市管理，突出抓好六项整治，

全力加强占道经营、环境卫生、城市主干道两侧建筑物整治，积极配合抓好城市交通环境整治，居民集中居住区整

治，加强违法建设整治。坚持部门联合执法，依法严管重罚。强化规划监管，加大规划执法力度，加强规划跟踪巡

查管理，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确保城市建设健康有序发展。二是积极开展“生态宜居城市”、“生态宜

居城镇”创建活动。实施永叔路、跃进东路、恩江南路、迎宾大道西段街景改造，实施葛溪河景观提升改造工程，

对葛溪河两岸住宅、步行街、绿化、亮化及河道进行改造升级；完成城区森林城市创建绿化工程，提升绿化档次，

增加绿地面积；完成城区单位楼体及公园广场亮化工程，提高亮化水平；以争创“省级卫生城市、森林城市”为目

标，加大“建文明县城，做文明市民”的舆论宣传，坚持开展“全民卫生义务清扫”等活动，全面落实“门前三包”

责任制，严格执行城市管理“五定”责任制，坚持日常管理与集中整治相结合，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12.54 关于永丰县城镇化及城镇建设情况汇报（2012）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212/t20121211_1155026.htm 

3、以繁荣城镇经济为目标，提升城镇产业发展承载力。 

(3)抓好城市日常管理。坚持疏堵并重，加大“两违”整治力度，提高县城区村（居）民建房审批效率，坚决遏

制非法买卖土地、非法占用土地及违规建房等违法行为。建立管护实效与经费支付相挂钩的管理机制，将广场、居

住小区、道路、绿化、亮化等管护权、保洁权，通过竞争性谈判或竞价拍卖出让，选择责任心强的管护队伍作业；

完善城市管理联系工作机制，强化市容、交通、市场秩序等方面管理，确保城市整洁卫生，人流、车流畅通有序。 

12.55 关于永丰县加强建筑市场监管专项检查有关情况的报告（2012）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210/t20121018_995705.htm  

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局： 

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安全，进一步加强我市建筑市场监管工作，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组织开展 2012 年全省建筑市场监督执法专项检查的通知》，我局立即成立了工作组，并于 9 月 3 日开始对有

关工程项目及建筑业企业进行检查。现将检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此次共检查 8 个在建工程项目，涉及 8 个施工单位，3 个监理单位，3 个勘察单位，3 个设计单位和 3 个招标

代理单位。另对本县的六家建筑业企业进行了资质动态核查。检查中，对存在问题的项目和企业下发整改通知书 14

份，对拒不整改的企业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3 份。 

从检查的情况看，全县工程建设基本程序履行较好，工程招投标都能在“公开、公平、公证、诚实信用”的原

则下进行，工程的安全生产情况及工程施工质量基本处于受控状态，市场行为不断规范。具体表现在： 

1．近年来，我局高度重视建筑市场行为及招标投标监管，并同县工信委建立了“永丰县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

息和信用信息公开平台”。对存在违法、违规的建设行为坚决给予纠正，对屡教不改的坚决打击，2012 年截止 8 月

份，我局共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20 份。 

2．大多数建设、监理、施工单位质量、安全意识明显提高。在被检查的工程工，相关企业均具有相应资质，大

多数监理企业能做到全过程监理，施工企业基本能对检查中发的质量、安全隐患及时整改。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212/t20121211_1155026.htm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210/t20121018_9957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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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及时整改，严格督查。对今年不同层面的专项检查中发出整改通知书的建设工程项目，督促各责任单位认

真制定措施，抓紧整改，确保整改落实到位。对整改不力或整改不到位的责任单位和个人一律从重处罚。 

2．从严执法，强化联动。进一步联动执法，要求招标办、施工管理站、质量安全监督站等单位联合，加强信

息沟通，规范建设各方行为，有效遏止违规行为。一是重点查处建设单位规避监管和违规施工等行为；二是重点查

处施工单位以不正当行为承揽工程、转包和违法分包等行为；三是重点查处监理单位项目部人员不到岗、无证上岗、

不履行监理职责等行为；四是坚决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强化不良行为记录。 

3．完善机制，长效管理。进一步督促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树立规范管理意，规范市场经营行为，完善内部

管理制度，健全企业质量和安全管理保证体系，加强施工现场项目部建设，确保现场管理人员到岗到位。对在资质

管理、安全质量、施工许可等方面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严格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直至清出永丰县建筑市场。 

12.55 永丰县城乡建设局 2013 年行政调解工作总结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404/t20140404_9381690.htm  

三、完善机制，落实责任。 

  在经过与人民调解认真的分析对比，我局初步拟定了开展行政调解工作的制度、程序，对开展行政调解的

受案范围、条件、原则作了规定。要求行政调解人员严格执行《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案

件落实到人、责任落实到人。建立信息报送联络制度，明确一名信息联络员，专门负责收集行政调解有关信息和数

据。坚持既相对独立、各司其职，又相互衔接、整体联动的原则，对不愿进行行政调解或未达成协议的，我局积极

引导当事人运用行政复议、裁决等方式进行解决。实现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大调解有机衔接。 

12.56 永丰县城乡建设局 2012 以来工作情况汇报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209/t20120928_985387.htm  

（五）创新监控模式，建筑业水平有新提升 

进一步狠抓建筑业管理，深入开展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依法规范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行为,完成建安总产

值 1.789 亿元。完成建筑设计、地质勘察 52 项，招标代理 52 项，工程招投标 39 个(公开招标 35 个，邀请招标 4

个)，施工图审查 31 个，监理工程 31 个，建筑施工工程 31 个，建筑面积 17.56 万平方米，设计图纸审查率、工程

招标率、工程监督率、竣工验收备案率均达 100%。强化了建筑业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监管，集中组织施工安全生

产大检查 5 次，查处杜绝各类事故隐患 20 起，发出整改通知 30 份，确保了安全生产无事故，认真落实工程质量责

任制，对工程质量进行常规监控，加大施工现场巡查管理，加强了建筑材料的检测鉴定，工程竣工合格率达 100%。 

 

12.57 关于永丰县城乡建设局组织观看《焦裕禄》专场电影情况的汇报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405/t20140513_9396041.htm  

根据《关于组织观看<焦裕禄>专场电影的通知》(永群组办字[2014]14 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深化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先进典型，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群众观念，5 月 5 日下午，我局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

集中观看了电影《焦裕禄》，共同缅怀焦裕禄同志的生平和先进事迹。 

    电影《焦裕禄》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党员的心。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虽然时代在变迁，但焦裕禄精神历久弥

新，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员干部照镜子、正衣冠的最生动教材，是保持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榜样。在开展实践活动

中，要对照焦裕禄精神查不足，做到“六问、六带头”，勇于审视自己，勤于反思自己，结合思想工作实际找差距、

修自身，争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立足本职岗位，着眼群众需要，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以实际行动密切党群

关系，切实树立起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12.58 关于县建设局组织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汇报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311/t20131126_1960406.htm  

一、会前动员。为贯彻落实全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信访稳定和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文件精神，我局及时制

订了《关于认真做好“十八届三中全会” 期间全县建设信访稳定和矛盾纠纷排查工作的通知》，成立了安全生产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维稳信访和安全生产应急方案，确保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营造良好

的氛围。局党委对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动员部署，积极做好会议前瞻的宣传，使党员干部充分

认识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重大意义，大力营造出喜迎全会召开的浓厚氛围。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404/t20140404_9381690.htm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209/t20120928_985387.htm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405/t20140513_9396041.htm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311/t20131126_19604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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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 永丰县城建局综治调处化解率达 100%（作者：王纪洪、通讯员夏维云  2012-08-21） 

http://www.jxjst.gov.cn/html/xingyezixun/shengna/201208/21-33235.html  

今年来，江西省永丰县城乡建设局以践行科学发展观为宗旨，认真落实矛盾纠纷排查机制，整合综治工作资源，

取得明显效果。1—7 月，该局受理 66 件信访事件，已成功化解 66 件。 

该局围绕“两次检查、三层签订、四个纳入”的工作思路，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为全局的重要任务，制

定并与各科室、局属各单位签订了《永丰县城乡建设局 2012 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核书》、《永丰县城

乡建设局 2012 年度平安建设责任书》，把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的各项任务层层落实到单位、责任人，着力构建调处

组织网络，在局机关和局属各单位分别确定了分管领导和维稳信息员，确保局属各单位综治机构都有一个专（兼）

职从事综治工作。同时，围绕与人民群众切实利益息息相关的市政基础设施、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填埋、经济适用

住房、廉租房建设等一系列民生工程建设，每月排查一次本系统的矛盾纠纷，结合重大节日、重要活动的维稳需要，

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工作部署，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受理、登记、转办、承办、结案、销帐等程序，及时填报矛盾

纠纷排查调处情况月报表、台帐表、汇总表及分析报告，扎实有效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该局还坚持将综治

平安建设日常工作经费及“人防”、“物防”、“技防”经费开支列入到年度部门预算中，保障工作经费，确保相关工

作人员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目前，该局投资 2 万多元，安装视频监控器 10 多个，局调委会共受理涉及行政

执法、房屋质量、征地拆迁等矛盾纠纷 12 起，调处化解率 100%。 

 

12.60 （永丰县城建局）在全县建筑安全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现场推进会上的讲话（2012）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209/t20120928_985372.htm  

（四）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我局将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严厉查处不办理施工许可、质量安全

监管等法定建设手续擅自从事施工活动的行为。 

 

12.61 质量科在永丰县处理群体上访事件（2010） 

http://www.jxazjd.com/ja/1710/201008/cdcdb028-996c-4fc0-b9ce-a94a9823ccbd.html  

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业主多次群体上访，投诉房屋屋顶、墙面漏水、塑钢窗变形等质量问题，省、市、县信

访部门多次批复，要求开发单位和施工单位解决问题。但一年多来修补工作未能取得令业主满意的效果。2010 年 7

月 29 日，龚福根科长率质量科吴凡副科长、吉安市质监站伊晓总工程师、刘斌科长和吉安市检测中心黄素平主任

赴永丰县调查处理该投诉。一行人不顾正午高温炎热，逐户走访查看房屋质量问题，耐心倾听业主意见；而后，马

不停蹄召集开发单位、施工单位和永丰县规划建设局、房管局、城管部门领导座谈，分析问题原因、商讨解决对策，

帮助确定了市政花园质量问题善后处理工作方案；会议要求针对质量问题厘清相关责任单位，并对责任单位依法作

出行政处罚。7 月 30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立即成立了由一把手董局长为组长的市政花园质量问题处理工作小组，

从县质监站、建筑设计院等单位抽调人员立即按工作方案开展工作。经与业主多次电话反馈、沟通，业主对我局、

吉安市质监站及永丰县规划建设局的工作感到满意，并表示要全力配合好善后处理工作。 

 

12.62 永丰县质监站工作动态（2014） 

http://www.jxazjd.com/zlgl/1306/201402/b5ec5bc4-2834-42cd-88a8-23eb04233eee.html  

www.jxazjd.com  2014-2-13 17:05:44  来源：本局 

2014 年 2 月 12 日，新年一过，吉安市永丰县建筑工程质监站就组织全县质量安全监督员、监理人员进行业务

学习，重点传达省、市建设主管部门质量安全管理文件，组织学习了《保障性安居工程质量通病防治规程》配套教

学光盘影像资料等相关业务知识。永丰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娄毅副局长、质监站郭庆峰站长等参加。 

 

12.63 永丰县质监站支部委员会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   

http://www.jxazjd.com/zlgl/1306/201403/0de91f8f-4a2e-424b-a528-a6dcf635605f.html  

2014 年 3 月 21 日，中共永丰县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支部委员会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动员大会。会上郭庆峰站长传达了永丰县委县政府和县规划建设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精神及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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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 

12.64 江西吉安永丰县建设系统管理办法推陈出新（中国建设报 2013-08-31 夏维云 刘晓红 郭庆峰） 

http://www.chinajsb.cn/old/content/2013-08/31/content_103101.htm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城乡建设局创新推出了规划、建设、市政、质监、绿化、路灯、环境卫

生、供水、市容管理 9 个关系民生的管理办法，按照“全系统、全要素、全覆盖”要求，营造“优美、绿色、整洁、

和谐”的城区环境。目前，城区环境呈现出井然有序、优美洁净的良好态势。 

该局规范形成了 9 个民生行业管理办法，主要涉及管理范围、权限、流程、标准、工作作风和监督 6 个方面，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同时，该局在全系统开展了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的培训，提高了全系统干部

职工的综合素质，提升了民生服务的新能量。 

此外，该局还充分发挥城区项目规划、建设、城区管理的主力军作用，整合全系统的职能，按照“规划精致化、

建设精品化、管理精细化”的思路，形成合力，持续推进。城管系统打造了城市管理示范路，环卫系统树立起卫生

清扫样板街，市政、园林、路灯系统开展了市政设施、园林绿化、路灯亮化工程质量、进度等评比活动。同时，该

局勇于接受社会各方的监督，整体带动了城区市容环境、优美整洁步入新台阶。 

 夏维云 刘晓红 郭庆峰 

12.65 2014 年县城乡建设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月活动总结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404/t20140424_9388451.htm  

 

12.66 永丰县城乡建设局解决“四风”问题整改措施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408/t20140814_9430449.htm  

 

12.67 永丰：车位缩水楼房长高 开发商想变就变？（中国江西网(大江网)  2014-08-05） 

http://www.jgsdaily.com/system/2014/08/05/013250345.shtml  

 

12.68 吉安市永丰县天成一号规划变更规划，监管形同虚设，里面肯定存在猫腻（【都市现场】2014 年 8 月 2 日 

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http://v.jxntv.cn/jxtv2/dsxc/20140802/138084.shtml?bsh_bid=471330907  

 

12.69 关于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和人员十项规定的通知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38C37602-2BA7-415F-93FA-6B4855EE3EC9  

赣建质监字[2014]2 号 

  

各质（安）监站（建管站）： 

为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若干规定，加强全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和人员作风建设，特制定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和人员十项规定，请遵照执行。 

一、严禁违反监管程序进行注册、检查、办证、办案； 

二、严禁向被监督对象介绍或承揽工程施工、检测业务； 

三、严禁向被监督对象推荐、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四、严禁隐瞒、擅自处理监督检查中查出的各类问题； 

五、严禁擅自对外提供、发布相关工作信息； 

六、严禁接受被监督对象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 

七、严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八、严禁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各种休闲、娱乐、健身或旅游等活动； 

九、严禁在被监督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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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严禁参加各种封建迷信、赌博等有碍社会公德的活动。 

监督机构和人员违反上述规定的，一律考核不合格，通报其主管部门；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建议其

主管部门给予纪律处分、调离监督机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举报电话：0791-88514580  

  

                             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1 月 12 日 

 

12.70 永丰县鑫鸿苑二期 工地挖基坑致居民楼开裂？ 

http://www.jstv.com/static/jzzl/news/201310/t20131031_1931665.shtml  

 

12.7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稽查办王早生主任在江西省城乡规划督察员派驻工作（培训）会上的讲话 2014-01-14 

http://www.jxjst.gov.cn/html/lingdaojianghua/20140114/40064.html  

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上午好！ 

    这次我主要是来学习江西省厅在规划督察和规划管理方面的工作经验。对江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在省委省

政府的重视之下，正式以省政府的名义推行规划督察制度取得的工作成果，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刚刚上任的江西

省派城乡规划督察员表示祝贺。待会，曾绍平副厅长将代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就规划督察工作做专门部署，下面，

我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关于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精神 

    中央刚刚召开了非常重要的城镇化工作会议，虽然会议正式文件还没有看到，但习总书记和克强总理的讲

话已经在住房城乡建设部做了全文的传达，会议的主要精神在新闻媒体上也都做了阐述。我感觉，在新型城镇化大

形势大背景之下，在国家今后几十年新型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理念、思路和要求的指导下，我们面临的任务

很重，大家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尤其是在座的各位建设口和规划口的同志，对于中央城镇化会议的有关文件以及领

导的讲话精神，要认真学习领会。这是我们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工作的指导性和纲领性文件，非常重要。会议文件对

外发布的新闻稿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建设系统的工作。一个中央的文件将一个部门的工作讲的分量这么重，占

的比例这么大，是非常少见的。再者一个中央文件把规划工作当中的一些内容、一些业务讲得如此具体，如此细致，

也是很少见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很像一个规划的导则、规划的指南和规划的要务。有些语言也很具体，很有深度，

很有指导性和针对性。比如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等等这些内容，都是有所

指的，而不是简单的文学性的话语，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针对目前很多地方存在的乱砍树、乱填湖的现象，更是

针对各地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所以说这个文件既是纲领性的文件，又有很具体的指导思想，对城乡规划

管理工作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关于对规划管理工作的认识 

    规划管理工作怎么认识，怎么分析工作的重点？我感觉，规划工作要做好，至少分两个阶段，一是规划编

制、一是规划实施。要避免出现文件中所讲“领导一换届，规划就换届”的现象，必须要高度重视规划编制工作。

现在绝大多数领导都非常重视规划工作，尤其是在规划编制阶段，大一点的城市编制总体规划的经费动辄一千万甚

至几千万，小一点的城市编制经费几百万更是常见。同时，规划编制工作历时数年不等，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各级

部门参与意见和协调，还有专家论证、讨论、审查等环节，各地对规划编制工作不能说不重视，不下功夫。实事求

是的说，规划编制的文本、成果、水平也在逐年提高，绝大多数规划都是具有指导性，也是可行的。但是规划工作

要做好，仅仅规划编好是不够的，还要实施好。总体来看规划实施是不错的，但也出现一些情况，比如实施的随意

性。规划编制、实施两个阶段缺一不可。现在的城市总体规划还存在不少问题，它的精确性、指标性、计划性、可

控性、可督察性、依据性还不够，这些方面还有欠缺。规划在编制过程和审查中，首先要明确禁建区和限建区范围，

然后再确定功能分区、生活用地、生态用地、道路网络。必须严格加强“三区”的规划管理，不然就会大量出现所

谓的详细规划改总体规划的现象。如果仅仅是个别地方、个别的控改总的现象还是情有可原，但普遍的控改总，肯

定是有比较大的问题。规划不变更是不现实的，变更也是被允许的，关键是要按照法定程序执行。而派驻规划督察

员，更多的是加强规划实施阶段的工作。按照城乡规划、法律法规进行督察，避免规划在实施阶段出现问题。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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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住房城乡建设部、省政府派驻规划督察员的主要目的。 

    三、关于住房城乡建设部规划督察工作情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从 2006 年开始已经陆续向 103 个国务院审批总体规划的城市派驻了 116 名城乡规划督

察员，基本覆盖由国务院审批总体规划的城市。部派城乡规划督察员对这些城市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遗产、风景

名胜资源和重要水系、绿地等核心资源进行监控，在事前事中及时发现地方规划实施中的问题，每年制止违法违规

行为苗头 200 余起。部里与地方建立了点对点的联系渠道。从某种意义讲，部派督察员是部里工作力量、工作队伍

的一种延伸，省派督察员是省建设厅工作力量、工作队伍的延伸。建设部的行政编制才 300 多人，加了一支 100 多

人的规划督察员队伍就相当于增加了 20%的力量；江西住房城乡建设厅的行政编制 80 多人，这次 10 名督察员就相

当于增加了 10%的力量。在机关里要增加编制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这些督察员同志既经验丰富、又业务能力很强。

规划督察员制度既是对规划工作的加强，又是对部里、省厅业务工作的有力加强和有效补充，意义重大。习总书记

在前不久视察中提到"抓工作就是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现在往往是部署很多，落实不好，很多问题就是出现在

落实过程中，因此我们督察员责任非常重大。 

    四、关于督察员如何开展工作 

    刚刚督察员聂新民处长的发言很好，讲的很全，我都很赞成。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敬业精神和

原则性，专业性方面省厅会是督察员的专业后盾和支撑。督察工作在强调专业性同时，原则性、责任心更为重要。

督察员制度能不能实施有效、达到好的效果关键在于选人。在座的 10 位督察员都是经过省厅认真遴选的优秀人才，

从这个角度讲各位的责任更加重大。规划督察员制度的建立将成为江西城市规划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虽然各位

督察员大部分都是退休的，但做事要求必须和在职时一样地认真、负责。规划督察员派驻到地方政府后，各位都是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进行督察，可谓一夫当关，所以更需要一丝不苟、认真履责。 

     五、正确认识规划督察员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地方政府首先要把规划编制好，通过立法的形式使它法律化、制度化，提高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但即

使如此，规划管理工作还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面对各种利益诉求，各位规划局长面临的压力很大。各方面都会

对规划施加影响，有正面的，但更多的是负面。如在座各位局长面对压力不好处理，可以通过督察员进行协调沟通。

督察员是省政府派驻的，独立于地方。这就是规划督察的层级监督、适时监督。规划督察工作就在当地、就在现场，

这充分体现了专业的监督职能。或许市里的领导会担心规划督察员会不会对地方工作产生不利影响，请大家放心，

如果有也一定是正面的工作帮助。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相互协同、密切配合，更加有效地开

展工作，促进江西省城乡规划建设的有序发展。 

    最后祝新任的督察员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在新的岗位上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12.72 陈平厅长到厅直单位调研 

来源：厅办公室   作者：江建国  时间：2014-08-27 

http://www.jxjst.gov.cn/html/tupianjiaodian/201408/23-43377.html  

 

12.73 广东纪委书记：不查案是失职 查案不治本是不称职 

http://news.xinhuanet.com/yzyd/local/20140903/c_1112347293.htm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03/c64102-25597639.html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先耀称，各级党委(党组)要履行好主体责任，坚持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

硬”，牢牢树立“不查案是失职，查案不治本是不称职”的观念，把预防和治本要求融入日常业务、改革发展和队

伍建设中。 

 

12.74 江西永丰房龄 22 年县委宿舍被划“棚户区”，发动公职人员劝拆  澎湃新闻记者 刘兴旺 发自江西永丰

2014-08-24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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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 吉安建设信息 2014 年第 8 期 

http://www.jajsj.gov.cn/news/2008new2140.html  

…目前，县城建设从“小”到“大”、生态产业从“兴”到“优”、新农村从“乱”到“美”、发展基础从“弱”

到“强”、民生投入从“窄”到“广”，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崭新变化，美丽家园、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永丰县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夏维云、郭庆峰、刘建军） 

12.76 关于印发《江西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http://www.jxjst.gov.cn/html/tongzhiwenjian/ganjianzhi/2014/0924/43796.html  

http://www.jxjst.gov.cn/zhuantizhuanlan/gongchengzhiliangzhililiangnianxingdong/zhengcewenjian/2015-02-

11/37869.html  

赣建质〔2014〕12 号  

各设区市、各省直管试点县（市）建设局（建委）、城管局（城管委、执法局）、房管局：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建筑市场秩序，有效保障工程质量，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统

一部署，省厅制定了《江西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4 年 9 月 18 日  

  

 江西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实施方案  

  

   为规范我省建筑市场秩序，保障工程质量，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治

理两年行动方案》，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明确主要工作目标 

通过认真开展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进一步规范全省建筑市场运行秩序，落实工程建设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

质量终身责任，遏制建筑施工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多发势头，加快建立健全建筑市场诚信

体系，提高建筑从业人员素质，加快我省建筑业转型升级步伐，促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确保我省工程质量

总体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二、把握重点工作任务 

   （一）强化项目负责人责任意识，全面落实质量终身责任 

     1、明确五方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按照《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暂行

办法》（建质[2014]124 号）的规定，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勘察项目负责人、设计项目负责人、施工项目经理和监

理总监在工程设计合理使用年限内，承担相应的质量终身责任。对工程投入使用后，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市、县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规定严肃追究相应项目负责人的责任。各地要按照《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责任十

项规定》（建质〔2014〕123 号），督促施工企业切实落实好项目经理的质量安全责任。 

     2、加快建立和完善三项管理制度。一是建立书面承诺制度。工程项目开工前，工程建设五方项目负责人

必须签署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二是永久标牌制度。工程竣工后百分之百设置永久性标牌，载明参建单位和项目负

责人姓名，增强相关人员的质量终身责任意识；三是信息档案制度。建设单位要建立五方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

信息档案，责任人的基本信息、责任承诺书、法定代表人授权书等要记录在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城建档

案部门统一管理和保存。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继续推行“三个百分之百”制度。 

     3、加大执法力度，严肃追究质量责任。各地对检查发现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八大员到岗等履

责不到位的，要按照规定，给予罚款、停止执业、吊销执业资格证书等行政处罚和相应行政处分。充分利用建筑市

场和施工现场信息化监管网络平台，及时逐级上报并向社会曝光检查发现的不良行为和处罚信息。 

   （二）坚持两场互动，严厉打击建筑施工转包违法分包行为 

     1、严格和完善招标投标监管。各地要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实施条例》及有关规定，严禁

围标、串标，严禁转包、违法分包和挂靠，加大对招投标行为的监管力度。积极推进网上招投标统一平台建设，积

极探索依法规范，公正、公平、公开，有效管用的招投标管理办法，积极推行招投标报价承诺法，并在实践中不断

完善。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jajsj.gov.cn/news/2008new2140.html
http://www.jxjst.gov.cn/html/tongzhiwenjian/ganjianzhi/2014/0924/43796.html
http://www.jxjst.gov.cn/zhuantizhuanlan/gongchengzhiliangzhililiangnianxingdong/zhengcewenjian/2015-02-11/37869.html
http://www.jxjst.gov.cn/zhuantizhuanlan/gongchengzhiliangzhililiangnianxingdong/zhengcewenjian/2015-02-11/378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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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全面排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各地要加强建筑市场、施工现场监管，强化对工程招投标、勘察设计、

图审、施工、监理和竣工验收及进场建筑材料检验等环节的监控。要对辖区内所有在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项目的承发包情况进行全面排查，主要检查建设单位有无违法发包行为，施工企业有无转包、违法分包以及转

让、出借资质行为，施工企业或个人有无挂靠行为。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

法》(建市[2014]118 号)，准确认定、从严查处建筑施工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 

     3、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各地要建立建筑市场、施工现场监督执法检查信息互联交换机制，整合建筑

市场准入、勘察设计、施工许可、招投标、质量安全、稽查执法等各环节监管信息，接入我省建筑市场信息化监管

网络平台，提高执法检查信息综合利用效率。对检查认定有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的单位和

个人，除依法给予罚款、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停止执业、吊销执业证书等相应行政处罚外，

还要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规定，采取限期不准参加招投标、重新核定

企业资质、不得担任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等相应的措施。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省厅实行挂牌督办，一查到底。 

各地在查处工作中，要把握以下原则：对企业自查阶段发现的问题，并在今年 10 月底前整改到位的，可以考

虑不予追究责任。在主管部门全面排查中发现问题的，限期内予以整改的，可从轻处罚；限期内不予整改或整改不

到位的，要严厉处罚。全国电视电话会后新开工的项目，一旦发现问题，要坚决予以严厉处罚，决不手软。 

    4、建立和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各地要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并向社会公布，接受并认真受理社会公众

举报投诉。对查处的单位和个人的违法行为及处罚结果及时在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平台公布，发挥新闻媒体和

网络的作用，震慑违法行为，提高企业和从业人员守法意识。要充分发挥施工企业自律作用，自觉抵制转包挂靠等

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省厅举报投诉电话：0791—86225759，88100251 

举报电子邮箱：jxsjstjgc@163.com,   jxazjd@126.com 

（三）强化工程质量过程监督，发挥工程监理作用 

     1、提高监管水平。各地要统筹建筑市场准入、勘察设计、施工许可、招标投标、合同备案、质量安全、

行政稽查执法等各个环节的监管力量和监管信息，建立综合执法机制，并在人员、经费、设备等方面予以保障。要

加强监管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提高政府对建筑市场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水平。 

     2、创新监督方式。各地要改变事先发通知、打招呼的检查方式，采取随机抽查、明察暗访等方式，提高

检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各级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要采取差异化监督方式，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加大在线即时监督监

测和非现场监管执法推进力度。对涉及工程实体质量的钢筋、预拌混凝土等建材、重要分部分项工程的验收和涉及

工程安全重大风险源要加大抽查、巡查的力度，做到全覆盖，避免出现质量监管漏洞。要加快完善工程质量检测制

度，加强检测机构的管理，加大对检测过程的远程监控和检测数据的采集力度，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出具虚假检测报

告的行为。 

    3、强化质量常见问题治理。各地要认真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和省厅工程实体质量常见问题治理的要求，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针对严重影响房屋使用功能的渗漏、墙体开裂等热点问题，从勘察设计质量入手，严格执行设

计标准规范，杜绝因设计缺陷或疏忽产生质量隐患。要树典型、立样板，强化过程控制，积极推进建筑结构示范工

程，对混凝土浇捣、钢筋敷设与连接、模板搭设等影响工程实体质量、观感质量的突出问题进行治理，推进质量行

为和实体质量管控标准化，落实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制度，全面提升工程质量安全水平。 

    4、发挥工程监理的作用。鼓励省内有实力的监理单位开展跨地域、跨行业经营，开展全过程工程项目管

理服务，形成一批全国范围内有技术实力、有品牌影响的骨干监理企业。监理单位要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加强现场

项目部人员的配置和管理，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进驻施工现场。对非政府投资项目的监

理收费，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可依据服务成本、服务质量和市场供求状况等协商确定。吸引国际工程咨询企业进入

我省工程监理市场，与我省监理单位合资合作，提升监理队伍整体水平。加强对监理企业和总监理工程师、监理工

程师监理行为的检查，对不能认真履职的人员，坚决依法给予相应行政处罚，并限期不准参加招投标活动。 

   （四）完善政策支持，积极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 

    1、切实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各地要认真贯彻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纲要，以及省厅对推

进建筑产业现代化的要求，明确本地区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近远期目标，协调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出台减免相应税

费、给予财政补贴、拓展市场空间等激励政策，推进建筑产业化发展。 

     2、鼓励技术创新和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各地要支持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施工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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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先进成熟、安全可靠的技术体系要积极加以推广，集合开发、科研、设计、构件生产、施工、运营维护、第

三方鉴定检测等企业着力培育建筑产业现代化龙头企业，打造我省优势的钢结构、预制构件和保温节能等产业基地，

推动先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3、加快建筑产业转型升级。各地要积极加大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力度，将推进绿色建筑，加大高

强钢筋和高性能混凝土推广使用等工作，作为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的重要内容，引导、指导企业使用“四新”技

术，提升质量水平。 

     4、不断强化监管保障措施。各地要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有效的监管模式，制订配套的相关政

策、技术标准和规程等，保障和促进当地建筑产业现代化健康发展。各类建筑业行业协会应坚持在服务企业发展，

提供技术支持，树立行业标杆，推广先进典型等方面发挥作用。 

   （五）搭建信息化平台，推进建筑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1、建立统一的监管诚信系统。按照《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系统基础数据库管理办法》和《全国

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系统基础数据库数据标准》（建市[2014]108 号）总体要求，在 2015 年底前建成全省建筑

市场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包括“一库、一网、一线”：“一库”即人员基本信息、在建工程项目信

息、建筑企业信息、五方主体单位及项目负责人诚信信用信息等，“一网”即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管理网，

“一线”即从县到市再到省一条线的直通式监管。促进市场和现场联动，提高行政监管效能。 

     2、加大监管信息公开力度。建立违法违规等不良行为“黑名单”和警示约谈制，各地要充分利用监管信

息网络化平台，及时向社会发布建筑市场和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公布行政审批、工程建设过程监管信息、执法处罚

信息，公开曝光各类市场主体和人员的不良行为信息，逐步建立“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诚信守信环境。 

     3、建立质量监管部门责任情况通报制度。省厅将每半年公布一次各设区市在建工程质量抽查结果和质量

监管工作动态，对质量抽查结果排名通报。对出现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依法依规进行问责。 

   （六）加强建筑劳务管理，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1、落实施工企业主体责任。各地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建筑劳务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建市〔2014〕

112 号）要求，指导和督促施工企业，全面落实工人培养、权益保护、用工管理、质量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责任。施

工企业要加快培育自有技术工人，对施工现场用工管理、持证上岗作业和工资发放承担直接责任；施工总承包企业

要对所承包工程的劳务管理全面负责。施工企业要建立劳务人员分类培训制度，实行全员培训、持证上岗。 

     2、加快劳务公司发展步伐。各地要积极支持、鼓励建筑劳务公司的建设和发展，加快劳务公司做大做强

步伐，努力创建当地品牌劳务公司。到 2016 年 6 月，各设区市要重点培育 1—2 家有实力、有规模、有品牌的建筑

劳务公司。有条件的县（市）也要积极培育当地建筑劳务公司。 

     3、完善建筑工人培训体系。各地要研究建立建筑工人培训信息公开机制，加快完善技能鉴定制度，探索

工人技能分级管理，并与岗位工资挂钩，提高建筑工人参加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督促施工企业做好建筑工人培

训工作，对不承担建筑工人培训主体责任的施工企业依法实施处罚。积极争取、充分利用财政经费补贴，培训建筑

业从业人员，培育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充分发挥建筑职业院校、培训中心在技能培训中的作用。 

     4、推行劳务人员实名制管理。各地要积极推行建筑业劳务人员实名制管理，逐步将全省建筑劳务工人基

本信息，纳入全省建筑监管信息化平台，落实劳务人员进库管理，做到“库里能找到，网上能看见”。推进劳务人

员的诚信信息管理，加强劳务人员的组织化管理。 

     三、工作计划和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4 年 9 月）。2014 年 9 月上旬，召开全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电视电话会议，

动员部署相关工作。2014 年 9 月中、下旬，市（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本方案制订具体实施方案，全面动

员部署治理行动，并在 9 月 30 日前将实施方案报省厅。 

   （二）组织实施阶段（2014 年 10 月—2016 年 6 月）。市（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本方案和本地

具体实施方案，组织开展治理行动，重点对在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承发包情况、质量责任落实情况

进行自查自纠、全面检查和重点检查。 

     1、自查自纠。 

     一是时间安排。2014 年 10 月底前，市（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当地建设单位、施工企业以及其

他相关单位，对照部、省厅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纠，主要是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查找、纠正自身存

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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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报送自查自纠情况。有关建设单位、施工企业以及其他相关单位向当地主管部门报告自查自纠情况，

县（市）主管部门向设区市主管部门报送，各设区市自查自纠情况于 2014 年 11 月 15 日前书面报省厅。 

      2、全面排查。2014 年 11 月到 2016 年 6 月。 

      一是全面排查内容。设区市、县（市）对辖区内在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进行全面排查，

排查重点是保障房项目、棚户区改造项目，以及城市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 

     二是全面排查时间。2014 年 12 月底以前各地完成首次排查，此后设区市、县（市）每 3 个月对本辖区内

在建工程项目全面排查一次。 

    3、重点检查。重点检查内容： 

     一是群众有投诉举报的；二是排查中发现有问题的企业，要对其承建的其他项目进行检查；三是排查中

发现有问题的项目，要重点跟踪检查，检查其是否整改到位。 

     4、重点抽查和督导检查。2014 年 12 月，省厅组织重点抽查，此后每半年安排一次重点检查和督查指导。

省厅检查、督查情况将及时在全省通报。各地要认真做好迎接部督查的各项工作。 

     5、加强工作信息报送。每次检查排查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各设市、县（市）将所辖区域工作推进情

况、项目排查情况，存在的问题和意见建议等，分别书面向省厅、设区市主管部门报告。 

   （三）总结分析阶段（2016 年 7 月-8 月）。市（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开展

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研究提出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工作总结报告。 

     四、落实推进责任，强化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周密部署 

成立江西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领导小组，由厅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厅有关处

室、单位负责人组成（详见《江西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及成员单位职责和任务分工》）。各级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以对党负责、对群众负责、对事业负责态度，扎实组织实施当地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

按照“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要求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各地比照省厅模式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针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明确专项行动的重点、步骤和要求，落实工作推进责任，并认

真组织实施。 

   （二）狠抓责任落实，强化层级监督 

建立设区市、县（市）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信息报送制度，加强信息沟通和报送。设区市、县（市）工作推

进情况、项目排查情况，分别定期向省厅、设区市主管部门报送。省厅成立专门的督查组，每半年对全省在建工程

项目进行重点抽查和专项行动督导检查，及时向市、县提出指导、检查和督导意见。加强对设区市、县（市）治理

行动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对工作不力、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的，将予以通报批评、严格追究责任；对工作突出、成

效显著的地区和个人将进行表扬，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 

   （三）积极引导，加大舆论宣传 

各地、各部门、各相关单位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对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工作的

重要意义、进展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效，进行多层面、多渠道、全方位广泛宣传，用客观的情况，准确的信息向社

会传递和释放正能量，营造有利于专项行动工作的良好舆论氛围。 

  

    附件：江西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及成员单位职责和任务分工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统一部署，为加强对全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的领导，经研究，成立江西省工程

质量治理两年行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及成员单位职责和任务分工如下： 

    一、领导小组组成 

领导小组组长：厅党组书记、厅长     陈平 

领导小组副组长：厅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章雪儿 

领导小组成员： 

厅建筑监管处处长   姚宏平 

厅办公室副主任、信息中心主任  王海涛 

厅政策法规处处长   曾宝芽 

厅人事教育处处长   朱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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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城市建设处处长    李日龙 

厅房地产监管处处长   李木韦 

厅住房保障处处长   邝振胜 

厅勘察设计处处长   罗敏 

厅节能科技处处长    王融 

厅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主任  刘卫国 

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管局局长   钱勇 

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主任   梁卫明 

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局局长   郁士文 

省建设工程稽查执法办主任   梁卫明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厅建筑监管处，由姚宏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钱勇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任务 

1、厅建筑监管处：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综合协调全厅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工作，负责指导设区

市、县（市）建筑市场监管方面的具体工作； 

联系人：胡娟    联系电话：0791—86225759 

2、厅办公室和信息中心：负责涉及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有关信息宣传工作和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技术支持工

作； 

联系人：邓晖            联系电话：0791-88863121 

3、厅政策法规处：负责涉及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政策法规方面的工作，指导设区市、县（市）行政执法、依

法处罚处理方面的工作； 

联系人：刘立   联系电话：0791—86212603 

4、厅人事教育处：负责指导设区市、县（市）建筑行业从业人员职业教育培训中，涉及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

动具体工作； 

联系人：向恭水   联系电话：0791—86219053 

5、厅城市建设处：负责指导设区市、县（市）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过程中，涉及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具

体工作； 

联系人：邹凌   联系电话：0791—86226591 

6、厅房地产监管处：负责指导设区市、县（市）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涉及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的具体工作； 

联系人：周晓明     联系电话：0791—86228076 

7、厅住房保障处：负责指导设区市、县（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涉及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的具体工

作； 

联系人：杜泰洪    联系电话：0791—86230481 

8、厅勘察设计处：负责指导设区市、县（市）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等环节，涉及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的

具体工作； 

联系人：黄兴    联系电话：0791—86203670 

9、厅节能科技处：负责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中，涉及建筑节能、建筑科技等方面的具体工作； 

联系人：余海浪  联系电话：0791—86258762 

10、厅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负责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过程中，涉及建筑企业资质、执业注册人员等准入控制

方面的具体工作； 

联系人：杨建辉   联系电话：0791—86276103 

11、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管局：负责指导设区市、县（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在施工现场质量安全

监管中，涉及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的具体工作； 

联系人：吴凡    联系电话：0791—88514580 

12、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负责指导设区市、县（市）招标投标部门在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中，涉及工程

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方面的具体工作； 

联系人：万辉  联系电话：0791—8628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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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局：负责指导设区市、县（市）建筑造价部门在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中，涉及工程

项目造价管理方面的具体工作； 

联系人：杨玉杰  联系电话：0791—88317893 

14、省建设工程稽查执法办：负责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过程中，涉及建设稽查执法方面的具体工作。 

联系人：张云文   联系电话：0791—86228944 

 

12.77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开展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动领导小组 

http://www.jxjst.gov.cn/html/zhengzhigongzuozuofengzhuanlan/  

厅开展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 

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陈 平 厅党组书记、厅长 

副组长：邹明泉 厅巡视员 

       薛晓卫 厅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成  员： 

姚宏平 厅办公室主任 

曾宝芽 厅政策法规处处长 

邝振胜 厅住房保障处处长 

陈振寿 厅城乡规划处负责人 

蔡  勇 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 

万根华 厅建筑监管处副处长 

李日龙 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 

熊春华 厅村镇建设处处长 

罗  敏 厅勘察设计与标准定额处处长 

吴  军 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处长 

李 木韦 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处长 

陈建蓉 厅计划财务审计处处长 

朱金贵 厅人事教育处处长 

王  融 厅离退休干部处处长 

凌  卫 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贾俊芳 驻厅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 

刘卫国 厅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主任 

刘高松 厅拆迁信访办负责人 

吴亚鸿 厅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乐才 省房改办主任 

钟宪明 省抗震办主任 

王晓明 省世界自然遗产和风景名胜区管理 

       中心副主任 

梁卫明 省建设稽查执法办主任 

钱  勇 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 

       管理局局长 

罗祯云 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局局长 

黄国贤 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主任 

刘小檀 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院长 

万  敏 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总工程师 

郁士文 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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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桥 省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刘天华 省城建高级技术学校党支部书记 

达  兰 省城乡建设培训中心主任 

吴  彬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 

吴  军 省建设信息中心主任 

涂金山 省医药设计院院长 

王恩江 省城市建设档案馆馆长 

胡  冰 厅新技术推广站站长 

厅集中整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驻厅纪检组监察室。人员组成及任务分工如下： 

主  任：贾俊芳（兼） 

副主任：王海涛（办公室副主任）兼政务工 

              作协调组组长 

        余克敏（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兼 

               整改督查组组长 

        陈立忠（人事教育处副处长）兼 

               干部管理监督组组长 

        史美保（直属机关党委调研员） 

               兼宣传报道组组长 

        江先进（勘察设计与标准定额处 

               副处长）兼行政审批服务 

               组组长 

        邓 晖（信息中心主任助理）兼网 

               络平台建设组组长 

    办公室工作人员从办公室、法规处、人教处、机关党委、监察室、审批中心、信息中心等部门和单位抽调。

联络员：刘昱，联系电话：0791-86262400。 

   投诉举报电话：0791-86262400 

   邮箱：jxjsjjjc@163.com  

 

宣传标语 

1、以一流干部作风营造一流发展环境 

2、加强干部作风建设，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3、抓发展必先抓环境，抓环境必先抓作风 

4、以优良干部作风促党风带民风 

5、围绕发展抓作风，抓好作风促发展 

6、改进干部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提升服务水平 

7、作风正干群和，干群和社会稳 

8、优良作风促发展，优质服务树形象 

9、用优良作风取信于民，用精湛业务服务群众 

10、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推动江西科学发展 

11、建一流队伍，树一流作风，创一流服务，争一流业绩 

12、锤炼过硬作风，树立良好形象 

13、改进作风谋发展，优化环境促赶超 

14、加强干部作风建设，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15、真抓实干，务求实效，扎实开展集中整治干部作风活动 

16、着力解决干部作风存在的突出问题，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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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8 关于收听收看全国工程质量专项治理两年行动电视电话会议通知 

http://zlgl.jxazjd.com/content.aspx?cid=4D63FBD6-C711-4B2B-9DCB-861ED5B60BAB  

 

12.79 住房城乡建设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http://www.mohurd.gov.cn/zjbqzlxjyhd/qzlx.htm  

[指导思想]    

主要内容：为民务实清廉 

重  点：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切 入 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突  出：作风建设 

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总 要 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目标要求]   

主要任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群众观点，弘扬优良作风，解决突出问题，保持清廉本色，使干部作风进一

步转变，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 

总体要求：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求，把作风建设放在突出

位置，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凝聚起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要落实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要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要牢牢把握基本原则。 

[方法步骤] 

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政治局带头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环节 1：学习教育、听取意见； 

环节 2：查摆问题、开展批评； 

环节 3：整改落实、建章立制。 

 

12.80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的通知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zsc/201409/t20140904_218905.html  

索 引 号：  000013338/2014-00410  主题信息：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生成日期：  2014 年 09 月 01 日 

文件名称：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的通知  有 效 期：   

文  号：  建市[2014]130 号  主 题 词：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了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保障工程质量，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我部决定开展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

现将《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2014 年 9 月 1 日 

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 

  工程质量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国民经济投资效益、建筑业可持续发展。为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有效保

障工程质量，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两年治理行动，规范建筑市场秩序，落实工程建设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遏制建筑施工

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多发势头，进一步发挥工程监理作用，促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快速发展，

提高建筑从业人员素质，建立健全建筑市场诚信体系，使全国工程质量总体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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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hurd.gov.cn/zjbqzlxjyhd/qzl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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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点工作任务 

  （一）全面落实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 

  1.明确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按照《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建质〔2014〕124 号）规定，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项目

经理和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在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内，承担相应的质量终身责任。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按

照规定的终身责任和追究方式追究其责任。 

  2.推行质量终身责任承诺和竣工后永久性标牌制度。要求工程项目开工前，工程建设五方项目负责人必须

签署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工程竣工后设置永久性标牌，载明参建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姓名，增强相关人员的质量终

身责任意识。 

  3.严格落实施工项目经理责任。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责任十项

规定》（建质〔2014〕123 号）规定，督促施工企业切实落实好项目经理的质量安全责任。 

  4.建立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信息档案。建设单位要建立五方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信息档案，竣工

验收后移交城建档案管理部门统一管理保存。 

  5.加大质量责任追究力度。对检查发现项目负责人履责不到位的，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建

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和《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责任十项规定》规定，

给予罚款、停止执业、吊销执业资格证书等行政处罚和相应行政处分，及时在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平台公布不

良行为和处罚信息。 

  （二）严厉打击建筑施工转包违法分包行为 

  1.准确认定各类违法行为。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

定查处管理办法》（建市〔2014〕118 号）规定，准确认定建筑施工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 

  2.开展全面检查。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对在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承发包情况

进行全面检查，检查建设单位有无违法发包行为，检查施工企业有无转包、违法分包以及转让、出借资质行为，检

查施工企业或个人有无挂靠行为。 

  3.严惩重罚各类违法行为。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认定有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

行为的单位和个人，除依法给予罚款、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停止执业、吊销执业证书等相应

行政处罚外，还要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规定，采取限期不准参加招投

标、重新核定企业资质、不得担任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等相应的行政管理措施。 

  4.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并

向社会公布，让公众了解和监督工程建设参建各方主体的市场行为，鼓励公众举报发现的违法行为。对查处的单位

和个人的违法行为及处罚结果一律在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平台公布，发挥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介的作用，震慑违

法行为，提高企业和从业人员守法意识。 

  （三）健全工程质量监督、监理机制 

  1.创新监督检查制度。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创新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方式，改变事先发通知、

打招呼的检查方式，采取随机、飞行检查的方式，对工程质量安全实施有效监督。进一步完善工程质量检测制度，

加强对检测过程和检测行为的监管，坚决依法严厉打击虚假检测报告行为。 

  2.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统筹市场准入、施工许可、招标投标、合同备案、质

量安全、行政执法等各个环节的监管力量，建立综合执法机制，在人员、经费、设备等方面提供充足保障，保持监

管队伍的稳定，强化监管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建筑市场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水平。 

  3.突出工程实体质量常见问题治理。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房屋建筑工程勘

察设计质量和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治理入手，狠抓工程实体质量突出问题治理，严格执行标准规范，积极推进质

量行为标准化和实体质量管控标准化活动，落实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制度，全面提升工程质量安全水平。 

  4.进一步发挥监理作用。鼓励有实力的监理单位开展跨地域、跨行业经营，开展全过程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形成一批全国范围内有技术实力、有品牌影响的骨干企业。监理单位要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加强现场项目部人员的

配置和管理，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进驻施工现场。对非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理收费，建设

单位、监理单位可依据服务成本、服务质量和市场供求状况等协商确定。吸引国际工程咨询企业进入我国工程监理

市场，与我国监理单位开展合资合作，带动我国监理队伍整体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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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力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 

  1.加强政策引导。住房城乡建设部拟制定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纲要，明确发展目标：到 2015 年底，除西部

少数省区外，全国各省（区、市）具备相应规模的构件部品生产能力；新建政府投资工程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应率先

采用建筑产业现代化方式建造；全国建筑产业现代化方式建造的住宅新开工面积占住宅新开工总面积比例逐年增加，

每年比上年提高 2 个百分点。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明确本地区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近远期目标，协调出

台减免相应税费、给予财政补贴、拓展市场空间等激励政策，并尽快将推动引导措施落到实处。 

  2.实施技术推动。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及时总结先进成熟、安全可靠的技术体系并加以推广。住

房城乡建设部组织编制建筑产业现代化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和相关标准规范；培育组建全国和区域性研发中心、

技术标准人员训练中心、产业联盟中心，建立通用种类和标准规格的建筑部品构件体系，实现工程设计、构件生产

和施工安装标准化。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培育建筑产业现代化龙头企业，鼓励成立包括开发、科研、设计、

构件生产、施工、运营维护等在内的产业联盟。 

  3.强化监管保障。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有效的监管模式并严格监

督执行，保障建筑产业现代化健康发展。 

  （五）加快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建设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系统基础数据库管理办法》和《全国建

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系统基础数据库数据标准》（建市〔2014〕108 号）总体要求，实施诚信体系建设。在 2014

年底前，具备一定条件的 8 个省、直辖市要完成本地区工程建设企业、注册人员、工程项目、诚信信息等基础数据

库建设，2015 年 6 月底前再完成 10 个省、直辖市，2015 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完成省级建筑市场和工程

质量安全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建设。实现全国建筑市场“数据一个库、监管一张网、管理一条线”的信息化监管目

标。 

  （六）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1.进一步落实施工企业主体责任。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建筑劳务管

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建市〔2014〕112 号）要求，指导和督促施工企业，进一步落实在工人培养、权益保护、用工

管理、质量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责任。施工企业要加快培育自有技术工人，对自有劳务人员的施工现场用工管理、持

证上岗作业和工资发放承担直接责任；施工总承包企业要对所承包工程的劳务管理全面负责。施工企业要建立劳务

人员分类培训制度，实行全员培训、持证上岗。 

  2.完善建筑工人培训体系。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研究建立建筑工人培训信息公开机制，健全技能

鉴定制度，探索建立与岗位工资挂钩的工人技能分级管理机制，提高建筑工人参加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督促施

工企业做好建筑工人培训工作，对不承担建筑工人培训主体责任的施工企业依法实施处罚。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

协调，积极争取、充分利用政府财政经费补贴，培训建筑业从业人员，大力培育建筑产业工人队伍。 

  3.推行劳务人员实名制管理。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推行劳务人员实名制管理，推进劳务人员信息

化管理，加强劳务人员的组织化管理。 

  三、工作计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4 年 9 月）。2014 年 9 月上旬，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全国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

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相关工作。2014 年 9 月中、下旬，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本方案制订具体实施方

案，全面动员部署治理行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在 10 月 1 日前将实施方案报住房城

乡建设部。 

  （二）组织实施阶段（2014 年 10 月—2016 年 6 月）。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本行动方案和本

地具体实施方案，组织开展治理行动。重点对在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承发包情况、质量责任落实情

况进行全面检查，市、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每 4 个月对本辖区内在建工程项目全面排查一次，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住房城乡主管部门每半年对本地的工程项目进行一次重点抽查和治理行动督导检查，住房城乡建设部每半年

组织一次督查。 

  （三）总结分析阶段（2016 年 7 月—8 月）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治理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分析，

研究提出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工作总结报告。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周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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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提高对治理行动的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精心安排，认真部署，

成立治理行动领导小组，针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明确治理行动的重点、步骤和要求，

并认真组织实施。 

  （二）落实责任，强化层级监督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市、县治理行动的领导和监督，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工作不力、存

在失职渎职行为的，要及时予以通报批评、严格追究责任；对工作突出、成效显著的地区和个人要进行表扬，并总

结推广成功经验。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定期汇总各地开展治理行动的情况，并予以通报。 

  （三）积极引导，加大舆论宣传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对治理行动的重要意义、进

展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效，进行多层面、多渠道、全方位广泛宣传，用客观的情况，准确的信息向社会传递和释放正

能量，营造有利于治理行动的强大舆论氛围。同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加强企业自律、树立行业标杆、制定技术

规范、推广先进典型等方面的作用。 

 

12.81 省政府办公厅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栏 

http://www.jiangxi.gov.cn/ztbd/szfbgtzt/qzlx/  

指导思起:  

   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主线，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点，

坚决反对厅系统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方法步骤:    

环节 1：学习教育、听取意见（7-8 月） 

环节 2：查摆问题、开展批评（8-9 月） 

环节 3：整改落实、建章立制（10-12 月）   

特色亮点:      

1、深入开展“三问三省”活动 

2、大力治理“文山会海”不断提高行政能力 

3、深入开展“树优良作风，促民生落实”活动   

征求意见电话和邮箱:  

 征求意见电话：0791-88858940 

 电子邮箱：bgtqzlx@jiangxi.gov.cn 

 

12.82 关于市政花园业主涂聚文重复反映市政花园房屋质量问题的情况汇报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203/t20120314_725894.htm  

关于市政花园业主涂聚文重复反映市政花园房屋质量问题的情况汇报 

信息分类： 政务动态  文件编号： 永建信字[2012]8 号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发布日期： 2014-10-21 09:56:35  公开时限： 常年公开    公开范围： 面向全社会 

信息索取号：D23160-0401-2012-0043  责任部门： 局人秘股 

 

 县信访局： 

 

贵局转来关于《关于市政花园业主涂聚文重复反映市政花园房屋质量问题的信访件》收悉(省长手机转送单

20120100747)，我局责成县质监站协调处理此问题，现将处理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1 年 12 月 6 日和 2012 年 2 月 24 日，我局本着彻底化解该重复信访问题矛盾纠纷的宗旨，组织质监站等相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jiangxi.gov.cn/ztbd/szfbgtzt/qzlx/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jjjsj/gzdt/zwdt/201203/t20120314_7258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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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单位人员到市政花园业主涂聚文家现场查勘。经查勘，涂聚文本人不在永丰，其家属根本不配合我局工作人员的

工作，多次都不在家，给其打电话，却被告知其手机已停机而无法联系。 

 

该信访问题属重复信访，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反映市政花园的房屋质量问题。为妥善处理好该问题，我局于 2010

年 4 月 6 日邀请吉安市建筑业协会派出的五人专家组对该工程的质量进行了检查，并审阅了图纸及相关资料，专家

组认为市政花园的房屋主体结构未发现有影响结构安全的裂缝、位移，论证意见为房屋主体结构安全。 

 

2010 年 7 月 30 日，我局根据省住建厅调查组 7 月 29 日的指标精神，制定了《关于妥善处理永丰县市政花园

工程质量投诉问题的实施方案》(永建字[2010]40 号)，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的永丰县市政花园工程质量投诉处理工

作领导小组。 

 

自 2010 年 7 月 30 日至 2011 年 4 月 7 日期间，我局会同县房管局并组织县质监站、施工管理站、监理所、施

工单位的技术人员对市政花园业主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整改维修，因开发商吉安市建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拒不同

意支付维修费，我局决定由施工单位永丰县二建公司自行垫资 39.39 万元先行维修。截至 2011 年 4 月 7 日，市政

花园业主提出的塑钢窗变形、渗水、部分顶层屋面出现裂缝、漏水、楼梯间固定玻璃存在安全隐患等质量问题均已

得到全面解决，大多数业主都表示满意，矛盾得到解决。 

 

二、工作建议 

 

市政花园工程质量投诉问题已历时多年，我局为妥善解决该工程质量问题，彻底化解矛盾纠纷，花费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业主涂聚文仍无休止地重复信访，属于无正当理由的闹访，给我局的日常工作带来了诸多不

便，造成了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为此，我局建议：对市政花园业主涂聚文的重复信访做信访结案，涂聚文对该工程

质量问题存在异议，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2.83 县长信箱受理单 

http://www.jxyongfeng.gov.cn/xzxx/web/main/viewletter.asp?nf_id=41  

县长信箱受理单 

受理编号：  XZ20090611613 

来信人姓名：  涂聚文 

来信主题：  永丰县市政花园商品房质量问题报告-回答永丰县城建局 14 条 

来信类别：  求助 

来信时间：  2009-6-11 17:42:03 

来信内容：  省政府网上信访转送单 0601 答复永丰县城建局 14 条 1 楼道电气线路：答:线路可以肉眼都看得

到的,是杂乱无须,线路是也是墙外的,也是对雷击的后果.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是农村以前的布线方法?乱搭乱布,这

是肉眼都看得到的.有些楼道灯本来就没有安装上去,靠永丰税局那边的楼道.这种回复真是草搞都不用打.要不要提

供照片呀?给水管道,消防管道,电信线都在楼道上,是另打通楼道楼板直接串用的裸线.2 排水管道：答:吉安市建安房

地产开发公司(法人代码:吴换炎)电话:-0796-2238888(陈柳华),正在修改在哪里呀?那道他们是无形人呀?在整改?3 给

水管道：答:水管布置本来就不规范,什么管道,线路都裸露就安装在狭窄的楼道上,国家的系统列标准,不是你们专业

责任单位来学习用的?而是嘴说说得吗?而不执行的?再说,县城供水管网在改造,可我们没有听到什么通告?4 排污管

道：答:化粪池井盖有合格证?你们开的呀?都是自用的水泥倒的,盖都没有盖严实.是不是你们城建局发的合格证呀?

化粪池的位置很不安全(有的在路中央),用肉眼都可以看到的.这种”合格证”真是骗两岁的毛孩子吧.5 消防管道和设

计：答:合格证拿来给我们看看,把一切建设过程文件公布给我们看,现在是政务公开的年代.那可不是什么商业机密.

楼道有些地方的高度,都没有到达标准高度.你们知道多看看国家标准吧.可不只是拿来看的,也是拿来执行的.6 墙面：

答:我们是没有看到人整改.7 楼层结构：答:什么由于温差的原因?你们是不是专业人员?不是专业人员,就不要担任其

职.这点温差就这样裂了,要是有一小点地震荡,那不是所有楼房要倒塌了?难道国家建筑各方面标准没有考虑吗?要不

要我们来翻给你们看?楼顶漏水基本家家都有.门窗或其它因质量原因进水都有.国家的施工标准只是写给看的

吗?(还有其它业主的照片,我就不一一列出来哟)我们是没有看到人整改。8 安全：答:什么业主没有实行物业管理?你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www.jxyongfeng.gov.cn/xzxx/web/main/viewletter.asp?nf_id=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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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长眼睛?物业公司都在你们的大楼一楼办公,楼道都写了物业公司的通告,你们有没有长眼睛呀?你们这也是办

事的了吗?周围国税局,广播电视局都建了围墙,咱我们就没有呀?既便是绿色围墙也不错呀?有次被盗数辆摩托当时

报了 110,都没有人管.(有报案记录)9 卫生：答:什么业主没有实行物业管理?(永丰县房管局物业管理中心)你们没有长

眼睛?物业公司都在你们的大楼一楼办公,楼道都写了物业公司的通告,你们有没有长眼睛呀?你们这也是去办事了

吗?10 绿化：答:楼层设计储物间,符合国家的住宅设计标准吗?国家的标准在永丰执行不通?难道永丰另有标准?这个

花园唯一的活动空间,用来建设储物间的吗?这个花园的这点公共容积空间,就是你们用来赚钱的工具?附:为贯彻落实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关于对房地产开发中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开展专项治理的通知》要求，5

月 26 日省政府召开全省房地产开发中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电视会议。史文清副省长，

省监察厅厅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等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11 门窗：答:合格材料?肉眼都可以

看出不是合格材料,检测合格的工程文件在哪里?能不能把所有检测的工程材料复印一份给我们看?就从包装来看,就

是假冒劣质产品.这只有骗三岁小孩吧.铝合金和塑钢材料都没分的人，能说材料合格吗？开发商根本没有用过铝合

金，那为什么在回复中提到铝合金呢？施工塑钢门窗的师傅都说了,因为价钱太低,不可能做好的材料.肉眼都可以看

出是假冒伪劣产品,因为包装也都可以看出来的.上面的留的手机号码也可以看出来.附:本人曾经去工商局办事,办事

的小姐都说,市政花园的门窗是最差的.好不好,不用自己说,一切都可以检测出来.12 大楼地面：答:什么时候搬走?咱

设备还在楼下?13 阳台：答:什么时候整改了?因为安全考虑,业主都自己加做了不锈钢的栏杆.有的也没有加.还砌了

砖.我家是我自己曾经涂了一遍油漆.但那些花饰易断,小孩子一弄就断了.栏杆晃动很大.14 市政花园是永丰人民的通

俗叫法，不是小区。答:那我们购房合同,物业协议书和一张近十万的税务发票上等都有名称---市政花园,?那我们小

区,是做什么的?没有名,没有姓?非法建筑?15 私人占用公摊面积没有人过问?开发商也私占用我们的公摊的面积.(因

不能上传附件,图片是实景,更多实物照片,各业主有)我们业主强烈要求以国家政策标准来解决问题,希望政务公开,把

所 有 责 任 人 公 开 , 把 每 次 信 访 经 过 的 责 任 人 公 开 . 其 他 不 多 言 , 为 谢 . 更 详 细 ：

http://geovindu.blog.163.com/blog/static/982780820095112233801/ 

转办意见：  请县规划建设局于 6 月 18 日前予以答复。 

12.84 第 6 期 县长手机信箱工作简报 

http://pub.jian.gov.cn/jxyf/bmgkxx/xfj/fgwj/qtygwj/200910/t20091026_257833.htm  

全县第三季度省市县长手机信箱办理情况  

全县第三季度，共累计接收网络平台来电来信 173 件，比二季度的 158 件上升 9.49%，所有来电来信在有关单

位的努力下，94.22%都已得到及时办结。 

一、省、市、县长手机受理、办理、回复情况 

2009 年 7 月 1 日---9 月 30 日，我县共接收到省长手机 12 个，比上季度 6 个上升 100%。分别是涂聚文反映市

政花园商品住房质量问题，史历咨询其父亲史万成离休待遇问题，公路管理站拖缴职工社保金使职工无法正常退休

问题，鹿冈乡抚八路征用良田、山地补偿款发放问题，金丰苑杨某建房引发纠纷问题及其他投诉举报。以上问题，

在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已按要求回复办结。 

二、省、市、县长信箱受理、办理、回复情况 

全县三季度，共接收群众网络平台来信 161 件，比一季度的 150 件上升 7.33%。其中省长信箱 26 件(重信 16

件)，比上季度的 21 件增长 23.81%；省网上信访 20 件(重信 16 件)，比上季度的 18 件增长 11.11%；市长信箱 62

件，比上季度 73 件下降 15.06%；县长信箱 53 件，比上季度的 38 件增长 39.47％，省长信箱和省网上信访信访量

居高不下，且重信较多，占据较大比重，相关责任单位应引起重视。 

 

12.85 质量科在永丰县处理群体上访事件 

http://jxazjd.com/zlgl/1306/201008/076a104f-e804-4918-b178-17e5c88fb71f.html 

质量科在永丰县处理群体上访事件 

 www.jxazjd.com  2010-8-12 9:17:29 

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业主多次群体上访，投诉房屋屋顶、墙面漏水、塑钢窗变形等质量问题，省、市、县信

访部门多次批复，要求开发单位和施工单位解决问题。但一年多来修补工作未能取得令业主满意的效果。 

2010 年 7 月 29 日，龚福根科长率质量科吴凡副科长、吉安市质监站伊晓总工程师、刘斌科长和吉安市检测中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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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黄素平主任赴永丰县调查处理该投诉。一行人不顾正午高温炎热，逐户走访查看房屋质量问题，耐心倾听业主意

见；而后，马不停蹄召集开发单位、施工单位和永丰县规划建设局、房管局、城管部门领导座谈，分析问题原因、

商讨解决对策，帮助确定了市政花园质量问题善后处理工作方案；会议要求针对质量问题厘清相关责任单位，并对

责任单位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7 月 30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立即成立了由一把手董局长为组长的市政花园质量问题处理工作小组，从县质

监站、建筑设计院等单位抽调人员立即按工作方案开展工作。 

经与业主多次电话反馈、沟通，业主对我局、吉安市质监站及永丰县规划建设局的工作感到满意，并表示要全

力配合好善后处理工作。 

12.86 质量科在永丰县处理群体上访事件 

http://jxazjd.com/ja/1710/201008/cdcdb028-996c-4fc0-b9ce-a94a9823ccbd.html 

质量科在永丰县处理群体上访事件 

www.jxazjd.com  2010-8-12 11:07:19  

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业主多次群体上访，投诉房屋屋顶、墙面漏水、塑钢窗变形等质量问题，省、市、县信

访部门多次批复，要求开发单位和施工单位解决问题。但一年多来修补工作未能取得令业主满意的效果。 

2010 年 7 月 29 日，龚福根科长率质量科吴凡副科长、吉安市质监站伊晓总工程师、刘斌科长和吉安市检测中

心黄素平主任赴永丰县调查处理该投诉。一行人不顾正午高温炎热，逐户走访查看房屋质量问题，耐心倾听业主意

见；而后，马不停蹄召集开发单位、施工单位和永丰县规划建设局、房管局、城管部门领导座谈，分析问题原因、

商讨解决对策，帮助确定了市政花园质量问题善后处理工作方案；会议要求针对质量问题厘清相关责任单位，并对

责任单位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7 月 30 日，永丰县规划建设局立即成立了由一把手董局长为组长的市政花园质量问题处理工作小组，从县质

监站、建筑设计院等单位抽调人员立即按工作方案开展工作。 

经与业主多次电话反馈、沟通，业主对我局、吉安市质监站及永丰县规划建设局的工作感到满意，并表示要全

力配合好善后处理工作。 

 

12.87 关于转发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局推进作风整治活动、优化发展环境经验做法的通知 

http://www.jxjst.gov.cn/html/zhengzhigongzuozuofengzhuanlan/xiangguanwenji/201210/30-34490.html  

关于转发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局推进作风整治活动、优化发展环境经验做法的通知 

 

赣建作风整治办〔2012〕18 号 

  

各设区市、县（市、区）建设局（建委）、规划局、房管局、城管局（委）、园林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

事处），各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厅机关各处室、厅直各单位： 

今年以来，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紧密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

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动的部署和要求，积极探索务实创新、行之有效的做法，有力地促进了作风整治活动的深入

开展，取得了阶段性明显成效。为总结推广和交流各地经验做法，更好地推动全系统活动的开展，现将吉安市城乡

规划建设局推进作风整治活动、优化发展环境的经验做法转发给你们，供各地学习交流借鉴。同时提出以下要求，

请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一、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最近召开的全省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动推进会精神，

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强化措施，狠抓落实，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作风整治活动成果。 

二、各地、各部门下一阶段要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作风“假、浮、蛮”问题的整治上，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

和当地党委、政府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集中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自查整改，做到务求实效。 

三、各地、各部门要根据省作风整治办《关于印发〈2012 年全省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

动绩效考核方案〉的通知》（赣作风整治办字[2012]20 号）要求，围绕完成《全省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

风突出问题活动实施方案》规定动作、落实七项重点工作、解决群众投诉及查处损害群众利益和干部作风突出问题

典型案件、落实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加强监督检查、立足本地实际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特色工作、群众满意度测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jxazjd.com/ja/1710/201008/cdcdb028-996c-4fc0-b9ce-a94a9823ccbd.html
http://www.jxjst.gov.cn/html/zhengzhigongzuozuofengzhuanlan/xiangguanwenji/201210/30-344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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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等六个方面的考核内容，对作风整治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坚持固强补弱、拾遗补缺、充实完善的原则，

对照考核评分细则，切实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力争在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 

附件：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干部作风整治活动领导小组（代） 

                                       2012 年 10 月 19 日 

  

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局推进 

作风整治活动、优化发展环境的经验做法 

（摘自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局上报材料） 

      今年开展“三大”主题教育活动暨集中整治干部作风活动以来，建设系统各单位工作人员总体上重视机

关效能建设，机关管理比较严格，工作人员办事效率较高，服务态度较好，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有较大改观。但是，

从最近几个月全市优化发展环境监测报告的数据反映，并经过多方排查、认真自查，目前建设系统干部作风中普遍

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投诉办理上，存在受理不及时、处理不到位、回复不妥当的问题；二是在行

政服务上，流程不畅通，存在环节多、时间长、来回跑的问题；三是信息公开上，存在机构和人员信息公开不全面、

不透明的问题，导致服务对象“找人难”；四是在干部形象上，存在作息散漫、服务态度不热情的问题，影响了建

设系统形象。为切实整治以上突出问题，特提出以下四项举措，请各单位、各科室严格执行。 

一、规范投诉办理 

按照行政投诉受理的职责分工，市长信箱、市长直通电话、来信来电来访等，统一由局办公室登记；涉及效能、

违纪违规行为的投诉，统一由局监察室登记。投诉由办公室或监察室提出拟办科室单位，按程序报批后，交由责任

科室单位办理。投诉办理过程中的相关资料必须保存备查。一是明确责任分工。要认真审核投诉诉求涉及到的职能

部门，涉及多个科室、单位的，应明确牵头科室、单位，避免误转，造成投诉处理不到位。责任科室、单位需将投

诉问题转交下级单位办理的，必须明确专人跟踪办理。二是把握办理时限。凡是有明确办理或反馈时限要求的，必

须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完毕，如果在规定期限内确实难以完成的，需在办理时限结束前向转办单位或投诉人进行解释

说明，并承诺办理时限。对没有明确办理或反馈时限要求的，一般事项应在 5 个工作日办理完毕，特殊事项一般不

超过 10 个工作日。凡是因为超过时限又不做出解释说明，造成当事人不满意的，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三是注

重办理质量。投诉问题需现场勘查的，经办人员必须亲自到现场勘查，调查了解存在问题。如有明确投诉人和联系

方式的，必须与当事人取得联系，或者与相关人员取得联系，进一步沟通了解投诉人诉求。问题能当场处理的，要

当场进行处理；不能当场处理的，应提出处理办法，力求将问题解决到位。四是完善回复渠道。投诉办理完毕，需

书面回复的，将书面回复意见报分管领导审定；涉及全局性的重要问题，需报主要领导审定后回复。不需书面回复

的，应以适当形式，当面或电话告知对方办理情况，答复内容应事先向科室、单位负责人沟通。没有转办单位或匿

名投诉的，应该找到利益关系相关人，告知办理情况，或以其他方式通报办理情况。凡是能够与当事人或相关人当

面沟通的，应该征求其意见建议，并力求当事人或相关人满意。 

二、畅通办事流程 

对具有行政许可、公共服务事项办理职能的科室、单位，要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等

三项制度，确保服务对象办事顺利、高效、畅通。一是公开办事流程。本科室、单位的办事流程、申报材料、承诺

时限、收费标准等，必须以书面形式，或张贴公布，或印制宣传单页，告知服务对象。二是明确办理人员。受理办

理事项的人员，包括初次受理、审核、审批、发证等整个流程涉及的办理人员名单、办公地点、联系方式，都应以

适当形式公布，方便服务对象找人办事。三是确保及时受理。对办理事项较多的重要业务科室、单位窗口，必须确

保工作日随时有人在岗，及时受理服务对象申办资料；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在岗的，需由本科室、单位安排人员代为

接收办理资料或委托相关人员先行接收办理资料，留下对方联系方式，到岗后及时审核资料，如资料有缺项，及时

通知对方补齐。避免因办事人员原因造成服务对象“来回跑”，坚决杜绝出现服务对象“跑两次还找不到人”、“跑

三次还办不成事”的现象发生。四是提高办事效率。对办理事项，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可采取

交叉、并联方式办理；对服务对象缺项资料，可以同时或事后补齐的，经本科室、单位负责人同意后，可先予办理；

在规定办事时限以内能提前办理完毕的，办毕即通知服务对象，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办理完毕的，必须报告本科室、

单位负责人，并向服务对象做出解释说明。 

三、公开相关信息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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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办理事项较多的业务科室、单位窗口，应将与服务对象办理事项相关的信息公开，接受服务对象监督。一是

公开单位职能。每个单位应该在适当地点，以公示栏形式将本单位、科室工作职能，包括办理的行政许可、公共服

务事项以及相关依据进行公开。二是公开人员信息。所有受理事项办理人员的姓名、职务、联系电话（办公电话和

移动电话）、办公地点（楼层、房号）全部公开。三是公开人员去向。工作日每个工作人员的去向信息要及时公开，

方便服务对象找人。四是公开投诉电话。每个单位应明确专人受理服务对象投诉，并公开受理人员办公电话和移动

电话，方便服务对象及时投诉。 

四、切实维护形象 

所有工作人员，不论在工作期间，还是在工作之外，都必须自觉约束自身行为，切实维护个人和单位形象。一

是严格作息制度。严格执行上下班作息时间，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旷工。二是加强工作管理。严禁上班时间上

网玩游戏、炒股、聊天，一经发现，按干部作风“六个不准”和“六个一律”严肃处理。三是规范执法行为。工作

人员在办事和执法过程中，严禁“吃、拿、卡、要”，不准接受可能对公正执行公务行为有影响的宴请。四是维护

社会形象。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公民道德，谨慎人际交往，禁止涉足“黄、赌、毒”场所和行为。 

局纪委监察室和局办公室定期对各单位、各科室贯彻落实以上措施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适时开展明察暗访，

对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一律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和责任人所在单位、科室负责人的责任。 

 

12.89 2014 年全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查工作方案 

http://jxazjd.com/content.aspx?cid=D51B8072-1932-48E3-9C73-93AC5958F24E  

一、检查目的 

按照《江西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开展钢筋工程施工质量专项检查的通知》、《江西省预防

建筑施工起重机械脚手架等坍塌事故专项整治“回头看”实施方案》和《建筑施工集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的要求，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建筑市场秩序，落实质量安全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决定在全省开展建设工

程质量安全检查。 

二、检查范围 

全省在建住宅工程和公共建筑工程，住宅工程以保障性安居工程为主。 

抽查数量及范围： 

从设区市 2014 年度监督的在建工程项目一览表中，采用随机和扫马路方式抽查 5 个项目,5 个项目应包括： 2

个保障性安居工程（含 1 个竣工工程）、从县（市）随机抽查 3 个含高大模板支撑体系的工程。 

三、检查时间 

2014 年 11 月 24 日至 28 日。 

四、检查内容和检查用表 

（一）市场行为检查重点：检查建设单位是否依法履行法定建设程序，是否存在违法发包行为；检查施工总承

包单位、专业承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是否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行为；检查建设、施工和监理项目负责人

履职到岗情况。 

（二）工程质量检查重点 

1、贯彻落实《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况，开

展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的实施情况，重点检查市场行为、项目工程实体质量和安全生产情况；保障性安居工程推

行“三个百分之百”的情况；工程监督情况等。 

2、项目质量保证体系建立情况以及工程实体质量安全情况，重点检查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对项目质量管理情

况；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实体质量情况；受检各方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3、督查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开展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的实施情况；执行《关于开展钢筋工程施工质量

专项检查的通知》（赣建质[2014]10 号）文落实执行情况；质量监督站监督系统、远程视频安装考核上报系统使用

和工程监督情况。 

（三）施工安全检查重点 

1、建设主管部门和施工企业落实《建筑施工集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赣建安办函【2014】20 号）、

《江西省预防建筑施工起重机械脚手架等坍塌事故专项整治“回头看”实施方案》（赣建安【2014】2 号）、《关于新

干县界埠镇“10、20”建筑安全事故情况的通报》、《预防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坍塌事故的安全管理制度》（赣建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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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号）情况。 

2、施工现场高大模板支撑安全管理情况。 

3、建筑施工起重机械备案登记和日常检查情况，塔吊和人货两用电梯安装单位技术负责人必须到现场。 

4、深基坑安全管理情况。 

（四）检查用表 

市场行为检查用表详见表 1-4；建设工程质量检查用表详见表 1-5；建设工程钢筋施工质量专项检查用表详见附

件 1、2，系统使用情况和三个百分之百检查表见附件 3-6。施工安全检查表见附件 1、2。 

五、检查组分组 

全省共分为 11 个检查组。每个检查组由 5 人组成，组长由省厅或省局领导担任，成员由建筑市场检查人员 1 

人、质量检查人员 1 人、安全检查人员 1 人、联络员 1 人（负责对受检工程监督机构监督组质量监督系统使用和监

督档案的检查）组成。各组人员名单另附。 

六、检查要求 

1、听取受检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汇报，各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应提供下列书面材料：开展预防建筑施工起重

机械脚手架等坍塌事故专项整治“回头看”工作总结，开展建筑施工打非治违工作总结（要有具体数据和五个典型

案例），开展工程质量两年治理行动工作落实情况，开展建筑市场自查自纠和督查情况，开展钢筋工程施工质量专

项检查情况，保障性安居工程“三个百分之百”落实情况。 

2、检查人员应认真填写检查表格，对工程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描述。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质量

安全隐患，检查组应及时分别下发书面整改通知书和执法建议书，收集整改回复材料，并在《江西省保障性住房大

检查系统》中进行录入。 

3、检查人员应带好相机，对安全检查中高大模板支撑、起重机械和深基坑支护中存在的问题要进行拍照并记

入安全检查汇总表。检查竣工工程时，应重点检查是否安装了远程视频监控系统、是否进行了分户验收、是否设立

了永久性标示牌。 

4、各检查组检查资料随同检查项目同时完成,并由检查组全体人员共同签字确认。各地检查全部结束后，要召

开检查情况反馈会。 

5、各检查组应于检查结束 2 天日内将检查数据录入《江西省保障性住房大检查系统》，并提交下列资料： 

（1）设区市、省直管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汇报材料。 

（2）检查组已签证全部原始记录（建筑市场检查表 1-4、质量检查表 1-5、附件 1-6 和施工安全检查表附件 1-

2）。 

（3）整改通知单、执法建议书及其回复材料。 

（4）检查组要参考附件 6 格式对此次检查工作进行小结（应含反馈会组长讲话内容）反馈会，并对本组受检

工程进行排序，提出应表扬或批评的工程名单。 

七、对受检地有关单位的要求 

（一）设区市、省直管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分别汇报工程质量两年治理行动实施情况、开展钢筋工程施工质量

专项检查情况；开展预防建筑施工起重机械脚手架坍塌事故专项整治“回头看”工作总结，开展建筑施工打非治违

工作总结；近期全市（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查情况和钢筋施工质量专项检查情况，并向检查组提供一份全市、

县在建工程项目自查情况排序(由好到差)一览表和市级行政主管部抽查项目检查情况排序(由好到差)一览表。 

（二）设区市建设、房管部门的联络员要全程参加检查工作。 

（三）设区市质监站负责提供检查砼强度、钢筋间距、室内净空高度、楼板厚度、钢筋直径所需检测工具，如：

抽描仪、回弹仪、游标卡尺、手持测距仪等。 

附件：1、建筑市场检查表表 1-4 

   2、质量检查表 1-5、附件 1-6 

   3、施工安全检查表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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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7 日 

 

 

12.90 关于开展全省工程监督人员培训的通知 

http://jxazjd.com/content.aspx?cid=84d2c999-5cba-4e7e-81fb-a66900b05abd  

赣建质监字〔2014〕16 号 

   

各设区市、省直管县（市）质（安）监站： 

根据住建部《关于深入开展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培训工作的通知》（建质质函[2014]81 号）要求，现将我省开展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人员培训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的 

  按照全省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建设，实现全省建筑市场“数据一个库、监管一张网、管理一条线”

的工作目标，通过组织开展对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人员的宣贯培训，使全省工程监督队伍进一步领会工程质量治理

两年行动精神，提高业务能力和依法行政能力，不断加强工程监督执法力度，真正将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和

工作部署落实到基层、落实到项目，确保两年行动顺利实施、取得实效。 

  二、培训对象 

  全省各地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人员。 

  三、培训组织 

1、省局负责各设区市和省直管县（市）的师资培训； 

2、各设区市和省直管县（市）负责本辖区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人员的培训工作，所有监督人员都应接受培训。 

  四、培训内容 

培训重点是依法行政，不断强化各地监督人员的工程监督执法意识，督促各级监督机构逐步完善、健全工程监

督机制，加强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的互联互动。 

1、住建部《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和省厅《江西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 

2、住建部《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和《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

责任十项规定（试行）》等文件； 

3、《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服务平台》使用要求。 

五、师资培训安排 

1、参加人员 

各设区市和省直管县（市）质量（安全）监督站派下列人员参加师资培训：质量、安全监督站负责人各 1 人、

质量监督人员 1 人、安全监督人员 1 人和检测监管人员 1 人。请各地将参加培训人员名单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前

报省局质量管理科，联系人：查勤，联系电话：0791-88100251，邮箱：jxazjd@126.com。 

2、培训时间 

第一批培训时间：2014 年 11 月 17 日（8:30-17:30），参加培训地区：南昌市、九江市、上饶市、鹰潭市、景德

镇市、抚州市、共青城市、鄱阳县、南城县。 

第二批培训时间：2014 年 11 月 18 日（8:30-17:30），参加培训地区：赣州市、吉安市、萍乡市、宜春市、新余

市、瑞金市、安福县、丰城市。 

3、培训地点 

省局一、二楼会议室。 

六、工作要求 

1、各设区市和省直管县（市）质量（安全）监督站要加强组织，充分认识工程监督队伍在工程质量治理两年

行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培训宣贯工作，周密部署，结合本地实际，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培训质量。 

2、参加培训人员应自备电脑。 

  3、培训工作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培训管理规定。 

  4、请各设区市和省直管县（市）质量（安全）监督站应按照本通知要求，于 2014 年 11 月 30 日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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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地区监督人员的培训工作，并将培训组织实施、培训场次、人数等有关情况报送我局。 

  

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11 月 12 日 

  

  

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11 月 12 日印发 

 

12.91 江西构建整改落实“新常态”确保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发布时间：2014-11-24 

http://www.jiangxi.gov.cn/xzx/jxyw/zwxx/201411/t20141124_1097382.html  

“以前各式整改工作，总感觉像关门唱大戏，知道情况的永远是少数人，给百姓的感觉却‘雾里看花终隔一层’。”

江西某机关的退休干部袁立仁这样形容。 

 

  他眼前摆着 22 日出版的《江西日报》，在要闻版他找到了“转作风看变化”专栏。这是这份省级党报第 50

次刊登省内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的群众意见建议整改结果，袁立仁每一期都看了。他说，这种通过媒体“晒”出整

改账单的方式，大大拉近了整改活动与百姓的距离，也让人切实感受到教育实践活动带来的新变化。 

 

  自今年９月起，江西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与群众“整改面对面”活动，在向群众通报开展专项整治工作进展

情况的同时，现场回应群众诉求关切，当面听取整改意见建议。截至目前，活动现场已回应群众诉求 1.2 万条；收

集群众意见建议 1.5 万条，已整改具体意见建议 1.3 万条。 

 

  按照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作出的“用好的作风开展宣传报道”的要求，围绕“‘连心、强基、模范’三大工

程”“领导干部网络问政听诉”“整改面对面”等重点特色工作，江西确保宣传报道与活动开展“同频共振”，在省、

市、县三级新闻媒体开设相关专题专栏 30 多个，刊播（含转载）消息、通讯、言论、图片等 6700 多篇。其中，“整

改在行动”“转作风看变化”等专栏，每天选择一定数量的涉及面较广、群众关注度较高、已整改到位的整改事项

进行公告，晒出整改账单，有效地发挥了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 

 

  “这实际上是各级党委政府通过媒体向老百姓交出整改账单，面向全社会庄重地作出整改承诺。让整改工

作在阳光下运行，在群众看得到的地方进行，在群众直接监督下进行。”江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教育实践活

动整改落实办公室主任周训国指出。 

 

  “公示整改任务给整改单位套上了‘紧箍咒’，有效提升了整改落实效率。”鹰潭市环保局局长喻霞认为，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增进了市民对政府工作的支持和理解，甚至积极参与到整改当中。鹰潭一些美食街深夜油烟、

噪音扰民，整治工作推进艰难。媒体公示整改任务后，很多市民主动拨打环保热线为执法部门提供线索，一些餐饮

业主也提升了环保意识，主动更新油烟排放设备，目前问题已得到有效缓解。 

 

  记者了解到，为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江西以媒体公告、张榜公布、网络公开等多种形式，定期向群众

公告后续整改进展情况，群众认可一件、销号一件，以防出现“烂尾工程”和“形象工程”。 

 

  “在进行问题曝光的最初，曾有地方和单位找关系托人求情，希望不要被排在末位或不要被通报，都被我

们一一回绝。”周训国说，落实整改要用数字和实力说话，督促指导必须从“严”。 

 

  下一步，江西还将实行整改落实工作“倒排名”制，对那些整改工作不实、拖沓甚至不改的，在调查核实

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形成倒逼机制，从而确保整改工作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来源：江西日报 袁慧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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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 念好从严执纪的“紧箍咒” 

http://www.jiangxi.gov.cn/xzx/jxyw/jrjx/201411/t20141124_1097399.html  

发布时间：2014-11-24        

 

 

面对众多的来信来访和举报电话，纪委如何从中发现案件线索？在怎样的情形下，可以对被调查人实施“两规”？

针对涉刑案件，该按什么程序将被调查人移送至司法机关？在省纪委，这一系列工作都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工作制

度作为“紧箍咒”，确保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 

 

  近年来，省纪委、监察厅把规范办案程序作为查办案件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先后出台 10 个规范性文件，

从制度层面规范了查办案件工作程序，既有利于加强内部监督和管理，又充分保障了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 

 

  为便于办案人员操作，省纪委、监察厅编纂了《江西省纪检监察科学办案体系》一书，内容涵盖案件发现、

案件调查、案件审理、维权救济、查案治本 5 项机制。针对纪检监察机关办案特点，该书将办案体系所属各个环节

绘制成 40 张“流程图”，精心提炼出各个环节的操作说明和注意事项。 

 

  为确保办案人员自身“忠诚、干净、担当”，省纪委、监察厅在内部设置了“高压线”，对全省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工作人员提出“十个严禁”的纪律要求，包括“严禁瞒案不报、压案不查，或故意拖延执行调查工作”、“严

禁为他人说情或干预有关单位的案件查处工作”等，并明确规定，违反“十个严禁”的，将被依纪依法严肃追究纪

律和法律责任。 

 

  打“老虎”、拍“苍蝇”，靠纪检监察部门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为此，省纪委、监察厅加强了与相关职能部

门的联系和协调：与审计部门建立了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相互协作机制，与检察机关建立了调查侦查过程中的配

合协作、跟踪督办机制，与法院建立了案件通报、疑难案件讨论、旁听法院开庭等机制。 

 

  哪里腐败问题严重，就把反腐“组合拳”打到哪里。针对高校腐败案件多发的问题，我省成立了由省纪委

一名领导牵头，省检察院、省教育纪工委、省属高校纪委有关领导参加的高校案件查办工作协调小组，负责省属高

校在查办案件中有关线索管理、案件移送及配合协作等事项的组织协调。同时，对高校纪委书记实行“双重领导”

管理体制，省纪委在任命高校纪委书记的同时，聘任其为驻高校纪检监察专员。针对一些重要部门、权重岗位和主

要领导干部腐败问题多发的情况，我省明确规定，县一级主要领导的信访件，由省纪委和市纪委实施“双重管理”，

对这一类案件实行省、市两级联动联查。 

 

来源：江西日报 张武明 

 

12.93 江西省关于对落实国务院政策措施中存在问题进行整改的情况 2014-11-25 

http://www.jiangxi.gov.cn/xzx/tzgg/201411/t20141125_1097798.html  

 

12.94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全面推进法治江西建设的意见  （2014 年 12 月 3 日中共江西省委十三届十次全体会议

通过） 

http://www.jiangxi.gov.cn/xzx/jxyw/jrjx/201412/t20141208_1099964.html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我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省委十三届十次全体会议研究了全面推进

法治江西建设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推进法治江西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征程。全会通过的

决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是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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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遵循。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法治江西建设，对于指导和保

障我省全面深化改革，引领“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全面推进法治江西建设，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中国在我省的具体实践，是依法治省的提升和发

展。多年来，我省大力推进法治建设，依法执政能力不断提高，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立法执法司法水平逐步提

升，社会法治意识明显增强。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省法治建设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

问题，有的还比较突出。这些方面的问题，影响社会公正、社会诚信、社会秩序，损害人民群众权益，妨碍我省改

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事业以及党的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着力解决。 

  全面推进法治江西建设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

持依法治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江西、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加快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法治建设，全面落实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原则，全面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

法治环境，促进我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推进法治江西建设，必须从我省实际出发，牢牢把握和大力实施保障社会公正、促进社会诚信、维护

社会秩序三大重点任务。社会公正，是法治建设的价值追求，要把保障社会公正作为落脚点，依法建立以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体制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社会诚信，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要把促进社

会诚信作为切入点，强化全社会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提升诚信水平；社会秩序，是法治建设

的基本要求，要把维护社会秩序作为着力点，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解决影响社会秩序的突出问题，确保人

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有序。 

  全面推进法治江西建设，必须按照中央确定的原则，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法治江西建设统一起来，

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认真组织实施，坚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属于中央事权且已经明确的事项，

要坚决落实；属于地方事权的事项，要积极作为，努力创造法治建设江西特色。 

  二、加强和改进立法、执法、司法，保障社会公正 

  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框架体系内，全面推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 

  （一）坚持科学立法 

  加快重点领域地方立法。适应改革发展和民生需要，调整完善立法规划，重点加强经济、文化、公共服务、

社会治理、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立法。注重地方特色立法。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保障作用，确保各项改革于

法有据，促进经济社会健康较快发展。 

  完善地方立法体制。加强党委对地方立法工作的领导，执行党委对地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

发挥人大在地方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参与机制。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人大常委会专

职委员名额。健全地方立法专家顾问制度。完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制定程序。重要行政管理地方性法规由政府

法制机构组织起草。对社会普遍关注、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和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地方性法规及政府规

章草案，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开展委托第三方起草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工作试点。完善政府规章草案会

审制度。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制化。国家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后，设区的市应按照法定的立法权限、

范围和程序实施。 

  完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机制。建立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议题制度，充实完善人大、政府立法项目库。完善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专

家学者意见制度，健全公开征求意见及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重视网络民意表达。探索建立涉及重大利益调

整的论证咨询沟通机制。 

  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对已颁布实施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进行清理，及时修改或废止有违公平、与上位

法不相统一、有部门不当利益或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加强地方立法的解释工作，促进地方

性法规、政府规章的正确实施。禁止制发带有地方立法性质的文件。 

  （二）加快法治政府建设 

  依法规范行政行为。按照职权法定、权责一致原则，理顺事权，厘清责任，推行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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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负面清单管理，坚决消除和防范权力设租寻租空间，依法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

不可为”，纠正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落实行政纠错问责制。 

  完善依法决策机制。按照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的法定程序，规范

重大行政决策行为。探索委托专业机构、社会咨询机构、研究机构等第三方评估模式，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评估。

健全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各级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

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制度。 

 

  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

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事渔业等行政管理部门内部整合执法力量，实行综合执法。建立跨部门的市场

监管等综合执法机构。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执法队伍种类。理顺城市管理执法体制，制定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地方性法

规或政府规章。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

度，实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完善执法程序，明确具体操作流程。推行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坚决执行罚缴分离和收

支两条线管理制度。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坚决排除对执

法活动的干预。推行文明执法，禁止野蛮、粗暴执法。 

  全面实行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向社

会全面公开工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积极推进财政预决算、重大

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政府采购、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机关召

开涉及公众切身利益和需公众广泛知晓及参与的行政会议，应邀请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代表列席旁听。 

  加强政府内部权力制约。研究制定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

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的具体办法，防止

权力滥用。保障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

况实行审计全覆盖。 

  （三）推进公正司法 

  健全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机制。坚决执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

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记录事项进入案件卷宗。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

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

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违反规定干

预其他人员办案的，一律记录在案，造成后果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落实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

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落实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完善依法处理妨碍司法人员执

行公务、暴力袭警、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的制度。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

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人民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不立案的，依法查究相关责任

人责任。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探索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推行行政案件跨行

政区域审理。落实纪检监察和刑事司法办案标准和程序相衔接的具体规定，依法严格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加强职务

犯罪线索管理，健全受理、分流、查办、信息反馈制度。在刑事诉讼中落实认罪认罚从宽政策。严格执行审级制度。 

  健全严格公正司法机制。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主审法官、合议

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非合议庭成员不得参与案件合议。加强和规范案例指导，全面实行量刑规

范化，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

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

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健全证人、鉴定人保护保障机制。健全完善社区矫正制度。 

  健全司法公开机制。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流程信息，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

公开查询制度，依法可以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一律上网公开，依法公开执行信息。人民检察院建立终结性法律文书

公开制度，推进案件信息查询、重大案件信息和典型案例发布等工作，公开执法办案信息。公安机关健全执法信息、

流程、内容公开机制，向社会公众或特定对象公开办案依据、流程、时限、进度、结果。刑罚执行机关建立减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依法公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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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错案防止、纠正和责任追究机制。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

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必须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讯问，法院庭审和检察机

关、公安机关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

等法律原则，证据未经法庭查证属实的，一律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依法保障人权尤其是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其他诉

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依法保障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和庭审中发问、

质证、辩论等辩护权利。完善错案纠正机制，坚决纠正冤假错案。实行错案责任追究机制，对错案启动责任倒查程

序，依法从严追究责任。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的申诉，逐步实行由律师代理制度。对聘不起律师的申诉

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健全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机制。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中，基层群众比例不低于新增代表的三分

之二。健全人民陪审员信息库和人民陪审员候选人信息库，实行随机抽选。落实人民陪审员参审权。逐步实行人民

陪审员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重点监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

立案、羁押、扣押冻结财物、起诉等环节的执法活动。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四）强化对法律实施的监督 

  强化人大监督。重大行政决策及行政管理重大问题应向同级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政府规章应报同级人大

常委会备案。加强人大对财政预决算、国有资产、生态环境保护、司法活动等方面的监督，进行询问、质询、评议

和满意度测评，凡满意度过低的，责成有关方面整改。 

  强化民主监督。支持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通过多种民主协商形式，对地方性法规、政

府规章的实施进行民主监督。每年选取若干有关法治提案，商由“一府两院”认真研究，推动改进工作。发挥党外

人士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作用。 

  强化行政监督。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推行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集中行使行政复议审理权。实行行政许可

事项目录管理制度和重大行政执法行为备案制度。建设统一受理、统一转办、统一督办、统一考核的行政执法监管

投诉举报平台。建立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制度。 

  强化司法监督。人民法院要加强对行政案件的审理，依法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执

法活动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 

  强化社会监督。畅通公众监督渠道，保障公民依法履行批评、建议和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充分发

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 

  强化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弘扬法治精神，传播社会正能量。完善舆论监督机制，

规范媒体对涉法案件、事件的报道，防止利用舆论影响和干扰公正执法司法。 

  三、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促进社会诚信 

  诚信是德治的重要范畴，也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促进社会诚信，必须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推进社会诚

信体系建设，在充分发挥法律规范作用的同时，着力发挥道德教化作用，使守法诚信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和自觉

行动。 

  （一）推进政府依法诚信施政 

  健全政府决策诚信实施机制。重大行政决策一经作出，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和变更；

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其他法定事由必须撤销或者变更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建立决策实施情况考

核评估制度，把政府履约和守诺服务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引入社会第三方进行评估，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建立健全政府机关信用记录和信用档案，完善由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公务员诚信考核制度。 

  （二）健全公民、组织守法信用记录 

  加快建立统一的社会守法信用代码制度。建立以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

记录，逐步实现全省公民和组织信用记录全覆盖。 

  建立完善企业守法信用记录制度。把企业守法信用信息采集融入注册登记、资质审核、日常监管各环节，

加快建立健全金融、工商、税务、统计、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医疗卫生、知识产权、工程

建设、交通运输、招标投标、电子商务、检验检测、劳动保障等重点领域的企业守法信用档案，实现企业守法信用

信息公开查询。 

  建立公民职业守法信用记录制度。加强重点人群职业信用建设，建立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各类执业人员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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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在资格准入、专业评价、年审考核、职称评定、职务晋升、评先评优、荣誉授予中，推广使用公民职业守法

信用报告。 

  (三)健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加快完善政府和行业部门信用信息系统数据库及电子政务网络。整合各行业部门信用信息系统和地方公用

事业信用信息系统，构建法人和其他组织、自然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全省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平台，实现

行业部门信用信息与全省公共信用信息数据交换和共享。 

  （四）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 

 

  加快制定全省公民和组织守法诚信褒奖办法，完善行业部门守法诚信褒奖实施细则及配套制度。各级政府

部门在进行市场监管与公共服务中，对守法诚信企业及个人开辟金融、商业、政府采购和社会服务绿色通道。健全

对守法诚信行为的表彰和宣传机制，营造诚信光荣、诚信受益的氛围。 

  （五）强化违法失信惩戒机制 

  制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和自然人违法失信惩戒办法，运用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建立跨地区、跨部门、

跨行业违法失信行为公开和联动惩戒机制。建立违法失信“黑名单”制度和市场禁入、退出机制。引导和支持行业

协会、商会等组织对违规失信会员实行惩戒。依法向社会开放失信行为信息查询系统，对违法失信行为，在媒体公

开曝光，并依法追究责任。支持和鼓励对违法失信行为的举报，建立举报奖励制度，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 

  （六）加强公民诚信教育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弘扬诚实守信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加大诚

信文化宣传力度，开展诚信创建活动，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风尚。 

  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维护社会秩序 

  社会治理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方面。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推进平安江西建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群众权益，促进全民守法，保障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一）依法预防化解社会矛盾 

  健全依法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

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沟通协商机制、信息反馈机制、救济救助机

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的法治渠道。 

  构建多元化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和相互协调的多

元化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引入第三方介入矛盾纠纷的调解，增强公信力。在市、县两级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衔接联动的“三调联动”中心和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平台。健全仲裁机构，完善仲裁制度。对人民调解组

织和行政调解机构依法形成的调解协议，如当事双方要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确认，应予以确认。 

  依法处理“以闹取利”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利用非正常死亡等问题组织群体闹事、制造影响稳定事端的违

法犯罪行为，坚决依法查处；对策划组织者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为首者，依法处理，坚决维护法治权威和尊严，

切实纠正和防止“花钱买平安”的错误做法。 

  落实社会矛盾依法预防化解责任制。明确地方、部门、单位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责任。坚持党政领导

分工负责、行政职能部门牵头化解突出社会矛盾的机制。对预防工作不落实、化解矛盾不得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等

影响社会稳定重大问题的，依法依规查究事发地方、部门、单位责任人的责任。 

  （二）依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 

  维护正常信访秩序。引导群众依法信访，教育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诉求。建立律师

参与信访接待制度和信访疑难案件第三方评查制度。实行初信初访首办责任制，对初信初访应及时受理和回复；对

不按要求办理初信初访事项而引发信转访、重复访或越级访的，实行责任查究。对信访人的合理合法诉求，依据法

律政策应当解决而不解决的，依法查究有关地方和单位责任人的责任。对信访人的无理非法诉求，做好疏导解释劝

告工作；对缠访闹访者或信访过程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处理。 

  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严格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引导信访群众向有管辖权的政法单位反映涉法涉

诉信访问题。建立复查回避、交叉审查、提级审理制度，促进主动纠错，防止程序空转。落实国家司法救助制度。 

  实行信访终结制度。对合理合法诉求已解决到位的信访事项，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报市级信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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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后，由省级信访部门依法审定予以省内终结。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以依法作出的判决、

裁定为终结决定。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不再启动复查程序。 

  改进信访工作考核机制。将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情况、依法处理信访过程中违法犯罪行为情况，作为信

访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 

  （三）依法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落实依法严打方针。依法严厉打击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危害社会治安、危害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

活动，遏制严重刑事犯罪。重点整治社会治安混乱的地区、场所，改善治安状况，提升公众安全感。 

  保障公共安全。依法强化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影响安全生产、损害生态环境、破坏网络安全等重点问题治

理。加强危险、剧毒等物品管理。落实保障公共安全的法律责任。开展公共安全隐患整治，严防发生危害公共安全

的案（事）件。落实公共安全案（事）件问责制度，对发生影响公共安全重大问题的，实行责任倒查，并依法查究

责任单位及其责任人的责任。 

  创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专群结合，充实巡逻防控力量，健全群防群治队伍，落实重点场所、重点部

位防范措施。加快推进视频监控工程建设，严密实施实时监控。 

  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部门责任制。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依法规范实施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制。 

  （四）依法加强社会组织管理 

  完善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政策法规。制定江西省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实施办法，明晰社会组织功能定

位，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引导社会组织依照法律和章程开展活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预防违法犯罪、

救助困难群众、帮教特殊人群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健全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和民主管理机制，支持行业协会商

会类社会组织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功能，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行为引导、规则约束、权益

维护作用。依法取缔非法社会组织，惩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对在赣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和监督其依法开

展活动。 

 

  （五）依法加强互联网管理 

 

  完善互联网管理法规制度。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法规制度，加强对互

联网运营商的监督和管理，依法规范网络行为，维护网络秩序，加快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 

 

  落实互联网企业、用户法律责任。建立法律法规适用网络虚拟空间机制，推动落实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

护、网络信息服务、手机用户入网实名制及微博、微信注册实名制等制度。建立健全“谁办网、谁负责”、“谁用网、

谁有责”的责任机制，强化网络企业行业自律和网络用户个人自律，实现依法办网、文明用网。 

 

  防范和打击网络违法犯罪。依法打击网络攻击、网络暴力、网络色情、网络诈骗、网络窃密泄密、网上造

谣传谣、非法网络公关及以网络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查处违规新闻网站、商业网站、手机报、移动客户

端、微信公众账号等。强化网络监控，建立不良信息网络举报平台。加强网络监管队伍建设。 

 

  五、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树立社会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建设法治江西的思想根基，全民普法是建设法治江西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要坚持

宪法法律至上，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形成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的社会环境。 

 

  （一）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守法用法 

 

  健全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完善并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学法等制度，将法治教

育纳入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和培训规划，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推进领导干部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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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系统化、制度化。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不

违法行使权力。 

  完善领导干部学法守法用法考评机制。把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能力和个人遵守党纪国法的情况

纳入领导干部年终综合考评的重要内容，形成“德、能、勤、绩、廉、法”六位一体的述职考评机制。 

  （二）加强全社会普法教育 

  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组织开展国家宪法日活动。执行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

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促进全社会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加强国家工作人员普法培训。制定、实施年度学法培训计划和考试制度。把通用法律知识、新颁布法律法

规、履行职务相关的专门法律知识列入培训的重要内容，作为执法人员持证上岗考试的必考内容，促进提高法律素

养和依法履职能力。 

  强化青少年普法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编写法治教材，配备

法治教师和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开展“模拟法庭”等普法活动。整合社会教育资源，建立多种形式的青少年

法治教育基地。 

  （三）健全和创新普法体制机制 

  健全普法体制。建立党政主导、党委宣传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普法工作

体制。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加强普法讲师

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完善普法教育工作考核机制。 

 

  创新普法形式。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深化法律进机关、进

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深入开展法治城市、法治示范县乡村创建活动。开展法治人物、法

治事件评选活动。探索对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普法宣传教育有效形式。充分发挥媒体在普法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宣

传报道具有普遍意义的先进普法典型经验。推行媒体公益普法。 

  （四）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设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公共法律服务平台。鼓励和支持法律服务机构向基层和欠

发达地区延伸，推动城乡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把公共法律服务纳入公共服务发展规划和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建立

公益性法律服务补偿机制。推进公证机构改革。完善和规范司法鉴定管理。 

  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建立以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政府法律顾问队伍。完

善和推广建立法律顾问团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设立公职律师或聘请法学专家、学者、律师担任法律

顾问，推动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担任村（居）等基层组织法律顾问。鼓励企业设立公司律师。加快实现党政机关、人

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村（居）委会法律顾问制度全覆盖。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将就业、就医、就学、社会保障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强化法

律援助责任，完善法律援助方式，保证困难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 

  六、适应法治建设需要，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推进法治江西建设，必须加强法治专门队伍和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一）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 

  健全法律职业准入和认证制度。落实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

畅通具备条件的军队转业干部进入法治专门队伍的通道。健全从高等院校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

制。严格设定立法执法司法职位资格条件，健全资格考试和认证制度。 

  实行遴选交流制度。初任法官、检察官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法院、检

察院任职。上级司法机关缺员，原则上从下级司法单位遴选补充。统筹安排省、市执法司法机关中缺乏基层工作经

历的执法司法人员，到县及县以下基层单位挂职锻炼。基层执法司法人员，可到上级执法司法单位挂职锻炼。健全

完善执法司法机关领导干部轮岗交流制度。 

  严明执法司法纪律。严禁执法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律师、泄露或者为其打探案情、接受吃请或者收

受财物、为律师介绍代理和辩护业务等违法违纪行为，严禁利用职权徇私分流案件、插手案件办理、为当事人说情

打招呼, 严禁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严禁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凡违反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因违法违

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人员，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公证员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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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设高素质法律服务队伍 

  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作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的根本。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作为法律服务人员从业的基本要求，增强法律服务人员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将律师行业发展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发展规划，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

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和准入、退出管理，完善执业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

度。健全律师管理体制，强化行政管理，发挥律师协会自律和服务作用。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出台律师行为规

范。支持律师业发展，加大青年律师培养力度。加强律师行业党的建设。 

  加强基层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发展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鼓

励各类法律从业人员、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师生以及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警官等加入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立激

励法律服务人才跨区域流动机制，逐步解决基层法律服务资源不足及人才匮乏问题。 

  （三）提高法治人才培养水平 

  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加大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力度。加强高等院校法学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法

学专业设置。支持省内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建设共享共用的示范性法学实践教学基地，重点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法

学（法律）硕士、博士点。充分发挥法学会培养、团结、凝聚法律人才的作用。 

  加强高端法律人才引进和交流。鼓励政法单位、法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面向国内外引进和招聘一批优秀

法学（法律）专家学者，尤其是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熟悉资本市场运作的高端法律人才。

健全政法单位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门人员互聘计划。 

  七、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为法治江西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法治江西建设最根本的保证。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和改进对法治建设工作的领导，确保

法治江西建设全面有力推进。 

  （一）建立领导法治建设的制度和工作机制 

  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法治建设的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的首要责任。

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完善协调联动、情况通报和督促检查制度。建立科学规范、标准统一、便于操作的法治建

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

体系。法治江西建设领导小组在省委领导下，负责法治江西建设重大政策措施的研究制定、组织实施、统筹协调、

督促落实等工作。 

  （二）提高依法执政能力 

  各级党委要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完善依法决策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事项合法性论证制度。善

于领导和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政府依法行政、政协依法履职、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人民团体和社会

组织依法工作。各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党组，必须严格履行领导和监督本单位、本系统模

范遵守宪法法律的职能。 

  （三）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坚持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组织形式，充分发挥党委政法委员会把握政治方向、协调各方职能、统筹政法工

作、建设政法队伍、督促依法履职、创造公正司法环境等职能作用。建立党委定期听取政法工作汇报的制度，研究

解决政法工作的重大问题，为开展政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政法机关党组织要健全重大事项向党委报告制度。加强

政法机关党的建设，在法治建设中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保障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四）严格执行党内法规 

  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法治建设的有力保障，必须一体严格遵行。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

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以党章为党内根本法规，严守党纪党规，做到有规必依、执规必严、违规必究。

健全党内法规制定机制，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力度，制定保障党内法规执行的惩戒性规定，运用党内法规

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加强党内监督。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生活，高质量开好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严格落实党员干部个

人重要事项报告制度，加大巡视工作力度，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依纪依法反对和克服“四风”问题，形成严密的长效机制。按照中央要求，完善和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政治、

工作、生活待遇方面各项制度规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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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监督责任。 

  （五）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进法治建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引导基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化

解矛盾、推动发展。深化基层法治创建，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加强基层法治机构规范化建设。 

  各地各部门要依据本意见，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抓好组织实施。 

来源：江西日报 

 

12.94 习近平十大反腐警句：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2014 年 12 月 05 日 14:2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周永康、徐才厚等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因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相继接受组织调查、被免职。由此可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

这也让广大人民群众对惩治腐败充满期待和信心。两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对反腐败工作发表了重要论述，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从中摘出部分话语，让您再次聆听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以此警醒于心，以廉自省。 

1、一些相当高层次的领导干部因违犯党纪国法落马，我们很痛心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 

2、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  

3、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4、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

遗患 

5、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 

6、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

底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讲话时强调 

7、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 

——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 

8、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 

9、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10、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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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5 纪检组长薛晓卫在全厅教育实践活动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http://www.jxjst.gov.cn/html/lingdaojianghua/20130813/38265.html  

来源：厅路教办   作者：  时间：2013-08-13    

 

12.96 曾绍平副厅长在江西省城乡规划督察员派驻工作（培训）会上的讲话 

http://www.jxjst.gov.cn/html/lingdaojianghua/20140110/40021.html  

时间：2014-01-10 

12.9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稽查办王早生主任在江西省城乡规划督察员派驻工作（培训）会上的讲话 

http://www.jxjst.gov.cn/html/lingdaojianghua/20140114/40064.html  

时间：2014-01-14     

12.98 章雪儿总工程师在全省建筑市场执法人员培训会上的讲话 

http://www.jxjst.gov.cn/html/lingdaojianghua/20141114/44535.html 

    时间：2014-11-14 

12.99 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 10 起典型违法违规案件情况的通报 

时间：2012-06-04 

http://www.jxjst.gov.cn/html/jianshezhifa/gongzuowenjian/201206/04-31754.html  

12.100 江西省建设稽查执法办公室工作职责   

http://www.jxjst.gov.cn/html/jianshezhifa/201206/04-31747.html  

12.101 关于 2014 年全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检查专家组成人员的通知 

http://jxazjd.com/content.aspx?cid=7DE99A80-B04B-4CDF-B153-AAAD267894F1  

12.102 江西省委常委班子认真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方案 

http://www.jiangxi.gov.cn/xzx/jxyw/jrjx/201412/t20141229_1107517.html  

发布时间：2014-12-29           

12.104 江西省委常委班子召开 2014 年度民主生活会 

http://www.jiangxi.gov.cn/xzx/jxyw/jrjx/201412/t20141229_1107514.html  

发布时间：2014-12-29   

 

12.105 永丰：“新”、“实”、“深”、“细”倾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http://www.jian.gov.cn/pubinfo/subject/jgxn/gzdt/201410/t20141016_9453989.html  

永丰：“新”、“实”、“深”、“细”倾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今年以来，永丰县坚持用群众路线统揽信访工作全局，突出抓好领导干部接访、信访积案化解、阳光信访

系统建设等，做新、做实、做深、做细群众工作，全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使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加

通畅，基层化解矛盾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从而全面提升了群众满意度。 

  “新”——做新，推进阳光信访信息系统建设。该县年初启动推进“阳光信访”信息系统建设，实行网上

受理信访制度，大力推行阳光信访，建立网下办理、网上流转的信访事项办理程序，实现办理过程和结果可查询、

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一次性投入 10 万元建设“阳光信访”接访视频系统硬件建设，县、乡（镇）配置接访

视频系统，县、乡（镇）两级“阳光信访”信息员均实行 AB 岗，做到工作时间全值守，确保网上受理交办无缝隙，

增强工作透明度和公正性。1-9 月份，全县共排查矛盾隐患 315 件。受理市里交办案件 45 件，已办结 45 件，按期

办结率 100%。 

  “实”——做实，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该县严格按照“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制度机制保障

办事”的要求，全力推进“乡镇为主”工作机制，全县 21 个乡镇均统一设立“便民服务中心”，乡镇群众工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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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10-15 人。不断拓展信访渠道，做到“信、访、网、电”四位一体，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

的县、镇、村、组四级群众工作网络，通过强化督查、量化管理、定向考核等，确保做实群众工作。 

  “深”——做深，构建各级领导大接访工作机制。县党政领导接访把“讲认真”作为核心要求，以“动真

格、敢较真”态度全力推动领导接访工作。将党政领导接访安排表在县信访局网站和接访大厅公示，每周一、三、

五为县领导接访日，每月第一个工作日为县纪委书记接访日。各乡镇每天安排党政负责人接待来访群众，县直单位

安排班子成员轮流在县信访接待大厅接访。印制上千份《便民联系卡》发放到群众手中，告知群众通过电话、邮件、

传真、来访、来信等方式表达诉求，并公布投诉电话。仅 9 月份，县党政主要领导就接访 13 批 35 人次，处理疑难

信访案件 21 件；县直单位接待信访群众 32 批 34 人次，解决群众信访问题 36 件；各乡镇接待信访群众 287 批 330

人次，解决群众困难 336 件。 

  “细”——做细，开展信访积案集中化解活动。该县在信访积案化解过程中，始终坚持把合理诉求解决到

位、不合理诉求疏导到位、困难群众人文关怀到位的“三到位”原则，处理疑难复杂信访积案。今年省、市交办的

8 件信访积案，全部由县党政领导领衔，采取一名包案领导、一个工作班子、一套化解方案、一份会议纪要、一套

稳控措施的“五个一”工作法与包掌握情况，包解决问题，包教育转化，包稳控管理，包依法处理“五包责任制”，

带案下访与承办单位、承办人和信访人“三个见面”，形成有效合力，推进久拖不决的“骨头案”化解工作，至 9 月

底化解率已达 100%。 

作者/来源：宋军 / 永丰县纪委  编辑日期：2014-10-16 

 

12.106 关于转发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局推进作风整治活动、优化发展环境经验做法的通知(赣建作风整治办〔2012〕

18 号) 

http://www.jxjst.gov.cn/html/zhengzhigongzuozuofengzhuanlan/xiangguanwenji/201210/30-34490.html  

关于转发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局推进作风整治活动、优化发展环境经验做法的通知  

时间：2012-10-30 

赣建作风整治办〔2012〕18 号 

  

各设区市、县（市、区）建设局（建委）、规划局、房管局、城管局（委）、园林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

事处），各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厅机关各处室、厅直各单位： 

今年以来，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紧密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

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动的部署和要求，积极探索务实创新、行之有效的做法，有力地促进了作风整治活动的深入

开展，取得了阶段性明显成效。为总结推广和交流各地经验做法，更好地推动全系统活动的开展，现将吉安市城乡

规划建设局推进作风整治活动、优化发展环境的经验做法转发给你们，供各地学习交流借鉴。同时提出以下要求，

请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一、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最近召开的全省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动推进会精神，

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强化措施，狠抓落实，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作风整治活动成果。 

二、各地、各部门下一阶段要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作风“假、浮、蛮”问题的整治上，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

和当地党委、政府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集中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自查整改，做到务求实效。 

三、各地、各部门要根据省作风整治办《关于印发〈2012 年全省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

动绩效考核方案〉的通知》（赣作风整治办字[2012]20 号）要求，围绕完成《全省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

风突出问题活动实施方案》规定动作、落实七项重点工作、解决群众投诉及查处损害群众利益和干部作风突出问题

典型案件、落实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加强监督检查、立足本地实际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特色工作、群众满意度测

评等六个方面的考核内容，对作风整治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坚持固强补弱、拾遗补缺、充实完善的原则，

对照考核评分细则，切实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力争在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 

附件：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干部作风整治活动领导小组（代） 

                                       2012 年 10 月 19 日 

  

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局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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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整治活动、优化发展环境的经验做法 

（摘自吉安市城乡规划建设局上报材料） 

      今年开展“三大”主题教育活动暨集中整治干部作风活动以来，建设系统各单位工作人员总体上重视机

关效能建设，机关管理比较严格，工作人员办事效率较高，服务态度较好，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有较大改观。但是，

从最近几个月全市优化发展环境监测报告的数据反映，并经过多方排查、认真自查，目前建设系统干部作风中普遍

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投诉办理上，存在受理不及时、处理不到位、回复不妥当的问题；二是在行

政服务上，流程不畅通，存在环节多、时间长、来回跑的问题；三是信息公开上，存在机构和人员信息公开不全面、

不透明的问题，导致服务对象“找人难”；四是在干部形象上，存在作息散漫、服务态度不热情的问题，影响了建

设系统形象。为切实整治以上突出问题，特提出以下四项举措，请各单位、各科室严格执行。 

一、规范投诉办理 

按照行政投诉受理的职责分工，市长信箱、市长直通电话、来信来电来访等，统一由局办公室登记；涉及效能、

违纪违规行为的投诉，统一由局监察室登记。投诉由办公室或监察室提出拟办科室单位，按程序报批后，交由责任

科室单位办理。投诉办理过程中的相关资料必须保存备查。一是明确责任分工。要认真审核投诉诉求涉及到的职能

部门，涉及多个科室、单位的，应明确牵头科室、单位，避免误转，造成投诉处理不到位。责任科室、单位需将投

诉问题转交下级单位办理的，必须明确专人跟踪办理。二是把握办理时限。凡是有明确办理或反馈时限要求的，必

须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完毕，如果在规定期限内确实难以完成的，需在办理时限结束前向转办单位或投诉人进行解释

说明，并承诺办理时限。对没有明确办理或反馈时限要求的，一般事项应在 5 个工作日办理完毕，特殊事项一般不

超过 10 个工作日。凡是因为超过时限又不做出解释说明，造成当事人不满意的，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三是注

重办理质量。投诉问题需现场勘查的，经办人员必须亲自到现场勘查，调查了解存在问题。如有明确投诉人和联系

方式的，必须与当事人取得联系，或者与相关人员取得联系，进一步沟通了解投诉人诉求。问题能当场处理的，要

当场进行处理；不能当场处理的，应提出处理办法，力求将问题解决到位。四是完善回复渠道。投诉办理完毕，需

书面回复的，将书面回复意见报分管领导审定；涉及全局性的重要问题，需报主要领导审定后回复。不需书面回复

的，应以适当形式，当面或电话告知对方办理情况，答复内容应事先向科室、单位负责人沟通。没有转办单位或匿

名投诉的，应该找到利益关系相关人，告知办理情况，或以其他方式通报办理情况。凡是能够与当事人或相关人当

面沟通的，应该征求其意见建议，并力求当事人或相关人满意。 

二、畅通办事流程 

对具有行政许可、公共服务事项办理职能的科室、单位，要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等

三项制度，确保服务对象办事顺利、高效、畅通。一是公开办事流程。本科室、单位的办事流程、申报材料、承诺

时限、收费标准等，必须以书面形式，或张贴公布，或印制宣传单页，告知服务对象。二是明确办理人员。受理办

理事项的人员，包括初次受理、审核、审批、发证等整个流程涉及的办理人员名单、办公地点、联系方式，都应以

适当形式公布，方便服务对象找人办事。三是确保及时受理。对办理事项较多的重要业务科室、单位窗口，必须确

保工作日随时有人在岗，及时受理服务对象申办资料；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在岗的，需由本科室、单位安排人员代为

接收办理资料或委托相关人员先行接收办理资料，留下对方联系方式，到岗后及时审核资料，如资料有缺项，及时

通知对方补齐。避免因办事人员原因造成服务对象“来回跑”，坚决杜绝出现服务对象“跑两次还找不到人”、“跑

三次还办不成事”的现象发生。四是提高办事效率。对办理事项，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可采取

交叉、并联方式办理；对服务对象缺项资料，可以同时或事后补齐的，经本科室、单位负责人同意后，可先予办理；

在规定办事时限以内能提前办理完毕的，办毕即通知服务对象，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办理完毕的，必须报告本科室、

单位负责人，并向服务对象做出解释说明。 

三、公开相关信息 

对办理事项较多的业务科室、单位窗口，应将与服务对象办理事项相关的信息公开，接受服务对象监督。一是

公开单位职能。每个单位应该在适当地点，以公示栏形式将本单位、科室工作职能，包括办理的行政许可、公共服

务事项以及相关依据进行公开。二是公开人员信息。所有受理事项办理人员的姓名、职务、联系电话（办公电话和

移动电话）、办公地点（楼层、房号）全部公开。三是公开人员去向。工作日每个工作人员的去向信息要及时公开，

方便服务对象找人。四是公开投诉电话。每个单位应明确专人受理服务对象投诉，并公开受理人员办公电话和移动

电话，方便服务对象及时投诉。 

四、切实维护形象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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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工作人员，不论在工作期间，还是在工作之外，都必须自觉约束自身行为，切实维护个人和单位形象。一

是严格作息制度。严格执行上下班作息时间，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旷工。二是加强工作管理。严禁上班时间上

网玩游戏、炒股、聊天，一经发现，按干部作风“六个不准”和“六个一律”严肃处理。三是规范执法行为。工作

人员在办事和执法过程中，严禁“吃、拿、卡、要”，不准接受可能对公正执行公务行为有影响的宴请。四是维护

社会形象。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公民道德，谨慎人际交往，禁止涉足“黄、赌、毒”场所和行为。 

局纪委监察室和局办公室定期对各单位、各科室贯彻落实以上措施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适时开展明察暗访，

对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一律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和责任人所在单位、科室负责人的责任。 

 

12.107 厅党组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http://www.jxjst.gov.cn/html/zhufanghechengxiangjianshexinxi/201303/11-363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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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件】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厅党组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 24 条具体措施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我厅党组印发《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具体措施》，包括：改进调查研究、

密切联系群众、精简会议和活动、精简压缩文件简报、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督促检查 6 大方面共 24

条具体措施和量化规定。要求全厅系统认真贯彻、抓好落实，并要求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积极配合，落实具体措

施。（厅办公室：江建国）  

【最新信息】 

全国环卫工作座谈会暨优秀环卫工人 

表扬会议在京召开 

陈平厅长参会 宜春市介绍经验 我省 9 名环卫工人获殊荣  

2 月 26 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环卫工作座谈会暨优秀环卫工人表扬会议，姜伟新部长出席会议

并讲话，仇保兴副部长主持会议，副部长陈大卫、齐骥、郭允冲和部纪检组组长杜鹃等出席。我厅厅长、党组书记

陈平出席会议。会上，我省宜春市政府副市长黄德刚，作为全国唯一地级城市的代表，介绍了宜春市加强环卫工作、

关心环卫工人、维护环卫工人权益的经验。会上对全国 332 名优秀环卫工人给予表扬，我省黄忠秀、曹一奇、罗贵

英、陈幼红、焦小桐、张铁华、桑红霞、童群、徐美凤等 9 名环卫工人获此殊荣。（厅城市建设处：冯颖） 

 

【重点工作】 

今年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时间节点确定 

 

为落实省政府确定的今年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房 32.24 万套，基本建成 22 万套，新增发放廉租

住房租赁补贴 1 万户的目标任务，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2013 年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工作计划》，确定今年推进工作的时间节点：3 月设区市完成与所辖县（市）签订目标责任书；5 月底前，2011

年各地结转的高层项目基本建成，2010 年以前新建项目入住率达到 100%；8 月底前，2013 年全省新建任务全面开

工，2012 年各地结转多层项目基本建成；12 月底前，2013 年新建项目基本建成达到 20%以上。 

从 3 月起，每周对各市、县进度情况进行通报；每月将通报情况报送省委、省政府领导；择时在省主要媒体公

布各地进度排名情况。6 月对 2011 年结转高层项目进行实地验收，9 月对 2013 年新建项目开工和 2012 年结转多层

项目进行实地验收。                    （厅住房保障处：廖琳琳）  

 

【简讯】 

近日，江西、湖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就加快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设，发挥城乡规划引导作用，加强省际规划交

流、区域合作和相关规划协作等进行探讨和沟通，取得共识。目前，由我厅牵头、湖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配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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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住房和城乡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并发给湖南、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征求意见，拟在今年

4 月在博鳌论坛年会举办的宣传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主题论坛活动上由赣鄂湘皖四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共同签署，落

实李克强副总理在九江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切实加快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培育和形成。（厅城乡规划处：舒建平） 

经住房城乡建设部审核批复，我省萍乡市、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分别作为全省资源枯竭型城市和全省发展龙头的

代表，成功进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据悉，全国有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 90 个。（厅节能科技处：余海浪） 

【温馨提示】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精简文件、简报的要求，厅党组决定自今年起将全厅各类简报精简为本信息一种，分为：

综合信息、专辑信息、专报信息和急报信息四类，请各地、各部门和单位及时报送重要工作信息。报送的信息须经

部门、单位领导审核，统一通过“大蚂蚁”或投稿邮箱发至信息编辑部（信息编辑部设在省厅《中国建设报》江西

记者站内），并请注明作者和审核人姓名、工作单位、职务及联系电话。本信息原则上由厅门户网站刊发，不发纸

质，请各部门和单位到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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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8 【省住建厅】强化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日常检查 

http://jjjc.jxcn.cn/system/2014/10/08/013361635.shtml  

【省住建厅】强化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日常检查  

 

中国江西网纪检监察频道  2014-10-08 10:13:10  来源：驻省住建厅纪检组  编辑：夏少明  作者：驻省住建

厅纪检组  

  中国江西网纪检监察频道讯：根据省委、省政府《2014 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工作方案》、

省廉政办《2014 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日常检查评分细则》的要求，省住建厅制定开展明察暗访、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问题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明确了明察暗访六个方面的内容，即：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国务院“约法三章”、省委若干

规定、厅党组 24 条具体措施情况；贯彻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及实施细则，加强公务接待、公车使用、节能

管理等情况；遵守工作和劳动纪律，按时上下班，办公期间是否上网玩游戏、看影视剧、购物、聊天等情况；“窗

口”服务单位日常管理、工作人员在岗在位、服务态度、办事效率等情况；节假日期间执行廉洁自律规定、值班执

勤人员履职情况；其它应当检查的工作情况。 

  明察暗访主要采取四种形式：1、厅机关开展联察联访。由厅办公室、监察室牵头，联合相关业务主管处

室，组成明察暗访小组，每月不定时间、不定单位至少对厅机关和厅直单位检查一次。2、驻厅纪检组监察室开展

专察专访。突出对重要节日、重点时段的检查，坚持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形成违纪必究、执纪必严的良好态势和

机制。3、厅直单位开展自察自访。各单位每月组织一次，重点检查领导干部落实主体责任情况、明察暗访项目，

自查自纠存在的问题。4、建立检查查处情况专报联络员制度。厅直各单位每月定期上报当月情况。 

  实施方案要求厅机关各处室、厅直各单位，一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加

强教育、监督和管理，抓好各项制度和规定的落实，防止出现违纪违规问题；二是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

定，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对日常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作出处理，不迁就、不护短，通过

查处问题，促进正风正气的形成；三是要明确检查责任和检查纪律，实行按级负责、责任到人。对存在的问题视而

不见、放任自流不予纠正的，要倒查责任，对单位领导进行问责，参与检查及查处的人员要高度负责，秉公执纪。 

  为强化日常检查效果，省住建厅将对明察暗访中发现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问题，严格依纪依规进行处理；

对一般性、苗头性问题，采取提醒告诫、责成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等方式解决，切实做到正风肃纪。 

 

12.109《江西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信访工作实施细则》 

http://www.jxjst.gov.cn/html/tongzhiwenjian/qitatongzhi/2015/0108/454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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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0 《江西省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实施细则》赣信发

[2014]1 号 

http://xxgk.jxfz.gov.cn/nc/bmgkxx/xfj/fgwj/qtygwj/201407/t20140704_2465233.htm  

 

 

12.112 中央政法委关于健全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的意见  中政委﹝2014﹞28 号 

http://jybm05.tzpolice.gov.cn/default.php?mod=article&do=detail&tid=250  

中央政法委关于健全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的意见 

中政委﹝2014﹞28 号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的意见》(中办发﹝2013﹞26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现就健全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明确依法终结的范围。当事人不服政法机关生效法律结论，其救济权利已经充分行使、放弃行使或者已经

丧失，反映问题已经依法律按政策公正处理，仍反复申诉控告、缠访缠诉，除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以外，政法机关可

依法作出终结结论，对该信访事项不再启动复查程序。 

(二)终结应当依法有据。政法各单位按照法定职责和案件管辖分工，依法进行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终结工作，并

对终结结论负责。涉及诉讼的信访事项，依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政策规定进行终

结。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非诉讼信访事项，依据《信访条例》及相关法律政策进行终结。 

(三)慎用终结手段。要严格审查把关，确保终结质量，防止因随意终结影响信访事项公正处理，甚至激化矛盾。

对当事人诉求尚有法律救济渠道的，应当引导其依法行使权利，一般不宜终结。因刑事案件失去破案条件、民事案

件无财产可供执行等造成信访人生活严重困难的信访事项，原则上不予终结，重点是做好对信访人的救助帮扶和教

育疏导工作。 

(四)以终结促息诉息访。把息诉息访要求贯穿依法终结工作全过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终结后，由地方党委和

政府及其基层组织继续做好矛盾化解、教育疏导和帮扶救助工作，促使信访人停访息诉。 

二、终结标准 

(五)法律问题解决到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定性准确、处理得当，经审查不存在执法

错误、瑕疵，或者执法错误已经依法纠正、瑕疵已经妥善补正。 

(六)执法责任追究到位。对执法办案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造成执法错误，或有其他违纪违法行为的，已经依纪

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七)解释疏导教育到位。从法理、道理、情理等方面对涉法涉诉信访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明、思想疏导。 

(八)司法救助到位。涉法涉诉信访人生活困难，符合国家司法救助规定的，已经给予必要的救助帮抉。 

三、责任主体 

(九)衣法终结的责任主体是中央政法单位和省级政法单位。不服省级及省级以下政法单位生效法律结论的，一

般由省级政法单位审查终结;不服中央政法单位生效法律结论的，由中央政法单位审查终结。经中央政法单位复查，

维持地方政法单位生效法律结论的，根据需要，可由省级政法单位终结;不服省级政法单位生效法律结论的重大疑

难事项，可报中央政法单位终结。 

(十)涉及诉讼监督的事项可由原办案单位按程序终结。人民检察院对诉讼监督案件已经审查完毕并作出不予支

持决定，信访人向原办案单位缠访缠诉的，由原办案单位按程序申报终结;信访人向检察机关缠访缠诉的，检察机关

可根据案件情况和化解工作需要，建议原办案单位按程序申报终结，并附检察机关审查意见。检察机关审查结论作

为办案单位信访事项终结的重要参考。 

四、工作程序 

(十一)复查听证。对拟报终结的信访事项，申报单位应从案件实体、程序和信访诉求等方面进行认真复查，确

保信访终结质量。对反复缠访闹访、社会影响大的信访事项，应当组织公开听证，提高处理决定的公信度。在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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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过程中，发现原处理决定存在错误或瑕疵、信访人合理诉求尚未得到解决的，应当依法公正处理。 

(十二)终结申报。对于不服省级以下政法单位生效法律结论的信访事项，由申报单位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

厅(局)务会集体研究。决定申报终结的，逐级报省级政法单位审批。 

(十三)审查决定。中央和省级政法单位明确责任部门，负责对下级申报终结或本级直接启动终结程序的信访事

项进行审查。符合终结条件和标准的，提交本单位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厅(局)务会或以其他形式集体研究作

出决定;不符合终结条件和标准的，提出重新复查或纠正意见，予以退回。审查决定应在收到申报材料后 2 个月内

作出。 

(十四)终结备案。省级政法单位决定终结的事项，应在作出终结决定后 10 个工作日内报中央政法单位备案，备

案材料应当详实完备。中央政法单位发现报备事项不符合要求的，应当通知报备单位及时改正。对已经终结的信访

事项，终结决定单位应当同时通报同级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党委政法委、综治办等相

关单位。 

(十五)终结告知。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终结后，由终结决定单位制作终结告知书，直接送达信访人或委托下级政

法单位送达信访人。终结告知书一般应在有关信访接待场所公布。对继续上访的，相关单位做好说服劝导工作;对违

法闹访，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五、组织领导 

(十六)加强督促指导。各级政法机关要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操作性强的终结实施办法，用好终结制度，提高

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中央和省级政法机关要加强对下指导，采取抽查评查、集中点评、典型

引导等方式，推动终结工作健康有序发展。中央政法各单位要实时汇总本系统信访终结数据，及时导入全国涉法涉

诉信访终结数据库，供各地各有关单位查询使用，实现资源共享。要结合司法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实践，推动立法

完善诉讼程序终结制度，为维护司法权威、维护信访秩序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十七)搞好统筹协调。涉法涉诉信访终结工作法律性、政策性强，情况复杂，需要有效的统筹协调。政法各单

位要增强全局意识，依法履行职责，认真做好终结工作，遇有复杂疑难问题主动协商解决。对于已经终结的信访事

项，各级党委政法委和政法单位不再作为涉法涉诉信访事项进行统计、交办、通报，由信访人住所地的党委和政府

及其基层组织落实对信访人的教育疏导、矛盾化解和帮扶救助工作。各地要结合实际，明确由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

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党委政法委或者综治办牵头，做好终结移交的协调工作，相关政法单位配合做好法律释明和

政策解释工作。 

(十八)严肃查究责任。对终结工作中不严格按照标准和程序，随意终结，导致定性、处理错误或其他严重后果

的，由本级或上级政法机关依纪依法严肃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责任;对问题突出的地方和单位，予以通报并责令整

改。对已经终结的信访事项，不认真落实教育疏导、矛盾化解和帮扶救助工作，造成极端事件的，报请当地党委和

政府，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责任。 

中央政法委 2005 年《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政法[2005]9 号)、2012 年《关于完善涉法涉诉信访终结机

制的意见》(政法[2012]13 号)予以废止。 

12.113 《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 

http://www.gov.cn/xinwen/2014-03/19/content_2641873.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 3 月 19 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切实加强协调配合，健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努力形成依法解决涉

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合力。 

    《意见》包括充分认识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重要意义、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

执法司法公信力、依法维护涉法涉诉信访秩序、加强和改进对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组织领导等 5 个部分。 

    《意见》指出，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国家法制统一、尊严、

权威，事关党执政地位巩固和国家长治久安。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既是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又是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实际行动；既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又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具体体现。 

    《意见》强调，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总体思路是：改变经常性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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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过分依靠行政推动、通过信访启动法律程序的工作方式，把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由政法机

关依法按程序处理，依法纠正执法差错，依法保障合法权益，依法维护公正结论，保护合法信访、制止违法闹访。

努力实现案结事了、息诉息访，实现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与维护司法权威的统一。 

    《意见》提出，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把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从普通

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各级信访部门对到本部门上访的涉诉信访群众，应当引导其到政法机

关反映问题；对按规定受理的涉及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收到的群众涉法涉诉信件，应当

转同级政法机关依法处理。 

    《意见》要求，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司法程序机制。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各级政法机关要及时审

查、甄别。对于正在法律程序中的，继续依法按程序办理；对于已经结案，但符合复议、复核、再审条件的，依法

转入相应法律程序办理；对于已经结案，不符合复议、复核、再审条件的，做好不予受理的解释说明工作；对于不

服有关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经释法明理仍不服的，可引导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有关处理程

序和结果，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期限和方式，及时告知当事人。 

    《意见》指出，严格落实依法按程序办理制度。各级政法机关对于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处理的案件，应当依

法按程序在法定时限内公正办结。对经复议、审理、复核，确属错案、瑕疵案的，依法纠正错误、补正瑕疵；属于

国家赔偿范围的，依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对经复议、审理、复核，未发现错误的，依法维持原裁决，并

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告知当事人。 

    《意见》强调，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中央政法机关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

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完善涉法涉诉信访终结办法。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依法作出的判决、

裁定为终结决定。对在申诉时限内反复缠访缠诉，经过案件审查、评查等方式，并经中央或省级政法机关审核，认

定其反映问题已经得到公正处理的，除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依法不再启动复查程序。各级各有关部门不再统计、

交办、通报，重点是做好对信访人的解释、疏导工作。 

    《意见》要求，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各级政法机关要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统筹解决信访群

众的法律问题和实际困难。对于因执法问题给当事人造成伤害或损失的，依法予以纠错、补偿。对于因遭受犯罪侵

害或民事侵权，无法经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造成当事人生活困难，符合救助规定的，及时给予司法救助。对于给

予司法救助后仍然存在实际困难的，通过民政救济、社会救助等方式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意见》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各级政法机关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权

力，确保每一起案件的处理做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规范高效，经得起检验；要依法加大内部监督力度，促使执

法办案中存在的问题依法及时得到解决，对于执法不严、裁判不公、徇私枉法等突出问题，要组织开展专项整治；

要完善执法司法责任制，严格落实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健全执法过错发现、调查、问责机制，严格倒查执法办案

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和责任，严肃查处错案背后的执法不公、不廉等问题；要把加强执法公开、扩大群众参与、接受

群众监督作为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重要内容，以公开确保公正、促进息诉。 

    《意见》强调，畅通信访渠道。各级政法机关要转变观念，把做好涉法涉诉信访工作作为倾听群众意见、

改进执法工作的有效途径。进一步规范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错

误做法；坚决杜绝违法限制或变相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的行为。坚持政法机关领导接待来访群众和阅批群众来信

制度。采取热线电话、网上信访、视频接访、开通绿色通道等措施，健全来信、来访、网上信访、电话信访一体化

接访网络，为涉法涉诉信访群众反映问题提供畅通便捷的渠道。要依法规范群众信访行为，引导上访人员依法理性

表达诉求，严肃处理违法上访行为。 

    《意见》强调，完善领导体制机制。各级党委政法委要进一步明确在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中的职能

定位，重点抓好政策指导、执法监督、宏观协调等工作。各级政法机关作为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责任主体，

要调整充实工作力量，建立健全工作制度，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增强政法干警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责任感，

进一步转变执法作风，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廉洁执法。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考评指标体系，

改变简单以信访数量为主要指标的考评办法，坚决纠正重程序轻解决、重稳控轻化解的倾向，引导政法干警在日常

执法办案中自觉预防、主动化解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12.114 江西首创涉法涉诉信访办理回避机制 

http://www.chinapeace.gov.cn/2015-01/07/content_11166459.htm  

2015-01-07 08:07:45 http://www.chinapeace.gov.cn/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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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江西省委政法委正式出台《关于建立涉法涉诉信访办理回避工作机制的暂行规定》,大力推行原办案

人员回避、异地办理、提级办理制度等一整套信访办理回避机制,保证群众合法有据的诉求在司法程序和时限内得

到公平公正解决。据悉,这是全国首个涉法涉诉信访办理回避工作机制的规范性文件。 

  根据该暂行规定,政法机关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的办理,除法律规定情形外,遇有信访办理事项被责令自行

改正,或者撤销并要求重新作出处理；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或发出两次以上纠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政法机关内部

案件监管部门认为案件办理可能存在执法错误或重大瑕疵,建议更换办案人员重新办理等 5 种情形的,应采取原办案

人员及专案组、合议庭等相关办案组成人员回避的方式办理。 

  此外,对一些久访不息、久办不决的重信重访件,江西省、市政法部门不再简单批转、提要求、要结果,而是

要求在坚持分级受理和遵守案件管辖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指定相关单位异地办理或提级办理。 

  江西省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原办案人员回避、异地办理、提级办理三项制度,可有效解决原办案单位、

原办案人员难以“自揭伤疤”“自证其错”等问题,使大量的信访人“弃访转法”,回归法治轨道解决诉求。 

  据统计,涉法涉诉信访改革自 2013 年初试行以来,全省涉法涉诉信访在党政信访部门接待登记信访量中占

比以及全省政法机关 2014 年涉法涉诉信访接待登记量,较去年同期均实现“双下降”。 

  （记者 郭宏鹏 黄辉） 

12.115 《2014 年江西工程质量监管状况》 

http://www.jxazjd.com/content.aspx?cid=de02e37c-d4c1-4325-8dee-40390349deca  

去看看（十）吉安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管情况的 2014 年度永丰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管情况,投诉起数 1 件,处理完毕

的投诉起数 1 件 这种造假,上级部门就是这样玩忽职守? 

 

12.116 《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微服私访”叹基层干部联系群众不够》 

http://ah.people.com.cn/n/2015/0128/c358314-23705721.html  

2015 年 01 月 28 日 06:34    来源：人民网 

12.117 《江西通报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专项督查情况》2015-02-25 

http://www.jxjst.gov.cn/jianshexinwen/meitijujiao/2015-02-25/38342.html 

 

12.118 《关于 2015 年全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专项督查情况的通报》2015-02-16 

http://www.jxjst.gov.cn/jianzhushichangjianguan/wenjiantongzhi/2015-02-16/38182.html  

 

12.119 《关于开展全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专项督查的通知》2015-01-12 

http://www.jxjst.gov.cn/gongchengzhilianganquan/gongshigonggao/2015-03-19/39526.html  

 

12.120 《江西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领导小组会议纪要》2014-11-12 

http://www.jxjst.gov.cn/zhuantizhuanlan/gongchengzhiliangzhililiangnianxingdong/zhengcewenjian/2015-02-

11/37872.html  

12.121 《中央廉政准则反面教员:触犯“52 不准”的领导干部》2010 年 02 月 25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5/11026253.html  

关键词一:禁止谋取不正当利益 

   1、索取、接受或者以借为名占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2、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3、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4、以交易、委托理财等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 

 5、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内幕信息谋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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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违反规定多占住房，或者违反规定买卖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 

关键词二: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 

   1、个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 

 2、违反规定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 

 3、违反规定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 

 4、个人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 

 5、违反规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者兼职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 

 6、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

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关键词三:禁止假公济私、化公为私 

   1、用公款报销或者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2、违反规定借用公款、公物或者将公款、公物借给他人； 

 3、私存私放公款； 

 4、用公款旅游或者变相用公款旅游； 

 5、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和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 

 6、违反规定用公款购买商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 

 7、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8、挪用或者拆借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等公共资金或者其他财政资金。 

关键词四:禁止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 

   1、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职位； 

 2、不按照规定程序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免干部； 

 3、私自泄露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干部等有关情况； 

 4、在干部考察工作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 

 5、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选举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 

 6、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地区、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7、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8、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许愿，任人唯亲，营私舞弊。 

关键词五:禁止利用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利 

   1、要求或者指使提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 

 2、用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学习、培训、旅游等费用，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

他亲属出国（境）定居、留学、探亲等向个人或者机构索取资助； 

 3、妨碍涉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案件的调查处理； 

 4、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 

 5、默许、纵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 

 6、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利用职权相互

为对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 

 7、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

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担任由外

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 

 8、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异地工商注册登记后，到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

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关键词六:禁止讲排场 比阔气 挥霍公款 铺张浪费 

   1、在公务活动中提供或者接受超过规定标准的接待，或者超过规定标准报销招待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 

 2、违反规定决定或者批准兴建、装修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楼堂馆所，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和办公用

品； 

 3、擅自用公款包租、占用客房供个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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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违反规定配备、购买、更换、装饰或者使用小汽车； 

 5、违反规定决定或者批准用公款或者通过摊派方式举办各类庆典活动。 

关键词七: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1、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中介机构服务等市场经济活动； 

 2、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兼并、破产、产权交易、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转让、重大项目投资

以及其他重大经营活动等事项； 

 3、干预和插手批办各类行政许可和资金借贷等事项； 

 4、干预和插手经济纠纷； 

 5、干预和插手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的使用、分配、承包、租赁等事项。 

关键词八:禁止弄虑作假,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 

 1、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 

 2、虚报工作业绩； 

 3、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借机敛财； 

 4、在社会保障、政策扶持、救灾救济款物分配等事项中优亲厚友、显失公平； 

 5、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荣誉、职称、学历学位等利益； 

 6、从事有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活动。 

12.122 作风建设词典--群众路线网--人民网 

  作风建设词典--群众路线网--人民网 

2013 年 07 月 29 日 09:1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形式主义】在形式主义方面，主要是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有

的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做好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学了也是为应付场面，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无心也

无力在实践中认真运用。有的习惯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热衷于造声势、出风头，把安排领导出场

讲话、组织发新闻、上电视作为头等大事，最后工作却不了了之。有的抓工作不讲实效，不下功夫解决存在的矛盾

和问题，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不做，形不成多大影响的事不做，工作汇报或年终总结看上去不漂亮的事不做，

仪式一场接着一场，总结一份接着一份，评奖一个接着一个，最后都是“客里空”。有的下基层调研走马观花，下

去就是为了出镜头、露露脸，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群众

说是“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隔座山”。有的明知报上来的是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也听之任之，甚至通

过挖空心思造假来粉饰太平。 

【官僚主义】在官僚主义方面，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有

的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不关注，不愿深入困难艰苦地区，不愿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甚至不愿同基层和普通

群众打交道，怕给自己添麻烦，工作上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得过且过。有的不顾地方实际和群众意愿，喜欢拍脑

袋决策、拍胸脯表态，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最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后遗症。有的对上吹吹拍拍、曲意逢迎，

对下吆五喝六、横眉竖目，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不给钱不办事，收了钱乱办事。有的对待上级部署囫囵

吞枣、断章取义，执行上级决定照本宣科、等因奉此，或者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以前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人怎么

做就怎么做，完全不顾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有的官气十足、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都要自己说了算，拒

绝批评帮助，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意见。 

【享乐主义】在享乐主义方面，主要是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风盛行。有

的意志消沉、信念动摇，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有的追求物质享受，

情趣低俗，玩物丧志，沉湎花天酒地，热衷灯红酒绿，纵情声色犬马。有的拈轻怕重，安于现状，不愿吃苦出力，

满足于现有学识和见解，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不立新目标，缺乏新动力，“清茶报纸二郎腿，闲聊旁观混光阴”。 

【奢靡之风】在奢靡之风方面，主要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

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有的修建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甚至占地上百亩、耗资几个亿，搞得富丽堂皇，吃喝玩乐

一应俱全。有的热衷于造节办节，节庆泛滥成灾，动辄花费几百万、几千万，劳民伤财啊！有的热衷于个人享受，

住房不厌其大其多，车子不厌其豪华，菜肴不厌其精美，穿戴讲究名牌，对超出规定的生活待遇安之若素，还总嫌

不够。有的要求超规格接待，住高档酒店，吃山珍海味，喝美酒佳酿，觥筹交错之后还要“意思意思”。有的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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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着价值不菲的会员卡、消费卡，在高档会馆里乐不思蜀，在高级运动场所流连忘返，在名山秀水间朝歌夜弦，在

异国风情中醉生梦死，有的甚至到境外赌博场所挥金如土啊！有的作风不检点，甚至道德败坏、生活放荡，不以为

耻、反以为荣。 

http://qzlx.people.com.cn/GB/364582/index.html  

4 个层面 25 个重点问题和突出表现。他说：从市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看，有的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换一

任领导变一套思路，负债累累，寅吃卯粮，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打折扣搞变通；有的拍脑瓜决策，搞一言堂，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意见；有的不敢

担当，不愿负责，当太平官、逍遥官；有的心浮气躁，跑官要官，到处拉关系、找门路、搭天线；有的组织观念淡

薄，纪律松弛，信口开河，口无遮拦；有的玩心很重，玩风很浓，吃喝玩乐，文恬武嬉，花天酒地，乐此不疲；有

的以改善接待条件之名，大建楼堂馆所，总统套房金碧辉煌，烟柳画桥，风帘翠幕，最后是自己受用；有的欺压群

众，弱视民生，甚至以权谋私，弄权贪腐，巧立名目，敛财牟利等等。从市县直属单位看，有的办事拖拉，推诿扯

皮，浑浑噩噩的混日子，上班时间斗地主、嗑瓜子、玩手机、逛淘宝；有的甚至随意离开工作岗位，外出溜达消闲；

有的作风漂浮落实不力，工作底数不清，基层情况不明，唱功好做功差；有的服务不主动、不作为、慢作为，只求

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有的工作“中梗阻”，对上级交代的任务找客观原因顶着不办，对群众要办的事情找各种理由

拖着不办等等。从执法监管部门和窗口单位、服务行业看，有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口号响当当、服务冷冰

冰、办事慢腾腾，尤其是普通群众办事难上加难；有的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甚至收回

扣、拿红包；有的懒政现象突出，出工不出力，懒懒散散，不下基层、不联系群众，迟到早退现象严重；有的滥用

职权，搞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借权营生；有的执法不公，搞选择性执法、随意性执法，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

案等等。从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等其他基层组织看，有的不关心群众冷暖，责任心不强，坐等上门多，主动问需

少，用上网代替上门，用通话代替见面，遇到矛盾绕道走；有的落实惠民政策缩水走样、机械执行、死板操作，好

事办不好；有的工作不专心，在位不在岗，天天走读，有事找不着人，领导职责空置；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哄骗上级，糊弄群众；有的方法简单粗暴，对待群众态度恶劣，随意训斥，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有的软

弱涣散，服务群众意识和能力不强，办事不公；有的侵犯群众利益，克扣群众财物，个别地方的党政单位、干部拖

欠群众的钱款，打白条、耍赖账等等。 

http://www.wsq.gov.cn/xxgk/ldjh/201402/t20140221_1060174.html  

或参考<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社编 

12.123 《关于开展 2015 年第二次全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监督执法检查的通知》 

http://jxazjd.com/content.aspx?cid=1AB9DD5E-D176-4DA0-862E-7A636AA19931 

http://www.jxjst.gov.cn/jianzhushichangjianguan/wenjiantongzhi/2015-07-03/43281.html  

各设区市、省直管试点县（市）建设局（建委）：根据住建部在全国开展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监督执法检查

的要求，按照《江西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部署，经研究，决定开展 2015 年第二次全省工程质量

治理两年行动监督执法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检查范围此次监督执法检查的范围是全省各地在建的住

宅工程和公共建筑工程。省厅检查组随机抽查 6 个工程，其中：设区市抽查 2 个，辖县或区各抽查 2 个。抽查的住

宅工程中保障性安居工程应不少于 3 个，外省企业承揽工程 1 个。省厅抽查重点：一是全省各地开展工程质量治理

两年行动以来对存在问题的工程及其参建企业的处罚情况；二是 2015 年 1 月份第一次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专项

督查中发现有问题的工程及其参建企业的整改情况；三是群众投诉举报的企业和工程。二、检查内容一是两年行动

实施方面：各地贯彻落实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工作开展情况，落实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等五方责任主

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制情况，打击建筑施工转包违法分包行为查处情况。二是市场行为方面：建设单位是否

依法履行法定建设程序，是否存在违法发包行为；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承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是否存在转包、

违法分包、挂靠等行为；五方责任主体项目法定代表人授权书，以及项目负责人责任终身质量承诺书签订情况；建

设、施工、监理、质量检测等有关单位，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等执业人员到岗履职等情况。 三是工程质量方

面：贯彻落实住建部《关于印发 2015 年全国住宅工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函》（建质质〔2015〕21 号）

和省安质监局《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服务平台使用推动督导工作方案》（赣建质监字[2015]2 号）等工作情况。

受检工程五方责任主体质量保证体系建立情况，重点检查施工企业对项目质量管理情况，五方责任主体执行有关法

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等工程实体质量情况；保障性安居工程推行“三个百分

之百”的情况，工程监理单位工作情况等。四是施工安全方面：贯彻落实住建部《关于开展 2015 年住房城乡建设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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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建安办函〔2015〕14 号）、江西省安委会《关于开展 2015 年全省 “安全生产月”

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的通知》（赣安〔2015〕23 号）和省住建厅《关于切实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的紧

急通知》（赣建安〔2015〕8 号）等工作情况。受检工程高大模板支撑、深基坑等重大风险源安全管理情况，建筑施

工起重机械备案登记和日常检查情况，安全负责人到岗履职等情况。三、检查方式  (一) 检查组听取受检市县建

设主管部门工作汇报，汇报内容包括本地区开展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情况、工程质量安全及建筑市场总体情况、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下一步采取的主要措施。   (二)检查组专家采取“扫马路”方式和从《受监在建工程一览

表》中随机抽选方式确定受检工程。   (三)检查组对每个受检工程提出书面反馈意见，对发现存在严重违法违规

行为及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工程，下发《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建议书》、《建筑市场监督执法建议书》。   

(四)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向受市县建设主管部门及受检工程相关单位通报检查情况。 四、检查时间此次监督执法检

查由厅分管领导总牵头，组成 6 个检查组，于 2015 年 7 月中旬前后实施，具体时间及检查分组情况及检查用表，

另行通知。五、工作要求(一)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全省和各地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对本地所

有在建工程进行全面自查，对检查出的质量安全问题和隐患及时进行整改，对有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处罚。（二）

各设区市、县市建设主管部门做好下列准备：1、开展工程质量两年治理行动工作落实情况，开展建筑市场行为自

查自纠和查处情况；2、《受监在建工程一览表》，内容包括：工程名称、地点、结构类型、开工时间、检查时形象进

度、参建单位、工程类型(公共建筑、保障房、棚改房、商品住宅)等；3、必要的检查设备，如回弹仪、钢筋扫描仪

等，及检查记录表及配合人员；   4、受检工程相关文件材料。（三）检查中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和党风廉

政建设的有关规定及厅党组 24 条措施。（四）请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分别指定 1 名联络员，负责联络有关事宜，并与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将联络员姓名、联系方式报省厅建管处。联系人：吴 凡      联系电话：0791-86230061 邮箱：

550403297@qq.com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5 年 6 月 10 日 

 

12.124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全国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监督执法检查的通知》建办质函

[2015]256 号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gczl/201504/t20150408_220637.html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 

  为贯彻落实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有关部署，全面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严厉打

击建筑施工转包违法分包行为，推动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持续深入开展，按照我部《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

要求，决定今年在全国开展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监督执法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一）检查省份为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自治区除外）。每个省抽查 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原

则上不查省会城市），抽查 6 个在建工程，其中市区抽查 2 个工程，下辖县（市）抽查 4 个工程。 

  （二）检查对象为住宅工程和公共建筑工程，其中住宅工程不少于 4 个。住宅工程重点检查保障性住房和

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公共建筑工程重点检查学校、医院、商场、办公楼等。 

  （三）受检工程形象进度应为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主体结构出地面但未封顶）。 

  二、检查内容 

  （一）各地贯彻落实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工作部署情况，落实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制情况，

打击建筑施工转包违法分包行为情况。 

  （二）各地贯彻落实国家工程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况，开展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检查情

况，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质量问题及安全隐患查处情况等。 

  （三）工程项目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建立情况以及工程实体质量安全情况，重点检查施工企业对项目质量安

全管理情况、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实体质量情况、模板支架和起重机械等安全管理情况。 

  （四）建设、施工、监理、质量检测等有关单位，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等执业人员，执行有关法律法

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五）项目是否有转包、挂靠、违法分包和违法发包等建筑市场违法行为。 

  三、检查时间安排 

  检查时间为 2015 年 4 月～11 月，共分四批，检查安排见附件。具体检查时间待定。 

  四、检查组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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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组每组 10 人，包括组长 1 人，联络员 2 人（质量安全、建筑市场各 1 人），专家 6 人（施工质量、安

全、建筑市场各 2 人），记者 1 人。组长由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建筑市场监管司、稽查办公室负责同志担任。 

  五、检查工作安排 

  （一）检查组到达每个省（区、市）后，由组长向受检省（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介绍检查的有

关要求，并安排具体检查日程。 

  （二）听取受检省（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工作汇报，汇报内容包括本地区开展工程质量治理两

年行动情况、工程质量安全及建筑市场总体情况、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下一步采取的主要措施。受检城市提供书

面汇报材料。 

  （三）检查组专家采取“扫马路”方式和从项目清单中随机抽选方式确定受检工程。 

  （四）检查组对每个受检工程提出书面反馈意见，对于发现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及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的工程，下发《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建议书》、《建筑市场监督执法建议书》。 

  （五）每个省（区、市）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向受检省（区、市）、受检市（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

受检工程相关单位通报检查情况。 

  六、各地检查工作准备事项 

  （一）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我部《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要求，对所有在建工程进行

全面自查，对检查出的质量安全问题和隐患及时进行整改，对有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处罚。 

  （二）提供所有符合检查要求的建设工程项目清单，清单应包括工程名称、地点、结构类型、开工时间、

检查时形象进度、参建单位、工程类型（公共建筑、保障房、棚改房、商品住宅等）等内容。 

  （三）提供必要的检查设备，如回弹仪、钢筋扫描仪等，并提供检查记录表及配合人员。 

  （四）提供受检工程相关文件材料。 

  七、其它事项 

  （一）每批检查完成后，我部将及时向全国通报检查情况，并对下发执法建议书项目的处罚情况进行督办。 

  （二）在检查工作中，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轻车简从，廉洁自律。 

  （三）请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指定 1～2 名同志作为联络员，负责联络督查有关事宜，并请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前将联络员姓名、职务及联系方式报我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 

  联系人： 

  范宏柱（质量安全） 010-58933293 58934250（传真） 

  李雪飞（建筑市场） 010-58933327 

  附件：2015 年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督查工作安排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2015 年 4 月 1 日 

12.125 《省安质监局召开集中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动员部署会暨“两学一做”第二专题集中学习》 

2016 年 8 月 5 日，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在一楼会议室召开集中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动员

部署会。参加学习的人员有梁卫明局长、徐玉崽总工程师及其他在职人员，会议由黄爱平调研员主持。 

 

会议传达学习了厅党组下发的《关于集中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精

神，根据通知要求，经局党支部研究决定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我局《集中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工作计

划》。 

 

组织全体人员学习习总书记系列讲话中关于实事求是、改革创新的部分重要论述，5 名同志作了学习体会交流

发言。 

12.126 《省厅第三巡察组莅临我局检查指导工作》 

2016 年 9 月 20 日上午，省住建厅曾绍平巡视员带领巡察组一行莅临我局检查指导工作，参加会议的有建管处

和我局的全体干部职工，会议由史美保处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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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曾巡视员作廉政巡察动员；姚宏平处长代表厅建管处作了表态性发言，梁卫明局长代表我局作了表态性

发言；大会还听取了我局 2015 年廉政巡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及今年廉政建设情况的报告；然后进行了民主测评，

检查组的同志组织查看相关资料并找我局干部职工逐个谈话。 

 

最后，曾巡视员对下步开展廉政巡察提出几点意见和要求：一是各单位要重视开展廉政巡察工作；二是要按照

上级精神要求确实抓好廉政建设；三是要做好检查出来的问题整改落实工作。 

12.127 《转发省质量兴省领导小组关于开展 2016 年全省“质量月”活动的通知 

》 

 

12.128 《江西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6—2020 年）》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年）》，如期完成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

务，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纲要。 

一、总体要求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在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促进江西经济社会全面快速较好发

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强化

行政执法监督，推动政务公开和法治宣传教育，奠定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坚实基础。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人民

群众对法治的期望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各地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增强使命感、紧迫感、责任感，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省委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把法治政府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与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一起研

究、一起部署、一起落实，努力推进江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依法行政制度

体系完备，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合法，宪法法律严格公正实施，行政权力规范透明运行，人民权益切实有效保障，依

法行政能力普遍提高。确保到 2020 年，我省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

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二、主要任务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1.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严格执行《江西省行政许

可事项目录管理办法》，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实行目录化、编码化管理。全面推行一个窗口办理、并联办理、

限时办理、规范办理、透明办理、网上办理。加快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设，实施在线监测并向社会公开，

实现部门间的横向联通及省市县的纵向贯通。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工作，积极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

革试点。推进简政放权，做好行政审批事项的取消和衔接，加强基层承接能力建设，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

基层政府实施更方便有效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下放基层管理。全面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2016 年底前，完

成市县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理工作。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实行清单管理并向社会公布，切断行政机

关与中介服务机构之间的利益链，推进中介服务行业公平竞争。 

2.全面落实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和动态管理机制。严格执行《江西省行政权责清单管理办法》，

对省市县三级政府公布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加强动态管理和效果评估，及时调整、取消、下放清单中的行政权

力事项，实现以清单管权限权，促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规范运行。严格执行国家公布的负面清单，并按程序调整我

省负面清单，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

不再审批。进一步完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清单制度。 

3.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按照事权责相一致的原则，结合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及时调整、理顺部门职责，划清各

部门职责边界，彻底解决职能交叉问题。贯彻落实有关法律法规制度，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强化省

政府统筹推进全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 

4.完善宏观调控。健全发展规划、投资管理、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法律制度，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

标准等制定和实施。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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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体制改革的意见》，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改革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改进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建立投资项

目“三个清单”管理制度。加强对预算内投资、各类专项建设基金等政府投资资金的管理。落实《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大幅缩减政府定价种

类和项目，制定并公布政府定价目录，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 

5.加强市场监管。推进工商注册登记制度便利化，在全面实施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

证合一”“一照一码”基础上，再整合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实现“五证合一”“一照一码”。推行电子营

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实行“一址多照”“一照多址”。贯彻实施《江西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17 年底前，本省法人和其他组织实行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完成市级公

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省级信用信息平台功能，扩大主体覆盖和信用信息应用。充分发挥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江西）平台作用，构建“互联网+信用监管”的事中事后监管新模式，依法保护企业和个人信息安

全。依法保护专利、专有技术、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地理标志、商标权，依法保护“江西制造”“江西创造”等创

新成果。 

6.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治理法规规章、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提高社会治理信息化、

精细化、科学化和法治化水平。完善社会组织发展管理政策法规，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发挥社会组

织对其成员的行为引导、规则约束、权益维护作用。推进社会自治，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章程、团体章

程等社会规范的作用。健全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和民主管理机制，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挥行业自律和

专业服务功能，履行社会责任。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加强对在赣境外非

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和监督其依法开展活动。全方位强化安全生产，全过程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7.优化公共服务。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法定化。2016 年底前，省市县三级全面完成公共服务事项梳理，

编制《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类”服务事项信息要素表》，并向社会公布。推进公共服务方式创新，简

化优化办事环节和流程。加快推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公开政府购买服务目录。推动公共服务提供主体

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向社会购买，确需政府参与的，实行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模式。 

8.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深化资源型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

境保护管理体制，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完善并严格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2016 年底前，制定出台我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2018 年

起，在全省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加强对新余市等地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工作的指导和

经验推广，2018 年起，在全省建立经常性的审计制度，全面推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二）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9.完善政府立法体制机制。严格执行立法法，坚持立改废释并举，推进政府立法精细化，增强政府立法的及时

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坚持立法项目立项论证制度，对拟列入立法工作计划的项目通过立项论证、立法前

评估等方式进行筛选，科学编制政府立法工作计划。实行重要行政管理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由政府法制机构

组织起草，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委托第三方起草制度。落实政府规章草案会审制度，

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推进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正确有效实施，切实将“书面上的法”落实为“行动上的法”。

加强立法后评估工作，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项目，由决策机关引入

第三方进行评估。加强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清理，及时修改或废止有违公平、与上位法不相统一、有部门不当利

益或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及不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2017 年底前，完成对现行地方性法规、规

章的清理工作，清理结果向社会公布。加强设区市政府立法工作。加强政府立法工作保障，政府立法经费列入本级

财政预算。 

10.加强重点领域政府立法。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适应改革发展和民生需要，调整完善立法规划。

重点加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文化建设、优化公共服务、保障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保护生态环境、强化

政府自身建设等领域的立法。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统一、相衔接，

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

的改革举措，要及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发挥立法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 

11.提高政府立法公众参与度。健全法规规章起草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制度，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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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的立法协商作用。建立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对政府立法涉

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机制。完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和意见采纳反馈机制。加强基层立

法联系点建设，提高立法联系点参与政府立法的能力，增强制度设计的针对性和可执行性。拟设定的制度涉及群众

切身利益或者各方面存在较大意见分歧的，要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问卷调查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除依

法需要保密的外，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要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限一般不少于 30

日。 

12.加强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严格执行《江西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完善规范性文件起草、

公开征求意见、听证、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制度。严格落实规范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号、

统一公布制度，未经“三统一”的规范性文件无效。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评估制度。

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健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提

出审查建议制度。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上位法制定、修改、废止情况，及时清理规范性文

件，2017 年底前，要完成对现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清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三）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13.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按照 《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进一步完善落实重大行政决

策程序制度。科学界定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的决策范围，明确法律责任，细化决策流程，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五个法定程序贯穿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强化决策法定程序的刚性约束，确

保决策制定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14.增强公众参与实效。重大行政决策事项，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在决策前应向社会公布决策草案、决策依据，

通过听证座谈、调查研究等方式，与利害关系人进行充分沟通，广泛听取意见。落实《江西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听

证办法》，对依法应当听证而未经听证的，不得提交讨论、作出决策，听证意见应当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各级行

政机关特别是市县两级政府要把政府网站建设成公众参与决策的主要平台，对社会关注度高的决策事项，应当及时

公开信息、解释说明。完善公众意见反馈机制，及时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和理由。推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开

发、环境保护、公用事业等重大民生决策事项民意调查制度。 

15.提高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质量。加强江西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库。对专业性、技

术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组织专家、专业机构进行论证。支持专家独立开展工作，逐步实行专家信息和论证意见

公开。按照《江西省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试行）》要求，在决策前对决策事项进行合法性、合理

性、可行性、安全性评估，确定社会稳定风险等级，并把评估结论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探索委托专业机构、社会

咨询机构、研究机构等第三方评估模式，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评估。 

16.加强合法性审查。建立完善行政机关内部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严格落实《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规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当在提交讨论前交由政府或部门的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

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作出决策。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以及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政

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指导意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普遍设立以政府和部门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

法学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政府法律顾问队伍，建立政府法律顾问专家库。2017 年 6 月底前，在我省党政机关、人民团

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分类出台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 

17.坚持集体讨论决定。重大行政决策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政府部门领导班子会议讨论，法制机

构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由政府主要负责人在集体讨论基础上作出决定。政府主要负责人拟作出的决定

与会议组成人员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的，应当在会上说明理由。集体讨论情况和决定要如实记录、完整存档。 

18.严格决策责任追究。决策机关应当跟踪决策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根据实际需要积极开展重大行政决策后评

估，及时调整决策内容，纠正决策偏差。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档案管理制度，实现决策过程全记录。健全并严格

实施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及

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

的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9.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科学划分省市县三级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任务和重点，省级行政执法部门主要侧重

于政策研究、监督指导、重大案件查处、跨区域执法的组织协调工作，市县两级行政执法部门主要承担具体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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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任务。推进执法重心向市县下移，把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调整出来的人员编制重点用于充实基层执法力量。

大幅度减少市县两级行政执法队伍种类，推进重点领域综合执法，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领域综合执法。加强对南昌、

新余、鹰潭、赣州，丰城、瑞金、共青城等 7 个国家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的指导和跟踪，完善乡镇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试点，适时在全省推广试点经验。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制定出台我省城市管理执法法规规章制度，加

强城市综合执法机构建设。理顺行政强制执行体制，探索建立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协作机制。 

20.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严格落实《江西省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定》，逐步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体系。充

分利用执法办案信息系统、现场执法记录设备、视频监控设施等技术手段，记录执法全过程。加强对执法台账和反

映行政执法活动全过程的法律文书的管理，建立和完善纸质档案卷宗管理制度和电子档案管理双轨制，确保所有执

法工作都有据可查。规范行政执法程序，适时启动我省行政执法程序立法。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

设全省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完善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

罚无缝对接。2016 年底前，制定出台我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

作出决定。 

21.创新行政执法方式。2016 年底前，制定出台我省行政检查“双随机”（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

查人员）工作制度。2017 年底前，建立全省统一的行政执法平台；完善网上执法办案及信息查询系统，对行政执法

部门活动中的执法人员基本信息、执法文书和执法结果，推行公示制度。2018 年 5 月底前，面向全省各地推广使用

统一的行政执法平台。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

指导意见》和《江西省企业信用行为联合激励与惩戒暂行办法》，加快构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协同机制，

规范信用红黑名单制度，进一步加大激励和惩戒力度。 

22.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的执法责任。对不执法、慢执法、乱执

法的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于违法执法案件，要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的行政责任。加快建立省市县三级行政执法监督网络平台，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情况通报等制度，排除对执法活动

的干预，防止和克服执法工作中的利益驱动，惩治执法腐败。 

23.健全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贯彻《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全面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

格管理制度，全面推行网上培训考试和人员信息化管理。未经执法资格培训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

事执法活动。推行对行政执法人员常态化考核和日常考核相结合制度，考核结果作为执法人员职务级别调整、交流

轮岗、教育培训、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建立执法人员退出机制，定期清理、确认执法人员资格。规范执法辅助人

员管理，2017 年底前，制定出台我省行政执法辅助人员管理的制度。 

24.加强行政执法保障。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公正行使职权，不得让行政执法人员

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事情。健全执法财政保障机制。行政机关履行执法职责所需经费，由各级政府纳入本级财政预

算，保证执法经费足额拨付。改善执法条件，合理安排执法装备配备、科技建设方面的投入。建立执法人员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等职业风险保障制度。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制度。加强对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

检查，严禁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没指标，严禁将行政收费、罚没收入同部门利益直接或变相挂钩。 

（五） 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25.健全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起草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有效落实公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惩治

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等要求，从源头上进行限权、管权、控权。推进政府依法诚信施政。重

大行政决策一经作出，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和变更；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其他法定事由必

须撤销或者变更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建立决策实施情况考核评估制度，把政府履约和守诺服务纳入

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引入社会第三方进行评估，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建立健全政府机关信用记录和信用档案，

完善由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公务员诚信考核制度。 

26.自觉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党组（党委）

要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认真执行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制度，接受询问、质询、评议制度，

报备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制度。认真研究处理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有关审议意见，认真办

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2017 年底前，建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起草和实施听取政协委员、

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意见制度。检察机关对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行政机关应当

积极配合。 

27.加强行政监督和审计监督。贯彻执行《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和《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实施办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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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完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全面推进重大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

重大执法行为备案制度。完善行政执法社会特邀监督员制度。加强对涉企负担和重点领域的监督检查，完善专项事

项调查制度。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

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各级监察

机关要切实履行监督责任，确保廉政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健全有利于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的审计管理体制，建

立具有审计职业特点的审计人员管理制度。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

计全覆盖，跟踪审计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加大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资金、重大项目的审计力度。 

28.完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机制。建立对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投诉举报登记制度，畅通举报箱、电子信箱、

热线电话等监督渠道，方便群众投诉举报、反映问题，依法及时调查处理违法行政行为。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等

传统媒体监督作用，加强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互动，重视运用和规范网络监督，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监测、收集、

研判、处置机制。规范媒体对涉法案件、事件的报道，防止利用舆论影响和干扰公正执法。 

29.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

开、结果公开。完善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发布协调、工作考核、年度报告、责任追究等配套制度，重点推进财政预

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政府采购、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依法及时办

理政务公开申请。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等制度，充分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做好

对热点敏感问题的舆论引导，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创新政务公开方式，加强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

平台建设，提高政务公开信息化、集中化水平。 

30.完善纠错问责机制。严格落实行政问责制度，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

问责方式和程序。加大问责力度，坚决纠正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庸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

职。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对“四风”问题突出、发生顶风违纪问题

或者出现区域性、系统性腐败案件的地方、部门和单位，既要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要严肃追究领导责任。 

（六）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31.健全依法化解纠纷机制。及时收集分析热点、敏感、复杂矛盾纠纷信息，加强群体性、突发性事件预警监测。

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强化依法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机制和能力。依

法加强对影响或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网络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重点问题的治理。加大普法

力度，引导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表达诉求和维护权益。 

32.加强行政复议工作。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全面推进市县两级人民政府设立行政复议委员会工作，适时启动建

立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推行立审分离、公开听证、公开审理、复议文书上网

等制度。积极引入政府法律顾问、专家学者等社会力量参与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提高复议办案质量和效率。建立不

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约谈和问责制度，政府法制机构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送行政复议案件统计分析报告制度。提

高行政复议人员素质，逐步实行行政复议人员资格管理和持证上岗制度，增强行政复议的专业性水平。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要依法加强行政复议能力建设，推动相关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与所承担的工作任务相适应，强化行政复议保

障，落实审理室、听证室、接待室、档案室等办案场所和办案车辆，行政复议经费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33.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和《江西省人民

政府行政应诉工作规则》，被诉行政机关要支持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认真做好答辩举证工作，依法

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和调解书。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要带头履行行政应诉职责，积极出庭应诉。对涉

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案件，

被诉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出庭。建立健全行政应诉案件统计分析报告制度。加强行政应诉培训，提高行政机关

负责人、行政执法人员等相关人员的行政应诉能力。2017 年 6 月底前，制定出台我省有关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

作制度。 

34.完善行政调解、行政裁决、仲裁制度。健全行政调解制度，进一步明确行政调解范围，完善行政调解机制，

规范行政调解程序，适时出台《江西省行政调解办法》。充分发挥劳动争议、交通事故、医疗卫生、学校意外伤亡

事故、山林土地水利矿产资源权属、环境保护、物业管理等领域矛盾纠纷的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平台作用，在有条

件的地方，逐步探索建立“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平台。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强化行政机关解决同行政管理活动密

切相关的民事纠纷功能。理顺仲裁体制，健全仲裁机构，完善仲裁制度，加强仲裁人员管理，提高仲裁公信力，充

分发挥仲裁解决经济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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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加强人民调解工作。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实现村（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

推进企事业单位、乡镇（街道）、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重点协调解决消费者权益、劳动关系、

医患关系、物业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促进当事人平等协商、公平公正解决矛盾纠纷。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对人民调解组织和行政调解机构依法形成的调解协议，如当事双方要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

确认，应按规定予以确认。 

36.改革信访工作制度。优化传统信访途径，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严

格实行诉访分离，推进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引导群众在法治框架内解决矛盾纠纷。建立涉法涉诉

信访复查回避、交叉审查、提级审理制度，完善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落实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推行信访事

项简易办理制度、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信访制度、信访疑难案件第三方评查制度。健全信访责任体系，强化责任落

实，完善信访绩效评估和考核体系，提升信访工作效率。 

（七）全面提高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 

37.树立重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用人导向。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少数”，把法治观念强

不强、法治素养好不好作为衡量干部德才的重要标准，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把

严守党纪、恪守国法的干部用起来。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发现特权

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督促整改，问题严重或违纪违法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38.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法治教育培训。认真落实《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政府常务会议学法

制度的意见》，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系统学习宪法、基本法律知识和与自己所承担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

法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至少举办一期领导干部法治专题培训班，其他行政机关每年组织不少于两次的法律知

识培训。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等要把宪法法律列为干部教育的必修课。健全行政执法人员岗位培训制度，

每年组织开展通用法律知识、专门法律知识、新法律法规等专题培训。加大对公务员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中法律知

识的培训力度。 

39.完善政府工作人员法治能力考查测试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查和依法行政能力测试，考察

其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和依法行政情况，将考查和测试结果作为领导干部任职的重要参考，促进政府及其部门负责人

严格履行法治建设职责。优化公务员录用考试测查内容，将宪法和通用法律知识作为公务员考试的重要内容。实行

公务员晋升依法行政考核制度。 

40.注重通过法治实践提高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

法治修养，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要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

稳定，依法治理经济，依法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问题，努力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良好法治环境。政府法制机构要充分利用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典型案件，以案例教学方式提升政府工作人员的

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人员以案释法制度，使执

法人员在执法普法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法治素养和依法行政能力。 

三、组织保障和落实机制 

41.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坚持发挥各级党组（党委）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法治政府建设

各方面。各级政府要在党组（党委）统一领导下，谋划和落实好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任务，定期研究法治政府建设

重大问题，主动向党组（党委）报告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及时消除制约法治政府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推

动各地建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协调机制，统一领导本地法治政府建设。加强法制机构力量建设，

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 

42.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建设法治政府摆在工作全局

的重要位置，每年至少听取 1 次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推进工作。对不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本地

本部门一年内发生多起重大违法行政案件、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依法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县级以上政府每年

要向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政府，政府部门每年要向本级政府和上一级政府有关部门，专题报告推进依法

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工作情况，报告要通过报刊、政府网站等向社会公开。 

43.强化考核评价和督促检查。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法治政府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

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法治江西建设考核、综治考核和文明创建考核体系，占有重要分值或者权重，

充分发挥考核评价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探索建立法治政府评价标准体系，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进展情

况的督促检查，结合法治政府建设年度重点工作，开展定期检查、专项督查和年度考评。对工作不力、问题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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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及部门，要及时约谈、责令整改、通报批评；对成效显著的地方及部门进行表扬，并实行动态式管理。 

44.加强法治政府理论研究和舆论宣传引导。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新情况新

问题，每年确定 1-2 个研究重点，形成理论成果，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和

依法行政先进单位创建活动，大力培育建设法治政府先进典型。定期通报和曝光违法行政典型案例，分析原因、吸

取教训、改进工作。大力开展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宣传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通过多种媒体形式，广

泛宣传法治政府建设，正确引导舆论、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法治政府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 

45.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发挥法制机构在建设法治政府中的统筹规划、组织协

调、督促指导、考核评价作用。要加强政府及其部门法制力量建设，通过调剂人员编制或者向社会购买服务等方式

充实法制工作力量，省市县三级政府和部门法制机构人员编制配备要与其工作任务和职责相适应。要改善各级政府

法制机构的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保障其依法履行政府立法、行政决策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行政复议应诉、

行政执法监督等法定职能。要不断提高法制机构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推进法制机构队伍的专

业化和职业化。加大对法制机构干部的培养、使用和交流力度，重视提拔政治素质高、法律素养好、工作能力强的

法制干部。 

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本实施纲要，按照各自职责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本实施纲要的具体办法和配套措施，

明确时间进度安排和可检验的成果形式，明确责任主体，将纲要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党政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落实，

各项工作任务除本实施纲要有明确时间要求外，原则上应当在 2019 年底前完成，省委、省政府届时将进行全面检

查验收。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要根据部门职责承担并履行好本实施纲要确定的相关任务，并做好统筹协调，及时

沟通协商，形成工作合力。牵头单位和负责单位的省直有关部门要建立法治政府建设年度进展报告制度，及时向省

委、省政府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实施期间，省政府法制办要牵头做好督促检查工作，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

对本实施纲要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地各部门在贯彻本实施纲要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要及时向省委、省政

府报告。 

 

12.129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年）》》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年）》，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年）》主要内容如下。 

党的十八大把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确立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任务艰巨。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如期实现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奋斗目标，针对当前法治政府

建设实际，制定本纲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围绕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

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二）总体目标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 2020 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

的法治政府。 

（三）基本原则 

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

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简政放权，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实行法

治政府建设与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相结合。 

（四）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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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完备，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合法，宪法法律严格公正实施，行政权力

规范透明运行，人民权益切实有效保障，依法行政能力普遍提高。 

二、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目标：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宏观调控、市场

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职责依法全面履行。 

措施： 

1．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最大程度减少对生产经

营活动的许可，最大限度缩小投资项目审批、核准的范围，最大幅度减少对各类机构及其活动的认定。取消不符合

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资质资格准入许可，研究建立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管理制度。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

方实施更方便有效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加大取消和下放束缚企业生产经营、影响群众就业

创业行政许可事项的力度，做好已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落实和衔接，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严格控制新

设行政许可，加强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审查论证。对增加企业和公民负担的证照进行清理规范。对保留的行政

审批事项，探索目录化、编码化管理，全面推行一个窗口办理、并联办理、限时办理、规范办理、透明办理、网上

办理，提高行政效能，激发社会活力。加快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设，实施在线监测并向社会公开，2015 年

实现部门间的横向联通及中央和地方的纵向贯通。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工作，支持地方开展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权改革试点。全面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实行清单管理并向社会公布，坚决

整治“红顶中介”，切断行政机关与中介服务机构之间的利益链，推进中介服务行业公平竞争。 

2．大力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并实行动态管理。在全面梳理、清理调整、审核确认、优化流

程的基础上，将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以权力清单的形式向社会

公开，逐一厘清与行政权力相对应的责任事项、责任主体、责任方式。省级政府 2015 年年底前、市县两级政府 2016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政府工作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权力清单的公布工作。开展编制国务院部门权力和

责任清单试点。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

建立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清单制度，清理取消不合法、不合规、不合理的收费基金项目，公布全国性、中

央部门和单位及省级收费目录清单，减轻企业和公民负担。2015 年年底前，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且未按规定批准、越

权设立的收费基金项目，政府提供普遍公共服务或体现一般性管理职能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审

批中介服务项目及收费，一律取消；擅自提高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的，一律停止执行。 

3．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深化

行政体制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创新行政

管理方式，完善政府绩效管理。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

法律制度，强化中央政府宏观管理、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强化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职责，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 

4．完善宏观调控。健全发展规划、投资管理、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法律制度，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

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切实转变政府投资管理职能，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制定并公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清单。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大幅缩减政府定价种类和项目，制定并公布政府定价目录，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

商品和服务价格。 

5．加强市场监管。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破除部门保护、地区封锁和

行业垄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继续清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加快工商登记后置审批改革。进一步推进工商注册登

记制度便利化，2015 年年底前实现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一照一码”。推行

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实行“一址多照”和“一照多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创新市场监管方式，完

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透明、规范、高效的投资项目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实行综合监管，推广随机抽查，探

索“智能”监管。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推进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全国一张网”建设，依法保护企业和个人信息安全。完善外资管理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

定、透明、可预期。健全对外投资促进制度和服务体系，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

出去。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3164 页 共 3277 页 

6．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治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和法

治化水平。完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

和发展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志愿服务组织。规范和引导网络社团社群健康发展，加强监督管理。深入推进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健全落实领导责任制。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效防范管控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保护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提高公共突发事件防范处置和防灾救灾减灾能力。全方位强化安全生产，全过程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推进社会自治，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7．优化公共服务。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强化政府促进就业、调节收入分配和完

善社会保障职能，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法定化。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公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目录，加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质量监管。推进公

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向社会购买；确需政府参与的，

实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8．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建立和完善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

法律制度。深化资源型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完善并严格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

度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二）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目标：提高政府立法质量，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使政府管理各方面制度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措施： 

9．完善政府立法体制机制。严格落实立法法规定，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健全

政府立法立项、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推进政府立法精细化，增强政府立法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

有效性。完善立法项目向社会公开征集制度。通过开展立法前评估等方式，健全立法项目论证制度。重要行政管理

法律法规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

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协调决定，不能久拖不决。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规章草

案。定期开展法规规章立法后评估，提高政府立法科学性。对不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规章，要

及时修改和废止。加强行政法规、规章解释工作。 

10．加强重点领域政府立法。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加快推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社会治理，保障公民权利和改善民生，维护国家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和加强

政府自身建设等领域的政府立法。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统一、相衔

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

有效的改革举措，要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规章。 

11．提高政府立法公众参与度。拓展社会各方有序参与政府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起草征求人

大代表意见制度，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

建立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对政府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机制。拟设定的制度涉及群

众切身利益或各方面存在较大意见分歧的，要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问卷调查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除依

法需要保密的外，法律法规规章草案要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限一般不少于 30 日。加强

与社会公众的沟通，健全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12．加强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完善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落实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制度，实行制定

机关对规范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印发制度。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

项，不得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

应当按照法定要求和程序予以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管理依据。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

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健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的建议审查制度，加大备案审查力度，做到

有件必备、有错必纠。 

13．建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长效机制。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上位法制

定、修改、废止情况，及时清理有关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自 2015 年起用 3 年时间，对国务院文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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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清理，清理结果向社会公布。2017 年年底前，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完成对现行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的清理工作，清理结果向社会公布。实行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目录和文本动态化、信息化管理，各级政府

及其部门要根据规范性文件立改废情况及时作出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三）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目标：行政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决策法定程序严格落实，决策质量显著提高，决

策效率切实保证，违法决策、不当决策、拖延决策明显减少并得到及时纠正，行政决策公信力和执行力大幅提升。 

措施： 

14．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明确决策主体、事项范围、法定程序、法律责任，规范

决策流程，强化决策法定程序的刚性约束。 

15．增强公众参与实效。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当广泛听取意见，

与利害关系人进行充分沟通，并注重听取有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意见。各级

行政机关特别是市县两级政府要加强公众参与平台建设，对社会关注度高的决策事项，应当公开信息、解释说明，

及时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和理由。推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公用事业等重大民生决策事项民

意调查制度。 

16．提高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质量。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库。对专业性、

技术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组织专家、专业机构进行论证。选择论证专家要注重专业性、代表性、均衡性，支持

其独立开展工作，逐步实行专家信息和论证意见公开。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17．加强合法性审查。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

提交讨论。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

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 

18．坚持集体讨论决定。重大行政决策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部门领导班子会议讨论，由行政首

长在集体讨论基础上作出决定。行政首长拟作出的决定与会议组成人员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的，应当在会上说明理

由。集体讨论情况和决定要如实记录、完整存档。 

19．严格决策责任追究。决策机关应当跟踪决策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

健全并严格实施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

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党纪政纪和法律责

任。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目标：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章得到严格实施，各类违法行为得到及时查

处和制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经济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护，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明

显减少，对行政执法的社会满意度显著提高。 

措施： 

20．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事权和职能，按照减少层次、整合队伍、提高效率的原则，合理

配置执法力量。推进执法重心向市县两级政府下移，把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调整出来的人员编制重点用于充实

基层执法力量。完善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管理，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重

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

洋渔业、商务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支持有条件的领域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

执法力度。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加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理顺行政强制执行

体制，科学配置行政强制执行权，提高行政强制执行效率。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案件移送标准

和程序，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 

21．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

度。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制定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明确具体操作流程，重点规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

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等执法行为。健全行政执法调查取证、告知、罚没收入管理等制度，明确听

证、集体讨论决定的适用条件。完善行政执法权限协调机制，及时解决执法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建立异地行政执

法协助制度。严格执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22．创新行政执法方式。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共享，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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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年底前要建立统一的行政执法信息平台，完善网上执法办案及信息查询系统。强化科技、装备在行政执法中

的应用。推广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行政奖励等非强制性执法手段。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

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 

23．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的执法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的责任

追究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加快建立统一的行政执法监督网络平台，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情况通报等制度，坚决排

除对执法活动的干预，防止和克服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防止和克服执法工作中的利益驱动，惩治执法腐败现

象。 

24．健全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2016 年年底前，各地区各部门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一次严格清理，全面实行

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健全纪

律约束机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素质。逐步推行行政执法人员平时考核制度，科学合理设计考

核指标体系，考核结果作为执法人员职务级别调整、交流轮岗、教育培训、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规范执法辅助人

员管理，明确其适用岗位、身份性质、职责权限、权利义务、聘用条件和程序等。 

25．加强行政执法保障。推动形成全社会支持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职的氛围。对妨碍行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

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责的违法行为，坚决依法处理。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公正行

使职权，不得让行政执法人员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事情。行政机关履行执法职责所需经费，由各级政府纳入本级政

府预算，保证执法经费足额拨付。改善执法条件，合理安排执法装备配备、科技建设方面的投入。严格执行罚缴分

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严禁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严禁将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同部门利益直接或

者变相挂钩。 

（五）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目标：科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基本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进一步健全，各方面监督形成

合力，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切实保障，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违法行

政行为得到及时纠正，违法行政责任人依法依纪受到严肃追究。 

措施： 

26．健全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坚持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

又相互协调，完善各方面监督制度，确保行政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起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要有效落实公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等要求，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加强行政程序制度建设，严格规范作出各类行政行为的主体、权限、方式、步骤和时限。发挥政府诚信建

设示范作用，加快政府守信践诺机制建设。加强公务员诚信管理，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 

27．自觉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在党委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下，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党组（党委）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对本级政府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

负总责。认真执行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制度，接受询问和质询制度，报备行政法规、规章制度。认真研

究处理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有关审议意见，及时研究办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的意见和

建议，切实改进工作。健全知情明政机制，政府相关部门向政协定期通报有关情况，为政协委员履职提供便利、创

造条件。支持人民法院依法受理行政案件，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制度，尊重并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检察

机关对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行政机关应当积极配合。 

28．加强行政监督和审计监督。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改进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建立健全

常态化、长效化监督制度。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

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

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各级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监督责任，确保廉政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完善审计制度，

健全有利于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的审计管理体制，建立具有审计职业特点的审计人员管理制度，基本形成与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审计监督机制。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

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强化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的领导。 

29．完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机制。建立对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投诉举报登记制度，畅通举报箱、电子信箱、

热线电话等监督渠道，方便群众投诉举报、反映问题，依法及时调查处理违法行政行为。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等

传统媒体监督作用，加强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互动，重视运用和规范网络监督，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监测、收集、

研判、处置机制，推动网络监督规范化、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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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

公开、结果公开。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进一步明确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和内容。重点推

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完善政府新闻

发言人、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等制度，做好对热点敏感问题的舆论引导，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创新政务公开方式，

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提高政务公开信息化、集中化水平。 

31．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加强行政问责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加大问责力度，

坚决纠正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庸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对“四风”问题突出、发生顶风违纪问题或者出现区域性、系统性腐败案件的地方、部

门和单位，既要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要严肃追究领导责任。 

（六）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目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公正、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

机制全面形成，行政机关在预防、解决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中的作用充分发挥，通过法定渠道解决矛盾纠纷的比率

大幅提升。 

措施： 

32．健全依法化解纠纷机制。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

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及时收集分析热点、敏感、复杂矛盾纠纷信息，加强群体性、突发性

事件预警监测。强化依法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机制和能力。依法加强对影响或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生

态环境、网络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重点问题的治理。加大普法力度，引导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表达

诉求和维护权益。 

33．加强行政复议工作。完善行政复议制度，改革行政复议体制，积极探索整合地方行政复议职责。健全行政

复议案件审理机制，加大公开听证审理力度，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提高行政复议办案质量，增强行政复议的

专业性、透明度和公信力。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依法加强行政复议能力建设，推动相关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与所承

担的工作任务相适应，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中的重要作用。切实提高行政复议人员素质，落实办案场

所和有关装备保障，行政复议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 

34．完善行政调解、行政裁决、仲裁制度。健全行政调解制度，进一步明确行政调解范围，完善行政调解机制，

规范行政调解程序。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强化行政机关解决同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功能。有关行政机

关要依法开展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工作，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充分发挥仲裁

解决经济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35．加强人民调解工作。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实现村委会、居委会人民调解组织全

覆盖，推进企事业单位、乡镇街道、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重点协调解决消费者权益、劳动关

系、医患关系、物业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促进当事人平等协商、公平公正解决矛盾纠纷。完善人民调解、行政

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 

36．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

结果。规范信访工作程序，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渠道，维护信访秩序。优化传统信访途径，实

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严格实行诉访分离，推进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

投诉请求，引导群众在法治框架内解决矛盾纠纷，完善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七）全面提高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 

目标：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

法治理念，恪守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依法行政基本要求，做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明显提高，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政府各项工作。 

措施： 

37．树立重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用人导向。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少数”，把法治观念

强不强、法治素养好不好作为衡量干部德才的重要标准，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

把严守党纪、恪守国法的干部用起来。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对特权

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督促整改，问题严重或违法违纪的，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38．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法治教育培训。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系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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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好宪法以及与自己所承担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学法制度，国务院各部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

每年至少举办一期领导干部法治专题培训班，地方各级政府领导班子每年应当举办两期以上法治专题讲座。各级党

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等要把宪法法律列为干部教育的必修课。健全行政执法人员岗位培训制度，每年组织开展

行政执法人员通用法律知识、专门法律知识、新法律法规等专题培训。加大对公务员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中法律知

识的培训力度。 

39．完善政府工作人员法治能力考查测试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查和依法行政能力测试，将

考查和测试结果作为领导干部任职的重要参考，促进政府及其部门负责人严格履行法治建设职责。优化公务员录用

考试测查内容，增加公务员录用考试中法律知识的比重。实行公务员晋升依法行政考核制度。 

40．注重通过法治实践提高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想问题、作

决策、办事情必须守法律、重程序、受监督，牢记职权法定，切实保护人民权益。要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依法治理经济，依法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问题，避免埋钉子、留尾巴，

努力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注重发挥法律顾问和法律专家的咨

询论证、审核把关作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行政执法人员以案释法制度，使执法人员在执

法普法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法治素养和依法行政能力。 

三、组织保障和落实机制 

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发挥各级

党委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法治政府建设各方面。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切实增强建

设法治政府的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41．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各级政府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谋划和落实好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任务，

主动向党委报告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及时消除制约法治政府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结

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每年部署法治政府建设年度重点工作，发挥牵引和突破作用，带动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全

面深入开展。加强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法制力量建设，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 

42．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建设法治政府摆在工作全

局的重要位置。对不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本地区本部门一年内发生多起重大违法行政案件、造成严重社会后

果的，依法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每年第一季度要向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政府

报告上一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政府部门每年第一季度要向本级政府和上一级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上一年度法治政

府建设情况，报告要通过报刊、政府网站等向社会公开。 

43．强化考核评价和督促检查。各级党委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

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充分发挥考核评价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党组织要

领导和监督本单位模范遵守宪法法律，坚决查处执法犯法、违法用权等行为。要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进展情况的督

促检查，结合法治政府建设年度重点工作，开展定期检查和专项督查。对工作不力、问题较多的，要及时约谈、责

令整改、通报批评。 

44．加强理论研究、典型示范和宣传引导。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研究，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积极开展建设法治政府示范创建活动，大力培育建

设法治政府先进典型。通过召开现场会、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及时总结、交流和推广经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

带动作用。定期通报和曝光违法行政典型案例，分析原因、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大力开展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

治政府宣传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以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形式，广泛宣传法治政府建设目标、

工作部署、先进经验、典型做法，正确引导舆论、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法治政府建设的良

好社会氛围。 

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时间进度安排和可检验的成果形式，党政主要负责人要亲自

抓落实，各项工作任务除本纲要有明确时间要求外，原则上应当在 2019 年年底前完成。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要根据部门职责承担并履行好本纲要确定的相关任务，并做好统筹协调，及时沟通协商，形成工作合力。作为牵头

单位和负责单位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省级政府要建立法治政府建设年度进展报告制度，及时向党中央、国

务院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国务院法制办要牵头做好督促检查。各地区各部门在实施本纲要的过程中，要注意研究法

治政府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开拓进取、久久为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改革发展

破障闯关、推动民生改善和社会公正，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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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扎扎实实的贡献。 

 

12.130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 (国发〔2014〕21 号  2014 年

06 月 27 日) 

索 引 号：000014349/2014-00072 主题分类：财政、金融、审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文机关：国务院成文日期：

2014 年 06 月 14 日标  题：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发文字号：国

发〔2014〕21 号发布日期：2014 年 06 月 27 日主 题 词：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 

国发〔2014〕2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 

                            2014 年 6 月 1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 年）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法律、法规、标准和契约为

依据，以健全覆盖社会成员的信用记录和信用基础设施网络为基础，以信用信息合规应用和信用服务体系为支撑，

以树立诚信文化理念、弘扬诚信传统美德为内在要求，以守信激励和失信约束为奖惩机制，目的是提高全社会的诚

信意识和信用水平。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对增强社会成员诚信意识，营造优良信用环境，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

促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的“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提出

的“建立健全社会诚信制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

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制定本规划纲要。规划期为 2014—2020 年。 

  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体思路 

  （一）发展现状。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探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积

极进展。国务院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公布实施《征信业管理条例》，

一批信用体系建设的规章和标准相继出台。全国集中统一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成，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

系建设积极推进；各部门推动信用信息公开，开展行业信用评价，实施信用分类监管；各行业积极开展诚信宣传教

育和诚信自律活动；各地区探索建立综合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促进本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信用信息整合应用；

社会对信用服务产品的需求日益上升，信用服务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匹配、不协调、不适应的

矛盾仍然突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尚未形成，社会成员信用记录严重缺失，守信激励和

失信惩戒机制尚不健全，守信激励不足，失信成本偏低；信用服务市场不发达，服务体系不成熟，服务行为不规范，

服务机构公信力不足，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机制缺失；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偏低，履约践诺、诚实守信的社

会氛围尚未形成，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偷逃骗税、虚报冒领、

学术不端等现象屡禁不止，政务诚信度、司法公信度离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等。 

  （二）形势和要求。 

  我国正处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期。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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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信用体系，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改善市场信用环境、降低交易成本、防范经济风险的重要举措，是

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 

  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促进资源优

化配置、扩大内需、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前提，是完善科学发展机制的迫切要求。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组织形式及管理方式

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增强社会诚信、促进社会互信、减少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是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我国正处于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拓展期。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对外开

放程度不断提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交流更加密切。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是深化国际合作与交往，树立

国际品牌和声誉，降低对外交易成本，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必要条件，是推动建立客观、公正、合理、

平衡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适应全球化新形势，驾驭全球化新格局的迫切要求。 

  （三）指导思想和目标原则。 

  全面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精神，以健全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征

信系统为基础，以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为主要内容，以推进诚信文化建设、建立守

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为重点，以推进行业信用建设、地方信用建设和信用服务市场发展为支撑，以提高全社会诚

信意识和信用水平、改善经济社会运行环境为目的，以人为本，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浓厚氛围，

使诚实守信成为全民的自觉行为规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0 年，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基本建立，以信用信

息资源共享为基础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基本建成，信用监管体制基本健全，信用服务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守信

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全面发挥作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市场和社会满

意度大幅提高。全社会诚信意识普遍增强，经济社会发展信用环境明显改善，经济社会秩序显著好转。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原则是： 

  政府推动，社会共建。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引导、推动和示范作用。政府负责制定实施发展规划，健全

法规和标准，培育和监管信用服务市场。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协调并优化资源配置，鼓励和调动社会力量，广

泛参与，共同推进，形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合力。 

  健全法制，规范发展。逐步建立健全信用法律法规体系和信用标准体系，加强信用信息管理，规范信用服

务体系发展，维护信用信息安全和信息主体权益。 

  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针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长期性、系统性和复杂性，强化顶层设计，立足当前，着

眼长远，统筹全局，系统规划，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 

  重点突破，强化应用。选择重点领域和典型地区开展信用建设示范。积极推广信用产品的社会化应用，促

进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协同共享，健全社会信用奖惩联动机制，营造诚实、自律、守信、互信的社会信用环境。 

  二、推进重点领域诚信建设 

  （一）加快推进政务诚信建设。 

  政务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各类政务行为主体的诚信水平，对其他社会主体诚信建设发挥着重

要的表率和导向作用。 

  坚持依法行政。将依法行政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和服务的全过程，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在保护国家信

息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依法公开在行政管理中掌握的信用信息，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切实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

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和程序，提高决策透明度。进一步推广重大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制度，拓宽

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社会监督和约束，提升政府公信力，树立政府公开、公平、清廉的诚

信形象。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以政府的诚信施政，带动全社会诚

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在行政许可、政府采购、招标投标、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研管理、干部选拔

任用和管理监督、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培育信用服务市场发展。 

  加快政府守信践诺机制建设。严格履行政府向社会作出的承诺，把政务履约和守诺服务纳入政府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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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把发展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落实情况以及为百姓办实事的践诺情况作为评价政府诚信

水平的重要内容，推动各地区、各部门逐步建立健全政务和行政承诺考核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对依法作出的政策承

诺和签订的各类合同要认真履约和兑现。要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不得施行地方保护主义措施，

如滥用行政权力封锁市场、包庇纵容行政区域内社会主体的违法违规和失信行为等。要支持统计部门依法统计、真

实统计。政府举债要依法依规、规模适度、风险可控、程序透明。政府收支必须强化预算约束，提高透明度。加强

和完善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机制。完善政务诚信约束和问责机制。各级人民政府要自觉接受本级人大的法律监督和

政协的民主监督。加大监察、审计等部门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和审计力度。 

  加强公务员诚信管理和教育。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依法依规将公务员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廉政记录、年

度考核结果、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信用信息纳入档案，将公务员诚信记录作为干部考核、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

据。深入开展公务员诚信、守法和道德教育，加强法律知识和信用知识学习，编制公务员诚信手册，增强公务员法

律和诚信意识，建立一支守法守信、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 

  （二）深入推进商务诚信建设。 

  提高商务诚信水平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是商务关系有效维护、商务运行成本有效降低、营商环境

有效改善的基本条件，是各类商务主体可持续发展的生存之本，也是各类经济活动高效开展的基础保障。 

  生产领域信用建设。建立安全生产信用公告制度，完善安全生产承诺和安全生产不良信用记录及安全生产

失信行为惩戒制度。以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特种设备生产企业以及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

企业和爆破企业或单位为重点，健全安全生产准入和退出信用审核机制，促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食品、

药品、日用消费品、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为重点，加强各类生产经营主体生产和加工环节的信用管理，建立产品质

量信用信息异地和部门间共享制度。推动建立质量信用征信系统，加快完善 12365 产品质量投诉举报咨询服务平

台，建立质量诚信报告、失信黑名单披露、市场禁入和退出制度。 

  流通领域信用建设。研究制定商贸流通领域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共享制度，完善商贸流通企业信用评价基本

规则和指标体系。推进批发零售、商贸物流、住宿餐饮及居民服务行业信用建设，开展企业信用分类管理。完善零

售商与供应商信用合作模式。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大对市场混淆行为、虚假宣传、商业欺诈、商业

诋毁、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典型案件、重大案件予以曝光，增加企业失信成本，促进诚信经营和公

平竞争。逐步建立以商品条形码等标识为基础的全国商品流通追溯体系。加强检验检疫质量诚信体系建设。支持商

贸服务企业信用融资，发展商业保理，规范预付消费行为。鼓励企业扩大信用销售，促进个人信用消费。推进对外

经济贸易信用建设，进一步加强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合作等领域的信用信息管理、信用风险监测预警和

企业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借助电子口岸管理平台，建立完善进出口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信用分类管理和联合监管制

度。 

  金融领域信用建设。创新金融信用产品，改善金融服务，维护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保护金融消费者

合法权益。加大对金融欺诈、恶意逃废银行债务、内幕交易、制售假保单、骗保骗赔、披露虚假信息、非法集资、

逃套骗汇等金融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加强金融信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信用记录

的覆盖面，强化金融业对守信者的激励作用和对失信者的约束作用。 

  税务领域信用建设。建立跨部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开展纳税人基础信息、各类交易信息、财产保有和转

让信息以及纳税记录等涉税信息的交换、比对和应用工作。进一步完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和发布制度，加强税务领

域信用分类管理，发挥信用评定差异对纳税人的奖惩作用。建立税收违法黑名单制度。推进纳税信用与其他社会信

用联动管理，提升纳税人税法遵从度。 

  价格领域信用建设。指导企业和经营者加强价格自律，规范和引导经营者价格行为，实行经营者明码标价

和收费公示制度，着力推行“明码实价”。督促经营者加强内部价格管理，根据经营者条件建立健全内部价格管理

制度。完善经营者价格诚信制度，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推动实施奖惩制度。强化价格执法检查与反垄断执法，依法

查处捏造和散布涨价信息、价格欺诈、价格垄断等价格失信行为，对典型案例予以公开曝光，规范市场价格秩序。 

  工程建设领域信用建设。推进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工程建设市场信用法规制度建设，制定工

程建设市场各方主体和从业人员信用标准。推进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依托政府网站，全面

设立项目信息和信用信息公开共享专栏，集中公开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和信用信息，推动建设全国性的综合检索平台，

实现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和信用信息公开共享的“一站式”综合检索服务。深入开展工程质量诚信建设。完善工程建

设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加大对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责任事故或有其他重大失信行为的企业及负有责任的从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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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惩戒力度。建立企业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结果与资质审批、执业资格注册、资质资格取消等审批审核事项的关

联管理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建设领域从业人员信用评价机制和失信责任追溯制度，将肢解发包、转包、违法分

包、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等列入失信责任追究范围。 

  政府采购领域信用建设。加强政府采购信用管理，强化联动惩戒，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定

供应商、评审专家、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标准。依法建立政府采购供应商不良行为记录

名单，对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完善政府采购市场的准入和退出

机制，充分利用工商、税务、金融、检察等其他部门提供的信用信息，加强对政府采购当事人和相关人员的信用管

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提高政府采购活动透明度，实现信用信息的统一发布和共享。 

  招标投标领域信用建设。扩大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范围，建立涵盖招标投标情况的信用评价指标

和评价标准体系，健全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制度。进一步贯彻落实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推动

完善奖惩联动机制。依托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及其公共服务平台，实现招标投标和合同履行等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

实时交换和整合共享。鼓励市场主体运用基本信用信息和第三方信用评价结果，并将其作为投标人资格审查、评标、

定标和合同签订的重要依据。 

  交通运输领域信用建设。形成部门规章制度和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相结合的交通运输信用法规体系。

完善信用考核标准，实施分类考核监管。针对公路、铁路、水路、民航、管道等运输市场不同经营门类分别制定考

核指标，加强信用考核评价监督管理，积极引导第三方机构参与信用考核评价，逐步建立交通运输管理机构与社会

信用评价机构相结合，具有监督、申诉和复核机制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将各类交通运输违法行为列入失信记录。

鼓励和支持各单位在采购交通运输服务、招标投标、人员招聘等方面优先选择信用考核等级高的交通运输企业和从

业人员。对失信企业和从业人员，要加强监管和惩戒，逐步建立跨地区、跨行业信用奖惩联动机制。 

  电子商务领域信用建设。建立健全电子商务企业客户信用管理和交易信用评估制度，加强电子商务企业自

身开发和销售信用产品的质量监督。推行电子商务主体身份标识制度，完善网店实名制。加强网店产品质量检查，

严厉查处电子商务领域制假售假、传销活动、虚假广告、以次充好、服务违约等欺诈行为。打击内外勾结、伪造流

量和商业信誉的行为，对失信主体建立行业限期禁入制度。促进电子商务信用信息与社会其他领域相关信息的交换

和共享，推动电子商务与线下交易信用评价。完善电子商务信用服务保障制度，推动信用调查、信用评估、信用担

保、信用保险、信用支付、商账管理等第三方信用服务和产品在电子商务中的推广应用。开展电子商务网站可信认

证服务工作，推广应用网站可信标识，为电子商务用户识别假冒、钓鱼网站提供手段。 

  统计领域信用建设。开展企业诚信统计承诺活动，营造诚实报数光荣、失信造假可耻的良好风气。完善统

计诚信评价标准体系。建立健全企业统计诚信评价制度和统计从业人员诚信档案。加强执法检查，严厉查处统计领

域的弄虚作假行为，建立统计失信行为通报和公开曝光制度。加大对统计失信企业的联合惩戒力度。将统计失信企

业名单档案及其违法违规信息纳入金融、工商等行业和部门信用信息系统，将统计信用记录与企业融资、政府补贴、

工商注册登记等直接挂钩，切实强化对统计失信行为的惩戒和制约。 

  中介服务业信用建设。建立完善中介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和披露制度，并作为市场行政执法

部门实施信用分类管理的重要依据。重点加强公证仲裁类、律师类、会计类、担保类、鉴证类、检验检测类、评估

类、认证类、代理类、经纪类、职业介绍类、咨询类、交易类等机构信用分类管理，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

体系、评估制度和工作机制。 

  会展、广告领域信用建设。推动展会主办机构诚信办展，践行诚信服务公约，建立信用档案和违法违规单

位信息披露制度，推广信用服务和产品的应用。加强广告业诚信建设，建立健全广告业信用分类管理制度，打击各

类虚假广告，突出广告制作、传播环节各参与者责任，完善广告活动主体失信惩戒机制和严重失信淘汰机制。 

  企业诚信管理制度建设。开展各行业企业诚信承诺活动，加大诚信企业示范宣传和典型失信案件曝光力度，

引导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感，在生产经营、财务管理和劳动用工管理等各环节中强化信用自律，改善商务信用生态环

境。鼓励企业建立客户档案、开展客户诚信评价，将客户诚信交易记录纳入应收账款管理、信用销售授信额度计量，

建立科学的企业信用管理流程，防范信用风险，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强化企业在发债、借款、担保等债权债务信

用交易及生产经营活动中诚信履约。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立信用管理师。鼓励企业建立内部职工诚信考核与

评价制度。加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电信、铁路、航空等关系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行业企业的自身信用建设。 

  （三）全面推进社会诚信建设。 

  社会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社会成员之间只有以诚相待、以信为本，才会形成和谐友爱的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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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才能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医药卫生和计划生育领域信用建设。加强医疗卫生机构信用管理和行业诚信作风建设。树立大医精诚的价

值理念，坚持仁心仁术的执业操守。培育诚信执业、诚信采购、诚信诊疗、诚信收费、诚信医保理念，坚持合理检

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合理收费等诚信医疗服务准则，全面建立药品价格、医疗服务价格公示制度，开展诚信

医院、诚信药店创建活动，制定医疗机构和执业医师、药师、护士等医务人员信用评价指标标准，推进医院评审评

价和医师定期考核，开展医务人员医德综合评价，惩戒收受贿赂、过度诊疗等违法和失信行为，建立诚信医疗服务

体系。加快完善药品安全领域信用制度，建立药品研发、生产和流通企业信用档案。积极开展以“诚信至上，以质

取胜”为主题的药品安全诚信承诺活动，切实提高药品安全信用监管水平，严厉打击制假贩假行为，保障人民群众

用药安全有效。加强人口计生领域信用建设，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信用信息共享工作。 

  社会保障领域信用建设。在救灾、救助、养老、社会保险、慈善、彩票等方面，建立全面的诚信制度，打

击各类诈捐骗捐等失信行为。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保障性住房等民生政策实施中的申请、审核、退出等各环节的诚

信制度，加强对申请相关民生政策的条件审核，强化对社会救助动态管理及保障房使用的监管，将失信和违规的个

人纳入信用黑名单。构建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信息系统，建立和完善低收入家庭认定机制，确保社会救助、保障

性住房等民生政策公平、公正和健康运行。建立健全社会保险诚信管理制度，加强社会保险经办管理，加强社会保

险领域的劳动保障监督执法，规范参保缴费行为，加大对医保定点医院、定点药店、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等社会

保险协议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各类参保人员的违规、欺诈、骗保等行为的惩戒力度，防止和打击各种骗保行为。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提高基金征收、管理、支付等各环节的透明度，推动社会保险诚信制度建设，

规范参保缴费行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运行。 

  劳动用工领域信用建设。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制度，制定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

公示办法。建立用人单位拖欠工资违法行为公示制度，健全用人单位劳动保障诚信等级评价办法。规范用工行为，

加强对劳动合同履行和仲裁的管理，推动企业积极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加强劳动保障监督执法，加大对违

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人力资源市场诚信建设，规范职业中介行为，打击各种黑中介、黑用工等违法失信行为。 

  教育、科研领域信用建设。加强教师和科研人员诚信教育。开展教师诚信承诺活动，自觉接受广大学生、

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发挥教师诚信执教、为人师表的影响作用。加强学生诚信教育，培养诚实守信良好习惯，

为提高全民族诚信素质奠定基础。探索建立教育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教师和学生、科研机构和科技社团及科研人员

的信用评价制度，将信用评价与考试招生、学籍管理、学历学位授予、科研项目立项、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岗位聘

用、评选表彰等挂钩，努力解决学历造假、论文抄袭、学术不端、考试招生作弊等问题。 

  文化、体育、旅游领域信用建设。依托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健全娱乐、演出、艺

术品、网络文化等领域文化企业主体、从业人员以及文化产品的信用信息数据库；依法制定文化市场诚信管理措施，

加强文化市场动态监管。制定职业体育从业人员诚信从业准则，建立职业体育从业人员、职业体育俱乐部和中介企

业信用等级的第三方评估制度，推进相关信用信息记录和信用评级在参加或举办职业体育赛事、职业体育准入、转

会等方面广泛运用。制定旅游从业人员诚信服务准则，建立旅游业消费者意见反馈和投诉记录与公开制度，建立旅

行社、旅游景区和宾馆饭店信用等级第三方评估制度。 

  知识产权领域信用建设。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诚信管理制度，出台知识产权保护信用评价办法。重点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信息纳入失信记录，强化对盗版侵权等知识产权侵权失

信行为的联合惩戒，提升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开展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信用建设，探索建立各类知识产权服

务标准化体系和诚信评价制度。 

  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领域信用建设。推进国家环境监测、信息与统计能力建设，加强环保信用数据的采集

和整理，实现环境保护工作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目录。建立环境管理、监测信息公开制度。完

善环评文件责任追究机制，建立环评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评估专家诚信档案数据库，强化对环评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评估专家的信用考核分类监管。建立企业对所排放污染物开展自行监测并公布污染物排放情况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发

生和处理情况制度。建立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制度，定期发布评价结果，并组织开展动态分类管理，根据企业的

信用等级予以相应的鼓励、警示或惩戒。完善企业环境行为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加强与银行、证券、保险、商务等

部门的联动。加强国家能源利用数据统计、分析与信息上报能力建设。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目标责任考核，定期

公布考核结果，研究建立重点用能单位信用评价机制。强化对能源审计、节能评估和审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信用

评级和监管。研究开展节能服务公司信用评价工作，并逐步向全社会定期发布信用评级结果。加强对环资项目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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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从业情况的信用考核管理。 

  社会组织诚信建设。依托法人单位信息资源库，加快完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信息。健全社会组织信息公开

制度，引导社会组织提升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规范社会组织信息公开行为。把诚信建设内容纳入各类社会组织

章程，强化社会组织诚信自律，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行业信用建设中的作用，加强会员

诚信宣传教育和培训。 

  自然人信用建设。突出自然人信用建设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依托国家人口信息资源库，

建立完善自然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信用记录，实现全国范围内自然人信用记录全覆盖。加强重点人群职业信用建

设，建立公务员、企业法定代表人、律师、会计从业人员、注册会计师、统计从业人员、注册税务师、审计师、评

估师、认证和检验检测从业人员、证券期货从业人员、上市公司高管人员、保险经纪人、医务人员、教师、科研人

员、专利服务从业人员、项目经理、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导游、执业兽医等人员信用记录，推广使用职业信用报告，

引导职业道德建设与行为规范。 

  互联网应用及服务领域信用建设。大力推进网络诚信建设，培育依法办网、诚信用网理念，逐步落实网络

实名制，完善网络信用建设的法律保障，大力推进网络信用监管机制建设。建立网络信用评价体系，对互联网企业

的服务经营行为、上网人员的网上行为进行信用评估，记录信用等级。建立涵盖互联网企业、上网个人的网络信用

档案，积极推进建立网络信用信息与社会其他领域相关信用信息的交换共享机制，大力推动网络信用信息在社会各

领域推广应用。建立网络信用黑名单制度，将实施网络欺诈、造谣传谣、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严重网络失信行为的

企业、个人列入黑名单，对列入黑名单的主体采取网上行为限制、行业禁入等措施，通报相关部门并进行公开曝光。 

  （四）大力推进司法公信建设。 

  司法公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前提，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 

  法院公信建设。提升司法审判信息化水平，实现覆盖审判工作全过程的全国四级法院审判信息互联互通。

推进强制执行案件信息公开，完善执行联动机制，提高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率。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鼓励诚信交易、

倡导互信合作，制裁商业欺诈和恣意违约毁约等失信行为，引导诚实守信风尚。 

  检察公信建设。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创新检务公开的手段和途径，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保障人民群众对

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继续推行“阳光办案”，严格管理制度，强化内外部监督，建立健

全专项检查、同步监督、责任追究机制。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力度，促进诚信建

设。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规范和加强查询工作管理，建立健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与应用的社会联动机制。 

  公共安全领域公信建设。全面推行“阳光执法”，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办案的制度规范、程序时限等信息，

对于办案进展等不宜向社会公开，但涉及特定权利义务、需要特定对象知悉的信息，应当告知特定对象，或者为特

定对象提供查询服务。进一步加强人口信息同各地区、各部门信息资源的交换和共享，完善国家人口信息资源库建

设。将公民交通安全违法情况纳入诚信档案，促进全社会成员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定期向社会公开火灾高危单位消

防安全评估结果，并作为单位信用等级的重要参考依据。将社会单位遵守消防安全法律法规情况纳入诚信管理，强

化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司法行政系统公信建设。进一步提高监狱、戒毒场所、社区矫正机构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维护服

刑人员、戒毒人员、社区矫正人员合法权益。大力推进司法行政信息公开，进一步规范和创新律师、公证、基层法

律服务、法律援助、司法考试、司法鉴定等信息管理和披露手段，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司法执法和从业人员信用建设。建立各级公安、司法行政等工作人员信用档案，依法依规将徇私枉法以及

不作为等不良记录纳入档案，并作为考核评价和奖惩依据。推进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人

员、司法鉴定人员等诚信规范执业。建立司法从业人员诚信承诺制度。 

  健全促进司法公信的制度基础。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严密执法程序，坚

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高司法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充分发挥人大、政协

和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监督作用，完善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实现以监

督促公平、促公正、促公信。 

  三、加强诚信教育与诚信文化建设 

  诚信教育与诚信文化建设是引领社会成员诚信自律、提升社会成员道德素养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普及诚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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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将诚信教育贯穿公民道德建设和

精神文明创建全过程。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传承中华传

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在全社会形成“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良好风尚。 

  在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中进一步充实诚信教育内容。大力开展信用宣传普及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

进社区、进村屯、进家庭活动。 

  建好用好道德讲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开展群众道德评议活动，对诚

信缺失、不讲信用现象进行分析评议，引导人们诚实守信、遵德守礼。 

  （二）加强诚信文化建设。 

  弘扬诚信文化。以社会成员为对象，以诚信宣传为手段，以诚信教育为载体，大力倡导诚信道德规范，弘

扬中华民族积极向善、诚实守信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形成崇尚诚信、践行诚信的社会风尚。 

  树立诚信典型。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结合道德模范评选和各行业诚

信创建活动，树立社会诚信典范，使社会成员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使诚实守信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追求。 

  深入开展诚信主题活动。有步骤、有重点地组织开展“诚信活动周”、“质量月”、“安全生产月”、“诚信兴

商宣传月”、“3·5”学雷锋活动日、“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14”信用记录关爱日、“12·4”全国法

制宣传日等公益活动，突出诚信主题，营造诚信和谐的社会氛围。 

  大力开展重点行业领域诚信问题专项治理。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针对诚信缺

失问题突出、诚信建设需求迫切的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坚决纠正以权谋私、造假欺诈、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

歪风邪气，树立行业诚信风尚。 

  （三）加快信用专业人才培养。 

  加强信用管理学科专业建设。把信用管理列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发展急需的新兴、重点学科，

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设置信用管理专业或开设相关课程，在研究生培养中开设信用管理研究方向。开展信用理论、信

用管理、信用技术、信用标准、信用政策等方面研究。 

  加强信用管理职业培训与专业考评。建立健全信用管理职业培训与专业考评制度。推广信用管理职业资格

培训，培养信用管理专业化队伍。促进和加强信用从业人员、信用管理人员的交流与培训，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

供人力资源支撑。 

  四、加快推进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 

  健全社会成员信用记录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发挥行业、地方、市场的力量和作用，加快推进

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完善信用信息的记录、整合和应用，是形成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的基础和前提。 

  （一）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 

  加强重点领域信用记录建设。以工商、纳税、价格、进出口、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环境保护、食品药品、

医疗卫生、知识产权、流通服务、工程建设、电子商务、交通运输、合同履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科研等

领域为重点，完善行业信用记录和从业人员信用档案。 

  建立行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各部门要以数据标准化和应用标准化为原则，依托国家各项重大信息化工程，

整合行业内的信用信息资源，实现信用记录的电子化存储，加快建设信用信息系统，加快推进行业间信用信息互联

互通。各行业分别负责本行业信用信息的组织与发布。 

  （二）地方信用信息系统建设。 

  加快推进政务信用信息整合。各地区要对本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履行公共管理职能过程中产生的信用信息

进行记录、完善、整合，形成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为企业、个人和社会征信机构等查询政务信用信息提供便

利。 

  加强地区内信用信息的应用。各地区要制定政务信用信息公开目录，形成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大力推进

本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政务信用信息的交换与共享，在公共管理中加强信用信息应用，提高履职效率。 

  （三）征信系统建设。 

  加快征信系统建设。征信机构开展征信业务，应建立以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个人为对象的征信系

统，依法采集、整理、保存、加工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个人的信用信息，并采取合理措施保障信用信息的

准确性。各地区、各行业要支持征信机构建立征信系统。 

  对外提供专业化征信服务。征信机构要根据市场需求，对外提供专业化的征信服务，有序推进信用服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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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创新。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内部风险防范、避免利益冲突和保障信息安全的规章制度，依法向客户提供方便、快

捷、高效的征信服务，进一步扩大信用报告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及政府部门行政执法等多种领域中的应用。 

  （四）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 

  完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继续推进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提升数据质量，完善系统功能，

加强系统安全运行管理，进一步扩大信用报告的覆盖范围，提升系统对外服务水平。 

  推动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继续推动银行、证券、保险、外汇等金融管理部门之间信用信息系统的链

接，推动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推进金融监管部门信用信息的交换与共享。 

  （五）推进信用信息的交换与共享。 

  逐步推进政务信用信息的交换与共享。各地区、各行业要以需求为导向，在保护隐私、责任明确、数据及

时准确的前提下，按照风险分散的原则，建立信用信息交换共享机制，统筹利用现有信用信息系统基础设施，依法

推进各信用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用信息的交换共享，逐步形成覆盖全部信用主体、所有信用信息类别、全国所

有区域的信用信息网络。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对信用信息进行分类分级管理，确定查询权限，特殊查询需求特殊申请。 

  依法推进政务信用信息系统与征信系统间的信息交换与共享。发挥市场激励机制的作用，鼓励社会征信机

构加强对已公开政务信用信息和非政务信用信息的整合，建立面向不同对象的征信服务产品体系，满足社会多层次、

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征信服务需求。 

  五、完善以奖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是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各系统协调运行的制度基础。其中，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直接作用于各

个社会主体信用行为，是社会信用体系运行的核心机制。 

  （一）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加强对守信主体的奖励和激励。加大对守信行为的表彰和宣传力度。按规定对诚信企业和模范个人给予表

彰，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营造守信光荣的舆论氛围。发展改革、财政、金融、环境保护、住房城乡建设、交通

运输、商务、工商、税务、质检、安全监管、海关、知识产权等部门，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过程中，要深化信用

信息和信用产品的应用，对诚实守信者实行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等“绿色通道”支持激励政策。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在现有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健全失信惩

戒制度，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资质认定、

行政审批、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使失信者受到惩戒。逐步建立行

政许可申请人信用承诺制度，并开展申请人信用审查，确保申请人在政府推荐的征信机构中有信用记录，配合征信

机构开展信用信息采集工作。推动形成市场性约束和惩戒。制定信用基准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完善失信信

息记录和披露制度，使失信者在市场交易中受到制约。推动形成行业性约束和惩戒。通过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律规

则并监督会员遵守。对违规的失信者，按照情节轻重，对机构会员和个人会员实行警告、行业内通报批评、公开谴

责等惩戒措施。推动形成社会性约束和惩戒。完善社会舆论监督机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披露和曝光，发挥群众评

议讨论、批评报道等作用，通过社会的道德谴责，形成社会震慑力，约束社会成员的失信行为。 

  建立失信行为有奖举报制度。切实落实对举报人的奖励，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建立多部门、跨地区信用联合奖惩机制。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共享，实现多部门、跨地区信用奖惩联动，使

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 

  （二）建立健全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完善信用法律法规体系。推进信用立法工作，使信用信息征集、查询、应用、互联互通、信用信息安全和

主体权益保护等有法可依。出台《征信业管理条例》相关配套制度和实施细则，建立异议处理、投诉办理和侵权责

任追究制度。 

  推进行业、部门和地方信用制度建设。各地区、各部门分别根据本地区、相关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的需要，

制定地区或行业信用建设的规章制度，明确信用信息记录主体的责任，保证信用信息的客观、真实、准确和及时更

新，完善信用信息共享公开制度，推动信用信息资源的有序开发利用。 

  建立信用信息分类管理制度。制定信用信息目录，明确信用信息分类，按照信用信息的属性，结合保护个

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依法推进信用信息在采集、共享、使用、公开等环节的分类管理。加大对贩卖个人隐私和商业

秘密行为的查处力度。 

  加快信用信息标准体系建设。制定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采集和分类管理标准，统一信用指标目录和建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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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立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完善相关制度标准，

推动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广泛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三）培育和规范信用服务市场。 

  发展各类信用服务机构。逐步建立公共信用服务机构和社会信用服务机构互为补充、信用信息基础服务和

增值服务相辅相成的多层次、全方位的信用服务组织体系。 

  推进并规范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培育发展本土评级机构，增强我国评级机构的国际影响力。规范发展信用

评级市场，提高信用评级行业的整体公信力。探索创新双评级、再评级制度。鼓励我国评级机构参与国际竞争和制

定国际标准，加强与其他国家信用评级机构的协调和合作。 

  推动信用服务产品广泛运用。拓展信用服务产品应用范围，加大信用服务产品在社会治理和市场交易中的

应用。鼓励信用服务产品开发和创新，推动信用保险、信用担保、商业保理、履约担保、信用管理咨询及培训等信

用服务业务发展。 

  建立政务信用信息有序开放制度。明确政务信用信息的开放分类和基本目录，有序扩大政务信用信息对社

会的开放，优化信用调查、信用评级和信用管理等行业的发展环境。 

  完善信用服务市场监管体制。根据信用服务市场、机构业务的不同特点，依法实施分类监管，完善监管制

度，明确监管职责，切实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制定信用服务相关法律制度，建立信用服务机构准入与退出机制，实

现从业资格认定的公开透明，进一步完善信用服务业务规范，促进信用服务业健康发展。 

  推动信用服务机构完善法人治理。强化信用服务机构内部控制，完善约束机制，提升信用服务质量。 

  加强信用服务机构自身信用建设。信用服务机构要确立行为准则，加强规范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坚持公

正性和独立性，提升公信力。鼓励各类信用服务机构设立首席信用监督官，加强自身信用管理。 

  加强信用服务行业自律。推动建立信用服务行业自律组织，在组织内建立信用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基本行

为准则和业务规范，强化自律约束，全面提升信用服务机构诚信水平。 

  （四）保护信用信息主体权益。 

  健全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机制。充分发挥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在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中的

作用，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手段，切实保护信用信息主体权益。加强对信用信息主体的引导教育，不断增

强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建立自我纠错、主动自新的社会鼓励与关爱机制。以建立针对未成年人失信行为的教育机制为重点，通过

对已悔过改正旧有轻微失信行为的社会成员予以适当保护，形成守信正向激励机制。 

  建立信用信息侵权责任追究机制。制定信用信息异议处理、投诉办理、诉讼管理制度及操作细则。进一步

加大执法力度，对信用服务机构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侵犯个人隐私等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严厉处罚。通过各

类媒体披露各种侵害信息主体权益的行为，强化社会监督作用。 

  （五）强化信用信息安全管理。 

  健全信用信息安全管理体制。完善信用信息保护和网络信任体系，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安全监控体系。加大

信用信息安全监督检查力度，开展信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实行信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开展信用信息系统安全认

证，加强信用信息服务系统安全管理。建立和完善信用信息安全应急处理机制。加强信用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信用服务机构信用信息安全内部管理。强化信用服务机构信息安全防护能力，加大安全保障、技术研

发和资金投入，高起点、高标准建设信用信息安全保障系统。依法制定和实施信用信息采集、整理、加工、保存、

使用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六、建立实施支撑体系 

  （一）强化责任落实。 

  各地区、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按照本规划纲要总体要求，成立规划纲要推进小组，根据职责分工和工作实

际，制定具体落实方案。 

  各地区、各部门要定期对本地区、相关行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

改进措施。 

  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效突出的地区、部门和单位，按规定予以表彰。对推进不力、失信现象多发地区、

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按规定实施行政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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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大政策支持。 

  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将应由政府负担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加大对信用

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领域创新示范工程等方面的资金支持。 

  鼓励各地区、各部门结合规划纲要部署和自身工作实际，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创新示范领域先行先试，并

在政府投资、融资安排等方面给予支持。 

  （三）实施专项工程。 

  政务信息公开工程。深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按照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进

行分类管理，切实加大政务信息公开力度，树立公开、透明的政府形象。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程。为农户、农场、农民合作社、休闲农业和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等农村社会成员

建立信用档案，夯实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活动，深入推进青年信用

示范户工作，发挥典型示范作用，使农民在参与中受到教育，得到实惠，在实践中提高信用意识。推进农产品生产、

加工、流通企业和休闲农业等涉农企业信用建设。建立健全农民信用联保制度，推进和发展农业保险，完善农村信

用担保体系。 

  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工程。建立健全适合小微企业特点的信用记录和评价体系，完善小微企业信用信息

查询、共享服务网络及区域性小微企业信用记录。引导各类信用服务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信用服务，创新小微企业

集合信用服务方式，鼓励开展形式多样的小微企业诚信宣传和培训活动，为小微企业便利融资和健康发展营造良好

的信用环境。 

  （四）推动创新示范。 

  地方信用建设综合示范。示范地区率先对本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信用信息进行整合，形成统一的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依法向社会有序开放。示范地区各部门在开展经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强化使用信用信

息和信用产品，并作为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必备要件。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奖惩联动机制，使守信者得到激励和奖励，

失信者受到制约和惩戒。对违法违规等典型失信行为予以公开，对严重失信行为加大打击力度。探索建立地方政府

信用评价标准和方法，在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信用融资活动中试行开展地方政府综合信用评价。 

  区域信用建设合作示范。探索建立区域信用联动机制，开展区域信用体系建设创新示范，推进信用信息交

换共享，实现跨地区信用奖惩联动，优化区域信用环境。 

  重点领域和行业信用信息应用示范。在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工程建设、电子

商务、证券期货、融资担保、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试点推行信用报告制度。 

  （五）健全组织保障。 

  完善组织协调机制。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其统筹协调作用，加强对各地区、

各部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督促和检查。健全组织机构，各地区、各部门要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推动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成立全国性信用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建立地方政府推进机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纳入重要工作日程，推进政务诚信、商

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加强督查，强化考核，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作为目标责任考核和政绩考核

的重要内容。 

  建立工作通报和协调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定期召开工作协调会议，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及时

研究解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12.131 《十九届中央首轮巡视反馈公布：食药审批监管反腐形势严峻》 

十九届中央首轮巡视反馈公布：食药审批监管反腐形势严峻 

人民日报客户端-赵兵 07-26 19:00 

http://m2.people.cn/r/MV8wXzExMzUzMjAwXzIwM18xNTMyNjAyODM2?from=timeline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6 日公布了十九届中央首轮巡视的 16 家单位的反馈情况,至此,十九届中央首轮巡视的

30 个地方、单位反馈情况已全部公布。 

 

住建部存在的问题是:政治站位不够高,“四个意识”不够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http://m2.people.cn/r/MV8wXzExMzUzMjAwXzIwM18xNTMyNjAyODM2?from=timeline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3179 页 共 3277 页 

的十九大精神深度不够,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住房城乡建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学习贯彻不够严肃认真,落实中央城市

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温差”,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够坚定,政绩观存在一定偏差；组织建设、作

风建设不严不实,选人用人问题突出,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打折扣,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仍有表现；履行“两个责任”

不到位,纪律建设薄弱,纪律和规矩意识淡漠,监督执纪软弱乏力；对上次巡视整改不力,落实整改主体责任不到位,一

些问题搞虚假整改,甚至边改边犯。 

 

商务部存在的问题是: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还有些差距,党组全

面领导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有的领导干部政治担当不够强；选人用人方面的问题反映较多,日常监督管理存在薄弱环

节,干部流失问题比较突出,基层党建工作抓得不够严实；落实“两个责任”不够到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顽

固存在,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廉洁风险比较突出；落实上次巡视整改要求不够到位。 

 

文化和旅游部存在的问题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学懂弄通做实

上有差距,在增强新时代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方面担当作为有欠缺,发挥文化引领作用不充分,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够到位；发挥政治引领作用不够,管党治党存在“好人主义”现象,层层传导压力不足,有的单位存

在违反组织原则问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仍有发生,重点领域和岗位存在廉洁风险；基层党组织

政治功能偏弱,队伍建设统筹谋划不够,少数干部选拔任用把关不严,执行有关制度程序不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不实

问题比较突出；上次巡视整改存在不到位问题。 

 

海关总署存在的问题是: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够深入,发挥政

治建设统领和思想建设引领作用不够充分,把守“国门”存在薄弱环节；选人用人问题较多,队伍监督管理不够严格,

基层党建工作比较薄弱；履行“两个责任”不够严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时有发生,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仍

然存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有所表现,“一把手”等重要岗位、执法环节等重点领域廉洁隐患大,新兴业态监管等出

现新增风险点；上次巡视整改前紧后松。 

 

国家体育总局存在的问题是: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存在差距,落

实党的十九大关于体育强国建设任务部署不够到位,推进改革统筹谋划不够；落实新时代党建工作要求不到位,落实

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够到位,干部选任把关不够严格,对党员干部、体育队伍的思想政治引领不够,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

不充分,“支部建在运动队”的好传统继承发扬不够；落实“两个责任”不够有力,未充分发挥典型案件的警示教育

作用,一些领导干部纪律规矩意识不强,“四风”问题比较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存在廉洁风险；推进上次巡视整

改不深入,一些重点问题未整改到位。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存在的问题是:“四个意识”树得不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不够,理论武装不够自觉,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监管“四

个最严”要求和中央决策部署有“温差”,政治责任感不够强,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不够坚定；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不实,选人用人问题时有发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存在；全面从严治党力

度不够,“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食品药品审批监管领域廉洁风险较大,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对上次巡视

整改要求落实不到位。 

 

国家统计局存在的问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存在差距,落实中央

关于防范惩治统计数据造假的指示要求不够有力,推进统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力度不够；党的建设比较薄弱,党内政

治生活不够严肃,干部选任把关不严,日常管理监督不够到位,执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不严格,有的党组织弱化、虚

化、边缘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到位,对所属单位监督管理比较松散,执纪不严,“四风”问题多发,一些重点部

门和领域存在廉洁风险,数字腐败、利益输送问题时有发生；抓上次中央巡视整改力度不够,有的重点问题整改不到

位。 

 

新华社存在的问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效性不够强,落实“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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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姓党”“政治家办社”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存在差距；聚焦主责主业不够,履行国家通讯社职责存

在短板,国际传播能力有待加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够到位；党建工作层层递减,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执行选

人用人规定不严,存在“带病重用”“近亲繁殖”等问题；履行“两个责任”不到位,执行纪律规矩不严,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仍有发生；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存在廉洁风险,经营“靠山吃山”问题依然存在；上次

巡视整改不到位。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到

位,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新发展理念有差距,党组政治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两弹一星”精神传承不够。

组织建设不够扎实,违规选人用人问题反映比较集中,突击提拔干部、“近亲繁殖”问题较为突出；抓党建的责任意识

不够强,落实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议精神有差距,党建工作薄弱问题依然存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到位,“四风”

问题边纠边犯,有的领导人员不担当、不作为。管党治党用力不足,纪律建设抓得不够严实,履行“两个责任”有所欠

缺；物资采购、招投标等廉洁风险较大；上轮巡视整改不到位,重点领域违规违纪问题整治不力,执纪问责没有形成

足够震慑。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够到

位,用新思想新精神指导企业发展不够。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贯彻新发展理念紧

迫感不够强,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力度不够。党建弱化问题仍然存在,党建基础不够扎实,不遵循党章党规办事现象时有

发生。选人用人问题反映比较集中,坚持原则不够、遵守规矩不严等方面问题较为突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够

到位,“四风”问题整治不够有力,有的领导人员不担当不作为,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不同程度存在。腐败问题易发多

发,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企业并购等廉洁风险较大,“靠企吃企”、违规招标采购等问题仍比较突出。上轮巡视整改

不到位,追责问责不力。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

够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够扎实,从政治和全局高度落实中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求不够,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不够有力,落实“三去一降一补”未完全到位。执行干部选任制度不严,选人用人工作不够规范；党内政治

生活不够严肃,基层组织建设有待加强；境外单位党建工作针对性不强,有的党组织设置不合理、作用发挥不充分。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隐形变异,有的下属单位存在公款吃喝等现象。全面从严治党力度不够,向下传导压力层

层递减,抓早抓小有差距,“靠船吃船”、利益输送问题仍比较突出。巡视整改一度存在“过关”思想,上轮巡视指出的

突出问题尚未有效解决。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够深入扎

实,示范传导不到位；党组全面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政治担当不够,贯彻新发展理念有

偏差,深化改革和推进高质量发展有差距；落实国企党建工作会议精神不到位,以党建促发展意识不强,基层党建工作

和选人用人方面问题比较突出；“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存在宽松软现象,廉洁风险依然较大；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屡查屡犯,一些干部存在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对上次巡视整改要求重视不够、落实不到位。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存在差

距,贯彻落实国企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有关重大决策部署不够有力,业绩观存在偏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

到位；党组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党的组织建设乏力,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力度不够,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不到位；选人用人问题比较突出,存在“带病提拔”问题,执行有关程序、规定不严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

任”不到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频发,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廉洁风险防控不够,追责问责不力；上次中央巡视

整改不严不实,存在挂空挡、走过场现象。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不够深入,“四个意识”树的不够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到位；政治建设弱化,党内政治生态不够

健康,执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存在政治偏差,管好“大国粮仓”的政治担当不够,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不够强；党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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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抓而不实,存在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现象,选人用人工作不规范；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不够严,“两个责任”落实

不够有力,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廉洁风险比较突出,对上次巡视指出的问题重视不够、整改不彻底。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够主

动,入脑入心见行动不够；贯彻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够扎实,重组整合重形式轻效果,尚未达到做强做优做大要求。对

党建工作不够重视,党务力量配备不足,基层党建工作不扎实；选人用人导向有偏差,干部管理使用不够规范,人才队伍

建设较为薄弱,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不够严格,有的档案造假或涉嫌造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够到位,日常监

督管理不够有力,存在对违纪案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象；整治“四风”问题不彻底,顶风违纪时有发生；利益输

送问题和腐败风险隐患犹存。巡视整改态度不够积极,有的搞选择性整改,整改成效不够明显。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下功夫不够,

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和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精神不到位；有的领导人员“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淡

化,对邮政的政治和社会属性重视不够；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问题时有发生,组织生活不

规范,基层党组织建设较为乏力；选人用人问题比较突出,任前把关不够严格,圈子文化依然存在；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监督执纪问责宽松软,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频发,有的领导人员特权思想比较严重；上次中央巡视整改不

到位,存在消极应付现象。 

 

此外,巡视组在各单位均收到一些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12.132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13—2017 年工作规划》（2013 年 12 月 25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29.htm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制定本工作规划。 

  一、总体要求 

  党的十八大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了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新任务。

新形势下，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

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深入开展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

级党委和政府深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当前，腐败现象多发，

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重损害党的形

象。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全党必须从思想上警醒起来，坚持惩

治和预防腐败两手抓、两手硬，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章要求，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

防并举、注重预防，以改革精神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坚定不移转变作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建

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完成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经过今后 5 年不懈努力，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取得人民群众比较满意的进展和成效。党的作风建设深

入推进，“四风”问题得到认真治理，党风政风和民风社风有新的好转；惩治腐败力度进一步加大，纪律约束和法

律制裁的警戒作用有效发挥；预防腐败工作扎实开展，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显著增强。 

  二、坚持不懈抓好党的作风建设 

  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树

立党员干部为民务实清廉形象，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坚持党组织从严抓党风，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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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党组织要把管党治党作为主要职责和根本任务，扎实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牢记“两个务必”，弘扬理

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坚持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

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落实抓党风建设的工作责任，一级管好一级，一级带动一级。各级领导干部要讲党

性、讲原则，清正廉洁，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二）持之以恒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 

  紧紧扭住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放松，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坚决纠正“四风”，不断改进学

风文风会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巩固发展成果。要从具体问题抓起，由浅入

深，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循序渐进，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地抓。建立健全制度规定，强化制度硬约束，提

高制度执行力，加强日常管理，纠正打折扣、搞变通行为，坚决防止反弹。各级领导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紧密联

系思想、工作、生活实际，认真对照检查，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检查监督力度，

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铁面执纪，严肃查处和通报、曝光违纪违规行为。 

  （三）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建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 

  各级党组织要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全面学习领会中央关于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精神，提高思想认识和宗旨意识，

增强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认真查摆“四风”问题，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切实整改脱离群众、作风漂浮等问题。总结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

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机制，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及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制度，改革政绩考核

机制，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四）严明党的纪律，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保证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自觉反对特权思想、特权

现象，自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和组织纪律观念。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各项纪律，坚决克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问题，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决不允许各自为政、阳奉阴违。加强执纪监督，严肃处理违反党的纪律行为，确保中央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 

  三、坚决有力惩治腐败 

  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一）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力度，充分发挥惩治的震慑作用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

题。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严格审查和处置党员干部违反党纪政纪、涉嫌违法的行为。严肃查办领导干部贪污贿赂、权钱交易、腐化堕落、失

职渎职的案件；严肃查办执法、司法人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以案谋私的案件；严肃查办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案

件；严肃查办群体性事件、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严肃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惩处力度。

健全查办案件组织协调机制，畅通举报渠道，严格查办案件程序，严明办案纪律，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提高

办案质量和效率。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举一反三，堵塞漏洞。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 

  坚持抓早抓小，治病救人。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干部负责的态度，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要早发现、

早教育、早查处，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对反映的问题线索，及时采取约谈、函询等方式向本人和组织核实，加

强诫勉谈话工作。对疏于监督管理、致使领导班子成员或者直接管辖的下属发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要严肃追究

责任。 

  （二）严肃查处用人上的腐败问题，匡正选人用人风气 

  各级党委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选好用好干部。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决不放过，

坚决纠正跑官要官不正之风；对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的腐败行为决不姑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违规用人问题及

时发现、迅速处理、严格问责，不仅查处当事人，而且追究责任人。坚持和完善立项督查制度，对干部群众举报的

选人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组织力量进行查核，依纪依规严肃处理，让弄虚作假、不干实事、会跑会要

的干部没市场、受惩戒，形成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 

  （三）坚决查纠不正之风，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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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整治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等涉及

民生的突出问题；坚决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问题，治理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和吃拿卡要等问题；认

真贯彻落实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坚决纠正违规收送礼金、有价证券、会员卡、商业预付卡等问题。健全查纠不

正之风工作长效机制。 

  四、科学有效预防腐败 

  推进预防腐败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宗旨意识，使领导干部不想腐；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

设，强化监督管理，严肃纪律，使领导干部不能腐；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使领导干部不敢腐。 

  （一）深化党风廉政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加强党纪

国法、廉政法规和从政道德教育，将其纳入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党委（党组）中心组每年安排廉洁从政专题学习，

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其他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把廉洁从政教育作为必修内容。学习廉洁榜样，强化示范教育。剖

析违纪违法案件，加强警示教育。对存在苗头性问题的领导干部进行教育提醒。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把培育廉洁价值理念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

设和法制教育之中。发挥文化馆、纪念馆和廉政教育基地等的作用，加强廉政文化精品工程建设，开展廉政文化创

建活动，扬真抑假、扬善抑恶、扬美抑丑，培育良好的民风社风。 

  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总体部署和年度

安排，积极宣传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工作成效。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和重点新闻

网站要办好反腐倡廉专栏和专题。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完善反腐倡廉网络舆情信息工作机制。健全新闻发布制度，

严肃宣传纪律，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二）加强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严格落实《党政

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境）、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党政机关楼堂

馆所建设和办公用房清理等方面的制度规定，完善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

保障制度，切实解决违反规定和标准享受待遇等问题。完善反腐倡廉党内法规，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

行）》，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制定配偶已移居国（境）

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健全和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方面的立法，研究完善惩治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

犯罪、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方面的法律规定。 

  （三）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加强党内监督，强化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落实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

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谈话和诫勉、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监督制度，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

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每年向中

央提交述廉报告。加强法律监督，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和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

保证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开展行政审判活动，强化检察机关对立案侦查活动、审判和执行活动的监督。加强行政

监督，强化对政府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情况的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加强民主监

督，听取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建议和批评。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

监督作用，支持和保证群众监督。重视和加强舆论监督，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

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继续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深化财政预

算决算、部门预算决算、重大建设项目和社会公益事业信息公开，推进电子政务建设，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防控

廉政风险，增强工作实效。加强对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落实“三重一大”制度情况的监督，健全执行、问责和经济

责任审计等制度。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

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四）深化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消除滋生腐败的体制弊端 

  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

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对取消的审批事项要加强后续监管，防止出现监管职能缺位、错位或不到位。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层次问题。深化行政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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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体制改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改革，推进财税、金融、投资体制和国有企业

改革，防范腐败问题发生。探索和总结预防腐败工作的途径和经验。 

  五、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社会一起抓。 

  （一）各级党委要承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体责任 

  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改

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充分发挥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贯彻落实本工作规

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支持和保证纪委认真履行职责，发挥监督执纪作

用。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

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坚持“一岗双责”，根据分工抓好职

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各级党组织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发挥社会各有关方面的积极

作用。 

  （二）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各级纪委要履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

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监督职责。驻在部门要自觉接

受监督，提供工作保障。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做到对地方、部

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

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

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进一步明确纪检监察工

作职责定位，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督。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把不该牵头或参与的协调工作交还给主要责任部门，

集中精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

作用。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自身建设，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

坚守责任担当，做到正人先正己，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强化基础工作，坚持和完善约谈制度，树

立忠诚可靠、服务人民、刚正不阿、秉公执纪的良好形象。 

  （三）增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合力 

  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分类指导，抓好组织实施，整体推进作风建设、惩治和预防腐败各项工作。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建设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要落实责任，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组织部门要加强对干部经常性的管理监督，

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宣传部门要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宣传，强化舆论引导；纪检监察、司

法、行政执法等机关和部门要充分发挥纪律约束、法律制裁、经济处罚、市场监管、科技支撑作用，多措并举，增

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综合效果。 

  （四）狠抓任务落实 

  各地区各部门要抓好责任分解和任务分工，有重点、分步骤地落实本工作规划部署的任务。对阶段性任务，

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完成；对持续性工作，结合新情况新问题推进提高；对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充实的工作，及时研

究安排。建立工作台账制度，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信息管理系统。完善督查考核机制，每年对工作进展情

况进行检查，总结评估，查找不足，督促任务落实。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对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严肃追究领导责任。 

  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本工作规划的实施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贯彻落实的实施办法，由中央军委参照本工作规划制定。 

 

 

 

12.133 《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 年）》 (2013 年 11 月 27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25.htm 

http://www.gov.cn/jrzg/2013-11/27/content_2536600.htm 

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 （2013－2017 年） 

为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要求，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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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有关规定，根据党的十八大关于党的建设总体部署，制定本规划纲要。 

一、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基本要求 

1.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

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积极

推进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加快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确

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2.工作目标。在对现有党内法规进行全面清理的基础上，抓紧制定和修订一批重要党内法规，力争经过 5 年努

力，基本形成涵盖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主要领域、适应管党治党需要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框架，使党内生活更加规

范化、程序化，使党内民主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使权力运行受到更加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党执政的制度基础更加

巩固，为到建党 100 周年时全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基础主干党内法规更加健全。对一些分散交叉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整合提升，形成一批综合性党

内法规，党内法规制度的集成性明显提高。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各领域

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基本制定，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方面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制定取得重要进展，党内法规制度体

系框架基本确立。 

——实践亟需的党内法规及时出台。针对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保障党员权利、发展党内

民主、改革用人制度、加强基层组织、推进作风转变、规范权力行使、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为重点，抓紧

制定实践迫切需要、干部群众热切期待的党内法规，努力为解决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制度安排。 

——配套党内法规更加完备。加强对已有党内法规制度的配套建设，使基础主干党内法规的实施办法和细则基

本完备，相应的配套专项制度不断完善，程序性、保障性、惩戒性规定得到强化，党内法规的匹配性、操作性、实

用性明显提高。 

——各项党内法规之间协调统一。党内法规工作的统筹规划机制、审议审核机制、动态清理机制、备案审查机

制、解释评估机制建立健全并有效运行，不同领域、不同位阶、不同效力的党内法规相互衔接，党内法规的系统性、

协调性、统一性明显提高。 

3.基本要求。做好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要遵循以下基本要求：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自觉服务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服务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制度上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

实，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在促进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宪法为上、党章为本。以宪法为遵循，保证党内法规体现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和要求，保证党内法规制度体

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在统一，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认真履行党内的各项

职责和义务。以党章为根本，按照党章确定的基本原则、要求和任务，推进党内法规制定工作。 

——整体推进、突出重点。着眼于构建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立体式、全方位推进党内法规制定工作，

维护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统一性。把阶段性任务与战略性目标结合起来，按照急用先立原则，抓住核心、关键、亟

需制定的党内法规项目，集中力量推进，努力在主要方面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 

——发扬民主、科学制定。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扬民主，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遵循党的制度建

设规律，妥善处理数量与质量、前瞻性与现实性等关系，确保党内法规适应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需要，体现广大党

员、干部意愿，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在总结吸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借鉴国外政党有益做法，注重把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规律性认识上升为党内法规，及时修改同

实践要求不相适应的党内法规，使党内法规建设始终随着实践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不断向前推进。 

——严谨规范、有效管用。按照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提高党内法规制定水平，做到内容详实、措施管

用，逻辑严密、表述准确，文字精练、格式规范，具有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二、完善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方面的党内法规，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围绕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按照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原则，抓

紧制定和完善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方面的党内法规，通过科学、规范的机制安排，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科

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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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地方党委工作制度。抓紧修订《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制定体现集体领导和个人分

工负责相结合的具体制度和办法，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2.规范和完善党组工作制度。抓紧制定《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明确党组的设立、职权职责和工作方式，

规范党组决策程序，进一步理顺党组与所在机构组织的关系，既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人民团体依照

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支持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依法运营，又发挥党组在这些机构组织

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得到落实。 

3.完善党领导国家法治建设的党内法规。按照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的要求，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

领导，健全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加强和改善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国家

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规范党领导国家立法的工作程序，更好地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加

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适时研究制定党委政法委工作条例，完善党领导政法工作

的体制机制。完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制度规定，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治、遵守

法律、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 

4.完善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党内法规。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方面党内法规建设，从制度上加强、改进和保障党对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完善新闻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管理制度和办法，加强对互联网等新兴媒

体的管理，把舆论导向管理落到实处。完善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法规制度，健全各类学会、协会、研究会、民办社科

研究机构管理制度，不给错误思潮和主张提供传播渠道。 

5.完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党内法规。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制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完善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体制机制，更

好地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方面的

制度规定，健全协商民主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6.完善群众工作方面的党内法规。研究制定加强和改进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领导的制度，将党

对人民团体的领导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支持人民团体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7.完善外事工作方面的党内法规。修改完善外事管理工作有关制度规定，建立健全外事工作体制机制，提高外

事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8.完善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党内法规。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修改完善《中

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及《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军队支部工作条例》，加强党在

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更好地发挥军队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确保军队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 

三、完善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党内法规，为做好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着眼于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党性教育为核心、道德建设为基础，

加大思想建设方面党内法规制定力度，积极探索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工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推动思想建设工作制

度化、常态化。 

1.完善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体制机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宣传普及制度。健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制度。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制度、

学习培训阵地建设管理制度、学风建设制度以及学习培训纪律规定，强化刚性约束，增强学习效果。制定中国共产

党党员教育工作条例，修订《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完善党员党性教育和分析制度。对照党章规定、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探索建立健全党性

教育和分析的机制与办法，对党员坚持原则、履行义务、发挥作用等情况进行分析，强化党员党性意识。健全党员

立足岗位创先争优长效机制，引导广大党员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 

3.完善党员、干部道德建设制度。针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新形势

下党员、干部道德指引，明确领导干部从政道德要求，健全道德评价考核办法，完善道德建设奖惩措施，督促引导

党员、干部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四、完善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党内法规，着力提高组织工作制度化水平 

着眼于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进一步完善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党内法规，

着力构建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推动组织建设在制度化轨道

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1.完善干部宏观管理制度。抓紧制定加强干部宏观管理方面的规定，加强干部政策的规范，清理地方已出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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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央政策不一致的规定，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规范干部职务名称，严禁擅自提高机构规格和干部职级待遇，防

止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2.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党内法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修改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坚持和完善民主推荐，完善考察内容和方法，规范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从严规范破格提拔，完善任职回避制度，

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责任追究等制度，有效遏制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3.完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抓紧制定改进完善干部考核工作的意见，把握考核干部的标准，突出德的考核，

改进工作实绩考核，强化作风考核，树立以德为先、科学发展、注重作风的导向，切实改变一些领导干部片面追求

生产总值、盲目攀比发展速度的现象。 

4.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适时修订《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严格控制选任制领导干部任

期内职务变动，规范干部轮岗交流，避免党政领导干部因调动频繁而引发短期行为。 

5.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

范问责方式。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

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完善组织处理制度，通过调离岗位、免职、降职等方

式，加大对不胜任、不称职干部的调整力度。 

6.完善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制度。修改完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抓紧制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

作条例，制定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明确各领域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目标要求、主要任务、

保障措施，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制度体系，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 

7.健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的党内法规。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要求，完善和细化发

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制度。健全党员能进能出机制，优化党员队伍结构，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不合格党员及时进行

组织处理。健全党员民主评议制度、党内表彰制度。完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制度，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 

8.健全党管人才方面的党内法规。研究制定人才工作条例，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改进党管

人才工作方式，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机制，推动形成激发人才创造

活力、鼓励人才干事创业的制度保障，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 

五、完善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党内法规，为推动作风转变提供强大动力 

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着力点，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突出问题，加大作

风建设方面党内法规建设力度，提高相关制度的集成性、针对性和执行力，为推进作风建设提供有力制度支撑。 

1.完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结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完善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包括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调查研究制度、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和下访制度、

基层办公制度等，拓展和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把联系服务群众作为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重要任务和职责，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 

2.完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方面的党内法规。清理以往反对和禁止铺张浪费行为的各项制度规定，以改

革创新精神加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制度体系建设。制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坚决遏制公务支出、公款

消费中的违规违纪违法现象。 

3.完善领导干部待遇方面的党内法规。按照既保证工作生活需要又从严从简的要求，修改完善领导干部住房、

办公用房、用车、工作人员配备、医疗、休假休息、交通、安全警卫等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工

作和生活待遇。 

4.完善作风建设监督惩戒制度。健全作风建设监督检查机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将作风建设情况纳入巡视工

作范围。健全作风建设惩戒机制，明确违规违纪责任内容和惩罚措施，严格责任追究，以严明的纪律和严厉的惩戒

督促党员干部切实改进作风。 

六、完善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党内法规，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围绕建设廉洁政治，加大教育、监督、惩处力度，以解决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为重点，加快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方面党内法规建设，提高制度安排的系统性、科学性，努力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

保障机制。 

1.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拓宽监督

渠道，强化监督力量。研究制定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监督的制度，切实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修订《中国共产

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充分发挥巡视工作发现问题、形成震慑的重要作用。完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提醒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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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勉谈话、函询、质询、罢免或撤换等制度。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 

2.完善预防腐败的党内法规。着眼于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努力形成一整套有效的预防腐败制度。加强廉政风险

防控机制建设，形成以积极防范为核心、以强化管理为手段的科学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加强对

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建立预防腐败信息共享机制、预警机制和廉政指标体系，充分发

挥现代科技手段在防治腐败中的作用。 

3.完善查办腐败案件的党内法规。整合已有相关制度规定，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办理工作

条例》，进一步完善办案程序、规范办案措施、提高办案质量。健全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

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腐败案件。 

4.完善纪律处分制度和党员申诉制度。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增补处分情形，

细化相关规定，明确处分标准，统一违纪行为名称，提高纪律处分的规范化水平。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

机关处理党员申诉工作规定》，明确党员对所受党纪处分不服的申诉程序，畅通受处分党员申诉渠道，健全申诉办

理机制，切实保障党员的申诉权利。 

5.完善处理检举、控告的制度。完善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检举、控告进行处理的程序规定，明确受理检举、控

告的范围和方式，严格处理程序，对错告、误告、诬告行为予以明确界定，严肃查处打击报复举报人、控告人的行

为，从制度上保护举报人、控告人的合法权益。 

6.完善纪检监察体制机制。进一步明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机构设置、职能任务和工作制度。完善纪检监察派驻

机构统一管理制度，健全管理体制、工作机制，更好地发挥派驻机构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作用。完

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纪律检查工作制度。 

七、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方面的党内法规，加快构建党内民主制度体系 

按照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要求，抓紧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着力构建党内民

主制度体系，切实推动民主集中制具体化、程序化，真正把民主集中制重大原则落到实处。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进

一步严明党的纪律规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1.健全党员权利保障制度。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修改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员

权利保障条例》，细化保障措施，明确保障程序，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强化对侵犯党员权利行为

的责任追究，更好地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 

2.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落实和完善党的代

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制定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实施办法，为党代会代表履职尽责提供制度保障。 

3.完善党内选举制度。适应党的建设新形势和发展党内民主需要，总结吸收近年来地方各级党委和基层党组织

在选举工作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修改完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

作暂行条例》，进一步完善党内选举办法，严格选举程序，严明选举纪律，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规范差额提名、

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扩大党员参与推荐候选人的途径，形成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程序和环境。 

4.完善党委议事决策制度。研究制定地方党委决策程序规定，把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法律咨询、集体讨论决

定作为必经程序，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提高党委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

策水平。健全工委工作体制机制，对工委的设置、职责、工作制度等作出规定。 

5.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着眼于严格党内生活，总结吸收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

活会的经验做法，抓紧修订《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用好批评和自我批

评武器，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加强党内监督和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切实提高依靠自

身力量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6.完善党内基层民主制度。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增强党内生活透明

度。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制度，完善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制度，建立健全

党员旁听基层党委会议、党代会代表列席同级党委有关会议等制度。 

7.完善政治纪律规定。着眼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政治纪律要求，完善监督机制和惩戒

机制，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坚决维护中央权威。 

8.完善党委督促检查工作制度。研究制定《党委督促检查工作规定》，完善党委督促检查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进一步明确督促检查工作职责，规范督促检查工作程序，增强督促检查工作效果，推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重

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保证政令畅通，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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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和执行力 

1.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认真履行制定程序，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有关规定，做好规

划计划、组织起草、前置审核、审议批准、审核签批、公开发布等环节的工作。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实际、深

入基层进行调研，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切实做到集思广益。要加强前置审核，重要党内法规应在经过党内法规工

作机构初步审核后再报请审议审批，确保及时发现和消除党内法规草案中的问题。做好党内法规解释工作，保证党

内法规制定意图和条文含义得到准确理解。完善党内法规备案制度，维护党内法规制度的协调统一。健全清理工作

机制，及时解决党内法规制度存在的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问题。 

2.加大党内法规宣传力度。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做好党内法规及时公开工作。凡是能公开

的就不定密，能解密的要及时解密公开，公开时要做好配合宣传工作。完善宣传教育机制，把党内法规纳入党校、

干部学院培训教材，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依规办事、依规用权、依规施政。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定期汇编制度，一般每

5 年对发布的党内法规进行一次汇编，并在履行解密手续后公开出版，以便执行和遵守。 

3.健全党内法规执行机制。坚持有规必依、执规必严、违规必究，加大党内法规执行力度，使刚性约束得到严

格遵循，切实做到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坚决防止出现“破窗

效应”，切实增强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健全监督检查机制，明确监督执行的责任部门，完善监督检查方式，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完善惩处追责机制，明确保障党内法规执行的惩戒性规定，定期通报党内法规执行情况和对违

规行为的查处情况。积极开展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工作，并根据评估反馈情况及时修改完善相关党内法规。 

九、抓好组织实施 

1.加强组织领导。中央办公厅要认真履行党内法规建设统筹协调职责，抓好任务分解，拟订年度计划，协调抓

好本规划纲要各项任务的落实。承担中央党内法规起草任务的中央纪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对落实本规划纲要中的制

定项目负有重要责任，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案，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有关负责同志要加强协调，

法规工作机构要着力抓好落实。 

2.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工作机构的作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抓紧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工作机构，并帮助解决队伍

力量、设施条件、工作开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工作机构在服务党的制度建设和党依法执政方面

的参谋助手作用。要为党内法规工作机构负责人列席本级党委重要会议特别是讨论法规文件的会议创造条件。要将

党内法规工作经费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为开展党内法规工作提供保障。 

3.强化督查指导。中央办公厅要加强对本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保持与项目起草单位的密切沟通与联

系，及时掌握制定工作进展情况，协助解决起草工作中涉及的重要问题，督促完成起草任务。各牵头起草单位每年

年底要报送起草工作进展情况，由中央办公厅汇总后向中央报告。中央办公厅每年以适当方式通报本规划纲要落实

进展情况。 

本规划纲要确定的重点制定项目，是对今后 5 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预期安排。在实施过程中，可以针对

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根据党的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党的工作实际需要，及时对制定项目进行增减和调整完善。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划纲要精神，结合自身实际，编制本地区本系统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中央

军委及其总政治部可以依照本规划纲要精神，编制军队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 

 

12.134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 年）》（2011 年 7

月 27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6.htm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 年） 

（2011 年 7 月 27 日） 

  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全国第五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已顺利实施完成，取得了显著成效。全

民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蓬勃展开，依法治理和法

治创建活动深入推进，宪法和法律得到较为广泛普及，全体公民宪法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逐步提高，法制宣传教育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年来法制宣传教育取得的成功经验，为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重大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

成，整个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对法制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继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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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有效法

治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做好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 

  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按照全面落实依

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要求，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相结合、与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相结合、与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相结合、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深入

推进依法治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新胜利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深入扎实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深入宣传宪法，

广泛传播法律知识，进一步坚定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提高全社会法

治化管理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推动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环境。 

  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按照“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改革开放，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着眼于群众的实际法律需求，在法制宣传中服务群众，把法制宣传教育的

过程变成做群众工作的过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坚持分类指导，注重实效。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对象的特点，确定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内

容，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坚持学用结合，普治并举。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突出宣传法治实践的重要作用，不

断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用法制宣传教育引导法治实践，在法治实践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各项

事业依法治理。 

  ——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把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规律，创新工作理念，拓展工作领域，完善工作机

制，改进方式方法，体现法制宣传教育的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 

  二、主要任务 

  （一）突出学习宣传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权威和法律效力。突出

抓好宪法的学习宣传教育，大力宣传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大力宣传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大力宣传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大力宣传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大力宣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等内容，使广大人民群众全面深刻理解宪法的基本原则和

精神，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公民意识、爱国意识、国家安全统一意

识和民主法制意识。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观念，树立国家一切权力属

于人民的观念，树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良好氛围，使宪法在全

社会得到一体遵行，促进国家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二）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国家基本法律。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学习

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意义、基本经验及其基本构成、基本特征。深入学习宣

传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方面的法律，在全社会形成学

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充分发挥法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 

  （三）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认真学习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牢固树立并自觉践行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理念，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法治意识。加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宣传教育力度，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四）深入学习宣传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学习宣传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财税、金融、投资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学习宣传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

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和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学习宣传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环境和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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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学习宣传推进科技进步、加快教育事业发展、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实施人才强

国战略、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学习宣传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相关

法律法规，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 

  （五）深入学习宣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法规。重点学习宣传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救

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学习宣传就业促进、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促进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学习宣传土地征收征用与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国有企业改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学习宣传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抗灾救灾、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保障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学习宣传维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做好特殊群体的权益保障工

作。 

  （六）深入学习宣传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相关法律法

规，维护社会政治大局稳定；学习宣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促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学习宣传信访、投诉、调解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化解矛盾纠纷；学习宣传新闻出版、广

播影视、文化文艺、网络电信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加强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法律

宣传，引导公民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加强公正廉洁执法、公正司法教育，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七）加强反腐倡廉法制宣传教育。以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为重点，加强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审计法和

廉政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党纪条规的宣传教育，坚持反腐倡廉法制宣传教育与政治理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职

业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相结合，充分发挥廉政教育基地的作用，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反

腐倡廉意识，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广泛开展面向社会的反腐倡廉法制宣传教育，促进廉政法制文化建设。坚持

廉政法制教育从青少年抓起，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正确价值观和高尚道德情操。 

  （八）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崇尚

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法治文化活动，使法制宣传教育与群众文化生活相结合，

丰富法治文化活动载体和形式。引导法治文化产品创作和推广，增加产品数量，提高产品质量，推出精品、创出品

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法治文化产品的需求。鼓励各类文化团体参加法治文化建设，探索建设法治文化教育基地，

发挥公共文化场所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资源优势，组织开展法制文艺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活动。 

  （九）继续深化“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主题活动。突出服务科学发

展主题，立足提高公务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化“法律进机关”活动，不断增强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立

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深化“法律进乡村”活动，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立足推进社会管理创

新，深化“法律进社区”活动，提高社区自治和服务能力；立足培育青少年法律素养和道德情操，深化“法律进学

校”活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立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法律进企业”活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依法

防范风险的能力；立足促进法治化管理，深化“法律进单位”活动，营造良好法治氛围。突出不同行业和对象特点，

针对机关、乡村、社区、学校、企业、单位的不同需求，采取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效性。

加强长效机制建设，落实责任单位，明确工作职责，量化工作指标，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深入开展“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集中开展以学习宣传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利用法律宣

传月、宣传周、宣传日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十）深入推进依法治理。扎实开展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工作。推进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

活动，总结推广经验，建立健全制度，不断提高创建水平。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活动，推进部门行业结合自

身特点开展依法治理，认真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健全

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完善执法责任制、执法公示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

积极推进法律的有效实施，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开展基层法治创建活动，推进基层依法治理，促进基层

民主法治建设。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和社会管理薄弱环节，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专项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

治化水平。 

  三、对象和要求 

  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是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

管理人员和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把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作为重中之重。 

  （一）切实加强领导干部学法守法用法。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宪法和法律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带头学法守

法用法，不断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健全并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政府常务会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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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学法、法制讲座、法制培训、法律知识考试考核等制度，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经常化、制度化。把法制教育纳入领

导干部理论学习规划，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公务员培训机构教学课程。加强对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的考

察、学法守法用法情况的督促检查和年度评估考核，把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等考核结果作为干部综合考

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二）大力推进公务员学法守法用法。加强通用法律知识和与履行职责相关的专门法律知识学习，不断提

高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大公务员培训力度，定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专门法律知识轮

训和新颁布法律法规专题培训。坚持和完善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制度，将公务员依法办事情况作为公务员任职、晋升

的重要依据。加强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培训，完善和推广持证上岗制度，把有关法律知识作为持证上岗考试的重

要内容。 

  （三）深入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和接受能力，结合公民意识教育，有针对性地开

展法制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

民。各级各类学校要根据学生特点进一步明确法制教育的地位和目标，完善法制教育的内容和体系，创新法制教育

的方法和途径，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努力实现学校法制教育的系统化科学化。深入推进中小学校法制教育

课时、教材、师资、经费“四落实”。整合各种社会法制教育资源，建立多种形式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重视运

用互联网等传播手段丰富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的途径和形式，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教

育格局。加强高等学校普法教育，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教育力度，积极推进高校法学理论教育教材建设

和师资队伍建设，引导高校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结合学校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和安全防范工作，

发挥中小学校兼职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作用，加强青少年权益保护、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等有关法律法

规宣传教育，加强对有不良行为青少年、社会闲散青少年等特殊青少年群体的法制宣传教育。 

  （四）积极开展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宣传教育。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与企业经营管理相关的法律

法规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诚信守法、依法经营、依法办事的观念。把法制培训纳入国有企业负

责人培训内容，把依法决策、依法经营、依法管理情况作为考核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完善企业法

律顾问制度，发挥法律顾问在企业依法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加强事业单位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管理人

员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他们依法管理、依法办事能力。深化企业职工法制宣传教育，引导职工遵纪守法，依法维护

合法权益。 

  （五）扎实开展农民法制宣传教育。宣传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农民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

其他社会管理活动，提高他们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能力。加强农村“两委”干部法制

培训，提高他们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基层事务、防范和处理矛盾纠纷的能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教育培训，发

挥他们在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和化解矛盾中的作用。加强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突出遵纪守法、依法表达利益

诉求等内容的宣传，在农民工集中居住地、工作场所及主要活动场所开展经常性宣传教育，注重法制宣传教育与法

律服务相结合，提高农民工的法治观念。 

  四、工作步骤和安排 

  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从 2011 年开始实施，到 2015 年结束。分为以下 3 个阶段。 

  宣传发动阶段：2011 年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根据本规划，研究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五年普法

规划，做好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制定的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

划，报全国普法办备案。 

  组织实施阶段：2011 年下半年至 2015 年。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依据本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结合

实际制定年度计划，认真组织实施，确保本规划得到全面贯彻落实。2013 年开展中期检查督导和表彰。 

  检查验收阶段：2015 年下半年。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

织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总结验收，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五、组织领导和保障 

  （一）切实加强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把法制宣传教育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党

委和政府目标管理。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领导体制，建立健全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

完善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开展督查等制度。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由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承担。各

级人大要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监督检查，推进法制宣传教育立法。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和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和检查规划的实施工作。各部门各行业负责本部门本行业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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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积极面向社会开展本部门本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各类媒体要积极承担公益性

法制宣传教育责任。鼓励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支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二）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健全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完善考核评估运行机制，对本规划实施情况进行

年度考核、阶段性检查和专项督查。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表彰先进。 

  （三）落实法制宣传教育经费保障。各级政府要把法制宣传教育经费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切实予以保

障。各部门各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相关经费，保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正常开展。 

  （四）抓好队伍建设。培养专兼职相结合的法制宣传教育队伍，提高专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者的政治业务

素质和组织指导能力。加强各级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定期培训和管理制度，提高工作能力

和水平。 

  （五）推进阵地建设。完善城市、乡村公共活动场所法制宣传教育设施。利用各类教育基地开展法制宣传

教育培训和实践活动。引导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类媒体办好普法节目、专栏和法制频道，结合法治实践，采取以

案说法等形式，深入浅出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探索利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办好普法网

站，推动政府网及门户网站加大法制宣传力度。组织编写一批高质量的普法书籍和读物。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参照本规划进行安排部署。 

 

 

12.135 《2010—2020 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2010 年 8 月 17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4.htm  

（2010 年 8 月 17 日） 

  为进一步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化水平，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根

据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制定本纲要。 

  一、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

进性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干部教育培训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党委

（党组）高度重视，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充分发挥作用，广大干部积极参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面

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党的十七大作出继续大规

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

这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做好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不断开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新局面。 

  3．改革创新是提高干部教育培训质量的不竭动力，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保持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近年

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提出的联系实际创新路、加强培训求实效的要求，积极推进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取得了

明显进展。但是，干部教育培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党性教育比较薄弱，培训机构体系的开放度

和竞争性不够、优质培训资源不足与资源相对过剩并存，干部学习内生动力不足、学用脱节、学风不正等问题。这

些问题不仅涉及干部教育培训内容方式，而且涉及干部教育培训体制机制。各级党委（党组）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着力破除制约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提高干部教育培训质量和效益，全

面推进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发展，努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二、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4．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围绕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以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为目标，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

以提高培训质量为主线，不断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化水平，全面落实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

略任务，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5．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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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服务大局、以人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谋划和推进改革，突出干

部在学习培训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培训需求导向，真正做到科学发展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干部成长缺什么就补什

么，更好地为科学发展服务、为干部成长服务。 

  ——坚持改革创新、竞争择优。在继承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以改革促动

力释放，以创新促活力增强，以竞争促资源盘活，以择优促质量提升，实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发展。 

  ——坚持联系实际、学用结合。认真研究解决干部教育培训中学用脱节、学风不正问题，把理论素养、学

习能力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形成推动培训机构联系实际办学、教师联系实际教学、学员联系实际真

学的机制。 

  ——坚持质量第一、注重实效。将提高教学质量和培训效果作为谋划、推进和评价改革的基本要求，贯穿

于改革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实现干部教育培训规模和质量、效益相统一。 

  6．主要目标 

  到 2020 年，建立健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适应，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要求相符合，与干

部人事制度改革相衔接，更加开放、更具活力、更有实效的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形成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主渠道作用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和其他培训机构积极参与，网络培训

广泛运用，开放竞争、优势互补、充满活力的办学体制。 

  ——形成以培训需求为导向，组织调训为主、自主选学为辅，激励与约束相结合，规范有序、健全高效的

运行机制。 

  ——形成遵循干部成长规律和教育培训规律，培训理念、内容和方式不断创新，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

力感染力的教育培训模式。 

  ——形成适应科学发展新要求、广大干部新期待，吸引各类优秀人才，并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师资选聘、

培养、评价机制。 

  ——形成促进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化，指导与服务相结合，职责明确、制度健全、保障有力、效能显著的宏

观管理体制。 

  三、办学体制改革 

  7．深化市（地）、县（市）党校（行政学院）办学体制改革。着眼于提高办学水平、满足基层干部日益增

长的培训需求，深入推进市（地）、县（市）党校（行政学院）办学体制改革。通过整合本行政区域内同级各类干部

教育培训机构等途径，增强市（地）级党校（行政学院）办学实力，提高培训水平。县级党校（行政学院）可作为

市（地）级党校（行政学院）分校，由市（地）级党校（行政学院）统筹教学工作；也可拓展培训职能，整合本行

政区域内其他干部教育培训资源，将培训对象延伸到基层广大党员干部。市（地）属区级党校（行政学院）和不具

备办学条件的县级党校（行政学院）可以精减重组，其培训任务由相应市（地）级党校（行政学院）承担。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地实际，继续探索县级党校（行政学院）办学体制改革新途径，为广大基层干部提供更好

的培训资源。到 2015 年，基本完成市（地）、县两级党校（行政学院）办学体制改革任务。 

  8．优化整合部门、行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按照少而精、突出特色的原则，大力推进部门、行业干部教

育培训机构优化整合，不断提升其专业化水平。中央和国家机关各有关部门、人民团体要综合考虑培训任务总量、

专业化程度和市场可替代性，优化整合本部门本单位所属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对直属部

门所属的职能、业务相近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进行整合，原则上不再建立新的部门、行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市（地）、

县两级部门、行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除特殊需要外，要逐步撤销，其培训资源和职能可并入上级部门、行业干部

教育培训机构或同级党校（行政学院）。市（地）、县两级部门、行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改革涉及面广，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党委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认真谋划、周密部署，积极稳妥推进。对名为培训干校、培训中心等

实为宾馆、度假村，主要靠非教育培训业务进行营利性活动的，坚决取消其办学资格。 

  9．构建更加开放的干部教育培训格局。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充分发挥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突

出培训特点，增强培训实效。中央组织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可利用高等学校优质资源开展新理论、

新知识、新技能、新信息培训。发挥资源优势，开辟各类实践教研基地，为加强干部能力培养和党性锻炼提供直观、

生动的课堂。鼓励和引导具备干部教育培训资质的社会培训机构参与干部教育培训。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趋

利避害、注重实效的方针，积极利用境外著名大学和其他培训机构开展干部培训。积极稳妥开展领导人才培训国际

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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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加快建设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平台。适应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加强网络培训基础设施建设，

规范干部网络培训管理，更好地满足干部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整合现有网络培训资源，建立开放、兼容、共享的全

国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到 2012 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资源共享、规范高效的干部网络培训体系。 

  四、运行机制改革 

  11．完善体现培训需求的计划生成机制。牢固树立按需培训理念，把需求调研作为培训计划生成的必经环

节。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要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对干部素质能力的新要求，提出做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

意见。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组织专门力量，开展深入细致的需求调研，准确把握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和干部需求，

以此为依据设计培训项目，提出教学计划。干部所在单位要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成长需要，主动提出培训需求。建

立干部教育培训需求调研成果共享制度。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和培训机构要建立培训计划协调会商机制，研究确

定需求调研、重点班次、培训计划等事项。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年度培训计划，由中央组织部征求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党组（党委）的意见。 

  12．建立激发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活力的竞争择优机制。省级以上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要制定干部教

育培训机构资质认证标准，对承担干部教育培训职能的社会培训机构进行资质认证。推行项目管理制度，对部分培

训项目采取直接委托等方式，在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高校培训基地和经过资质认证的社会培训机构中，择优确定

培训项目承担者。加强对干部培训竞争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培训机构公平参与、规范运作、能进能出。 

  13．建立组织调训为主、自主选学为辅的干部参训机制。坚持和完善组织调训制度，严格执行调训计划申

报制度，加强对调训计划的统筹协调，提高调训计划的科学性和透明度，解决多头调训、重复调训、多年不训的问

题。对政治理论、党性教育、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等需要组织调训的，坚持实行组织调训。对主要领导干部、重

点岗位干部以及需要点名调训的，可实行点名调训。把组织要求和干部个人需求结合起来，推行干部自主选学，鼓

励干部自愿参训，逐步扩大干部选择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培训师资、培训时间的自主权。充分利用干部教育培训

网络平台，抓好“供、选、教、管”等关键环节和配套制度建设，提高干部自主选学质量。2010 年，进行中央和国

家机关司局级干部自主选学试点，取得经验后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普遍推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积极

推动干部自主选学工作。中央组织部要适时研究制定干部自主选学办法，规范和推进干部自主选学工作。 

  14．建立健全干部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机制。严格执行干部学习培训情况考核制度。全面考核干部的学习态

度和表现、掌握运用理论和知识、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等情况。对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重点班次，由干部教育培训

主管部门委托或会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考核并作出鉴定，向干部所在单位反馈。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登记管

理制度，将干部学习培训情况和考核结果如实记入干部信息库，并将重要培训情况纳入干部人事档案。建立干部教

育培训跟踪管理制度，不断拓展和延伸培训效果。 

  15．完善干部学习培训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健全组织人事部门内部干部培训工作与干部管理工作之间的沟

通协调机制，把理论素养、学习能力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对干部进行任职考察，要把干部学习培训

情况作为重要内容。提拔担任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要达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规定的培训时

间要求，确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要求的，须在提任后１年内完成培训，仍未完成的要延长试用期。结合干部

年度考核，开展述学评学考学活动。干部学习培训考核不合格的，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将开展干部教育

培训工作情况作为各地区各部门和干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16．建立干部教育培训质量评估机制。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要会同同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等，

研究制定教学质量评估办法和指标体系，定期开展评估工作，将评估结果作为培训机构承担培训任务、深化教学改

革的重要依据。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组织学员对培训项目、课程设置、师资水平、教学管理等进行评价，根据评价

情况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教学水平。到 2012 年，在全国普遍推行教学质量评估制度。 

  五、内容方式改革 

  17．制定分类培训大纲。各级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要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

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研究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干部的素质能力模型，制定分类培

训大纲，明确干部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岗位培训等的目标、内容和方式等，不断提高干部教育培

训科学化水平。 

  18．完善培训内容体系。着眼于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建立以培训需求为导向的培训内容更新机制，不断

完善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党性教育体系。致力于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在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教育的同时，重点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教育，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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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历史、国情和形势教育；致力于提高干部的知识素养和实践能力，广泛开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所需的各种知识的教育培训，重点抓好提高推动科学

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所需知识的教育培训；致力于提高干部的道德品行和精神境界，大力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

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重点开展忠于党和人民、尽职尽责工作、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拒腐防变的教育。

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要会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学科、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打造品牌培训项

目，实施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工程，大力开发案例教材。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要加强宏观指导和审核

把关，确保教材质量。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每年定期向党员干部推荐学习书目。 

  19．创新培训方式方法。改进培训班次设置方式，推广专题研究、短期培训、小班教学，突出按干部类别

开展培训。改进讲授式教学，推广研究式、案例式、体验式、模拟式教学。倡导异地培训、挂职培训、分段式培训，

探索完善干部免职脱岗培训、后备干部个性化定制培训制度。探索跨地区、跨部门、跨学校的合作培训模式。上级

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针对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干部的特殊培训需求，主动送教上门。鼓励

干部利用业余时间多读书、读好书，不断改进干部在职自学。 

  六、师资管理改革 

  20．改进师资队伍选聘。探索建立符合干部教育培训特点的师资准入和退出机制，引导优秀师资积极参与

干部教育培训，做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优胜劣汰、有进有出。坚持专兼结合，面向社会公开选拔、择优聘用专

职教师，大力选聘优秀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师，形成结构合理、专兼职比

例适当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市（地）级以下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师资构成要逐步过渡到以兼职教师为主。建立领导干

部上讲台制度，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坚持到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授课。积极开展送教下基层活动，选

送优秀教师支持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到 2012 年，中央组织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分别牵头

建成国家级、省级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为实现优秀师资资源共享创造条件。 

  21．强化师资队伍培养。实施培训者培训工程。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优秀教师特别是中青年骨干教师，

到境内外知名高校和上级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学习进修。通过挂职锻炼、实地调研、跟班学习等途径，切实提高教师

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业务水平。 

  22．完善师资队伍评价。深化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人事制度改革，探索建立符合干部教育培训特点的师资考

核评价体系和职称评定、岗位聘任办法。研究制定干部教育培训师资职业道德规范。推行教师竞争竞聘上岗，并将

岗位等级、工作业绩与薪酬挂钩。 

  七、宏观管理改革 

  23．强化管理职能。中央组织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对干部教育培训要以宏观管理为

主，在抓好重点培训项目的同时，切实履行好整体规划、宏观指导、协调服务、督促检查、制度规范职能。干部教

育培训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其他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强对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工作指导，及时研究

解决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加强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加大对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干部教育培训支持力度，

指导东部地区做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继续做好军地领导干部交叉培训工作。 

  24．改进管理方式。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法制建设，研究制定规范公务员培训的法规，完善干部教育培训权

益保障、竞争择优、考核评估和监督约束等方面配套制度。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理论和政策研究。推进干部教育

培训管理信息化建设，建立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管理工作者队伍建设，注重培训，

促进交流，优化结构，提高素质。 

  25．加强和改进学风建设。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严治校，勤俭办学。学员要加强党

性锻炼，端正学习态度，严守校纪校规。教师要严守纪律、严谨治学、以德施教。组织人事部门要将干部学习态度、

参与程度、互动效果、学习成果作为评价学风情况的重要内容。纪检监察机关要将干部学习培训期间的表现纳入干

部日常监督管理范围，对培训期间违反有关规定和纪律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26．改革经费管理。各级政府要将干部教育培训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随着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保

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需要。建立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和个人出资相结合的干部教育培训经费投入机制。

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专项经费制度，加强专项经费管理，完善经费“跟着项目走”的管理办法，探索建立经费“跟

着干部走”的使用方式，促进经费向优质培训资源流动。加大干部教育培训经费使用监督检查力度。 

  八、加强组织领导 

  27．落实领导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切实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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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做到思想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掌握

情况，解决干部教育培训改革中的困难和问题。各级组织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履行好牵头抓总职能，纪检监察、宣

传、统战、机关工委、编制、发展改革、教育、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有资产管理等有关部门，党校、行

政学院、干部学院等教育培训机构，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落实好相关改革任务和要求，形成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工作

的沟通协调。 

  28．强化工作指导。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切实解决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

重点难点问题。认真总结推广各地区各部门创造的成功经验，及时转化为改革的具体措施。注重分类指导，针对不

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培训机构的特点，提出推动改革的指导意见。 

  29．加强督促检查。中央组织部要对本纲要实施情况进行跟踪了解和督促检查，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提出具体意见和措施。地方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也要及时对本地区干部教育培训改革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确保改革扎

实推进，取得实效。 

  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本纲要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可根据本纲要精神，制定

相应的实施意见。 

 

12.136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2010 年 7 月 29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3.htm  

（2010 年 7 月 29 日）  

  根据党的十七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为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全面

提高国民素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制定本《教育规划纲要》。 

序 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

途径，寄托着   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强国必先强教。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实现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毛 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

的三代中央领   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社会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辟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     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投

入大幅增长，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改革逐步深化，办学水平不断提高。进入本世纪以来，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

面实现，职     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农村教育得到加强，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教育

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推进了科技创新、文化繁荣，为经   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作出了不可

替代的重大贡献。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

才竞争日趋激   烈。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

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   展，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发

展方式加快转变，都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   靠人才，基础在教育。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 教育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

受良好教育的   要求。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学

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   缺；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学校办学活力不

足；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教育投入不足，

教育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接受良好教育成为人民群众强烈期盼，深化教育改革成为全社会

共同心声。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必须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

展的位置。按   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

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     为核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动教育

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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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复兴和   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第一部分 总体战略 

第一章 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

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全面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把握教育发展阶段性特征，坚持以人为本，

遵循教育规律，面向社会需求，优化结构布局，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二）工作方针。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优先发展是党和国家提出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把优   先发展教育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基本要求，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

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     源开发需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关心支持

教育的积极性，共同担负起培育下一代的责任，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完善体制和政策，鼓励社会力量

兴办教育，   不断扩大社会资源对教育的投入。 

  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人 力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

的主要途径。   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     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

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努力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

尖创新人  才。 

  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要以体 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

和学校大胆探   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

改革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建设现     代学校制度。加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对

高质量多样化人才需要与教育培养能力不足的矛盾、人民群众期盼良好教育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增强教育活力

与体制机制   约束的矛盾，为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 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

本要求是保障   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

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   教育差距。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

全社会要共同促进教育公平。 

  把提 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

为衡量教育质   量的根本标准。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

办出水平，出名师，育英才。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     和工作机制，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

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   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第二章 战略目标和战略主题 

  （三）战略目标。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

学率达到   9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 40%；扫除青壮年文盲。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

育年限从 12.4 年提高到 13.5 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9.5 年提高到 11.2 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

的比例达到 2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 2009 年翻一番。 

   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

覆盖城乡的基   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

教好每一个学生，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切实解决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 

  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教育质量整体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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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各类人才服务

国家、服务人民和参与国际竞争能力显著增强。 

   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职前教育

和职后教育有   效衔接。继续教育参与率大幅提升，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年参与率达到 50%。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

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   成、学有所用。 

  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革，提高教育开放水平，全面形成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

机制，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四）战略主题。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的时代要求，   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   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

成果教育，引   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教育，坚定学生对中国共

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和信心；加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教育；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培养学生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良好品质。加强公民意识

教育，树立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     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

个方面。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构建大中小学有效衔接的德育体系，

创新德育形   式，丰富德育内容，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

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 

  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

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开创美

好未来。 

   坚持全面发展。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坚持文化知识学习与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

理论学习与社   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加强体育，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确保学生体

育课程和课余活动时间，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

加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加强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重视

安全教   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第二部分 发展任务 

第三章 学前教育 

   （五）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对幼儿身心健康、习惯养成、智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遵循幼儿身

心发展规律，   坚持科学保教方法，保障幼儿快乐健康成长。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到 2020 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

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重   视 0 至 3 岁婴幼儿教育。 

  （六）明确政府职责。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公办民办并   举的办园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加大政府投入，完善成本合理分担机

制，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补助。加强学前教育管理，规范     办园行为。制定学前教育办园标准，建立

幼儿园准入制度。完善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严格执行幼儿教师资格标准，切实加强幼儿教师培养培训，提高幼儿

教师队伍   整体素质，依法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学前教育的宏观指导和管理，相关部

门履行各自职责，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发展学前教育。 

   （七）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着力保证留守儿童入园。采取多种形

式扩大农村学   前教育资源，改扩建、新建幼儿园，充分利用中小学布局调整富余的校舍和教师举办幼儿园（班）。

发挥乡镇中心幼儿园对村幼儿园的示范指导作用。支持贫困地区   发展学前教育。 

第四章 义务教育 

   （八）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义务教育是国家依法统一实施、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

具有强制   性、免费性和普及性，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注重品行培养，激发学习兴趣，培育健康体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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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习惯。到 2020 年，全面提高普及水平，全面提高教育质   量，基本实现区域内均衡发展，确保适龄儿童少年

接受良好义务教育。 

  巩固 义务教育普及成果。适应城乡发展需要，合理规划学校布局，办好必要的教学点，方便学生就近入

学。坚持以输   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     的办法。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先满足留守儿童住宿需求。采取必要

措施，确保   适龄儿童少年不因家庭经济困难、就学困难、学习困难等原因而失学，努力消除辍学现象。 

  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建立国家义务教育质量基本标准和监测制度。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标准、教师

资格标准。深化课程与教学方法改革，推行小班教学。配齐音乐、体育、美术等学科教师，开足开好规定课程。大

力推广普通话教学，使用规范汉字。 

  增强学生体质。科学安排学习、生活、锻炼，保证学生睡眠时间。大力开展“阳光体育”运动，保证学生

每天锻炼一小时，不断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倡合理膳食，改善学生营养状况，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营养水

平。保护学生视力。 

  （九）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

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均衡配置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资源。 

   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加快薄弱学校改造，着力提高师资水平。实行县（区）域内教

师、校长交流   制度。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义务教育

阶段不得设置重点学校和重点班。在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进入公办   学校的前提下，发展民办教育，提供选择

机会。 

  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

倾斜。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 

  努力缩小区域差距。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鼓励发

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 

  （十）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课业负担严重损害儿童少年身心健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减负落实到中小学教育全过程，促

进学生生动活泼学习、健康快乐成长。率先实现小学生减负。 

   各级政府要把减负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统筹规划，整体推进。调整教材内容，科学设计课程难度。

改革考试评   价制度和学校考核办法。规范办学行为，建立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不得以升学率对地区

和学校进行排名，不得下达升学指标。规范各种社会补习机构和教   辅市场。加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丰

富学生课外及校外活动。 

  学校要 把减负落实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给学生留下了解社会、深入思考、动手实践、健身娱乐的时间。

提高教师业   务素质，改进教学方法，增强课堂教学效果，减少作业量和考试次数。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爱好。

严格执行课程方案，不得增加课时和提高难度。各种等级考试和竞   赛成绩不得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与升学的

依据。 

  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儿童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

尊重子女的健康情趣，培养子女的良好习惯，加强与学校的沟通配合，共同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第五章 高中阶段教育 

   （十一）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是学生个性形成、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对提高国民素

质和培养创新   人才具有特殊意义。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强自立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克服应试教育倾向。

到 2020 年，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满足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   育需求。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确定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今后一个时期总体保持普通高中和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高中阶段教育的扶持力度。 

   （十二）全面提高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深入推进课程改革，全面落实课程方案，保证学生全面完成

国家规定的文   理等各门课程的学习。创造条件开设丰富多彩的选修课，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促进学生全面而

有个性的发展。逐步消除大班额现象。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社区服     务和社会实践。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评

价体系，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加强对学生的理想、心理、学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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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指  导。 

  （十三）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促进办学体制多样化，扩大优质资 源。推进培养模式多样化，满足

不同潜质学生   的发展需要。探索发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途径。鼓励普通高中办出特色。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

根据需要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探索综合高中发展模式。采   取多种方式，为在校生和未升学毕业生提

供职业教育。 

第六章 职业教育 

   （十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

重要途径，   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

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到   2020 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

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    

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政府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

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统筹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健全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大职业教

育投入。 

   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

顶岗实习的人   才培养模式。坚持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制定职业学校基本办学标

准。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和实训基地建设，提升职业教育基础能     力。建立健全技能型人才到职业学校从

教的制度。完善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资格标准和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办法。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吸收   企业参加教育质量评估。开展职业技能竞赛。 

  （十五）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 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

合作办学法   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鼓励行业组织、企业举办职业学校，鼓励委托职业学校进行职工培训。

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鼓励企业   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十六）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把加强职 业教育作为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加

强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统筹，促进农科教结合。强化省、市（地）级政府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责任，

扩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覆盖面，根据需要办好县级职教中心。强化     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协调和综合利用，推

进城乡、区域合作，增强服务“三农”能力。加强涉农专业建设，加大培养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力

度。支持   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参与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开展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劳动力转

移培训。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 

   （十七）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完善职业教育支持政策。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完善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   助政策。改革招生和教学模式。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推进职业学

校专业课程内容和职业标准相衔接。完善就业准入制度，执行“先培     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规

定。制定退役士兵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办法。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课程衔接体系。鼓励毕业生在职继续学习，完善职

业学校毕     业生直接升学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渠道。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加大对有突出

贡献高技能人才的宣传表彰力度，形成行行出状元的良好社会氛  围。 

第七章 高等教育 

   （十八）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   的重大任务。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到 2020 年，

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

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十九）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

良、知识丰   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加大教学投入。把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内容，

把教授为低年级学生授课作为重要制度。加强实验室、校内外实     习基地、课程教材等基本建设。深化教学改

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加强就业创

业教育     和就业指导服务。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全面实施“高等学校本

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严格教学管理。健全教学质量保   障体系，改进高校教学评估。充分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增强诚信意识，养成良好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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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建立以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推行

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制”。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管理，不断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

养质量。 

   （二十）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鼓励高校在知识创新、技术

创新、国防科   技创新和区域创新中作出贡献。大力开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坚持服务国

家目标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加强基础研究；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     攻方向，加强应用研究。促进高校、科

研院所、企业科技教育资源共享，推动高校创新组织模式，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团队。促进

科研与教学     互动、与创新人才培养相结合。充分发挥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加强高校重点科研创新基

地与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完善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   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深入实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二十一）增强社会服务能力。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推进产学研

用结合，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规范校办产业发展。为社会成员提供继续教育服务。开展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公

众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   展先进文化。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

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鼓励师生开展志愿服务。 

   （二十二）优化结构办出特色。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

教育结构。优   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

养规模。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优化区域布局结构。设立     支持地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实施中西部

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新增招生计划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地区倾斜，扩大东部高校在中西部地区招生规模，加

大东部高   校对西部高校对口支援力度。鼓励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率先发展。建立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军队

人才培养体系。 

  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

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继续实施“985 工程”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

设，继续实   施“211 工程”和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改进管理模式，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绩效评估，进行动态

管理。鼓励学校优势学科面向世界，支持参与和设立国际学术     合作组织、国际科学计划，支持与境外高水平

教育、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步伐，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形成一

批世   界一流学科，产生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贡献力量。 

第八章 继续教育 

   （二十三）加快发展继续教育。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特别是成人教

育活动，是终   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新继续教育观念，加大投入力度，以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为核

心，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稳步发展学历继续教育。重视老年教   育。倡导全民阅读。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

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二十四）建立健全继续教育体制机制。政府成立跨部门继续教育协调机构，统筹指导继续教育发展。

将继续教育纳   入区域、行业总体发展规划。行业主管部门或协会负责制定行业继续教育规划和组织实施办法。

加快继续教育法制建设。健全继续教育激励机制，推进继续教育与工     作考核、岗位聘任（聘用）、职务（职称）

评聘、职业注册等人事管理制度的衔接。鼓励个人多种形式接受继续教育，支持用人单位为从业人员接受继续教育

提供条   件。加强继续教育监管和评估。 

  （二十五）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发展和规范教育培训服务，统筹扩大继续教育资源。鼓励学

校、科研院   所、企业等相关组织开展继续教育。加强城乡社区教育机构和网络建设，开发社区教育资源。大力

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   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者提供

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 

  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提供多次选择机会，满足个人多样化

的学习和发展需要。健全宽进严出的学习制度，办好开放大学，改革和完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建立继续教育

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 

第九章 民族教育 

   （二十六）重视和支持民族教育事业。加快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对于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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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促进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加强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全

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切实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面   临的特殊困难和突出问题。 

  在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推动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国家法律法规进教材、进课堂、

进头脑，引导广大师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不断夯实各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增强中华民

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二十七）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公共教育资源要向民族地区倾斜。中央和地方政

府要进一步加大对民族教育支持力度。 

   促进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巩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确保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接受义

务教育，全面   提高普及水平，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支持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地方贫困县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

建设，加强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建设。加快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发     展。支持教育基础薄弱地区改扩建、新

建一批高中阶段学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加大对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积极发展民族地区

高等教育。   支持民族院校加强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进一步办好高校民族预科班。

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教育事业的扶持力度。 

  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

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全面加强学前双语教育。国家对双语教学的师资培养培训、教学研究、教材开发和出版

给予支持。 

   加强教育对口支援。认真组织落实内地省市对民族地区教育支援工作。充分利用内地优质教育资源，探

索多种形式，   吸引更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接受教育。办好面向民族地区的职业学校。加大对民族地

区师资培养培训力度，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国家制定优   惠政策，鼓励支持高等学校毕业生到民族

地区基层任教。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第十章 特殊教育 

  （二十八）关心和支持特殊教育。特殊教育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基本途

径。各级政府要加快发展特殊教育，把特殊教育事业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列入议事日程。全社会要关心支

持特殊教育。 

  提高残疾学生的综合素质。注重潜能开发和缺陷补偿，培养残疾学生积极面对人生、全面融入社会的意识

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加强残疾学生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培养。 

   （二十九）完善特殊教育体系。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市（地）和 30 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

县（市）   都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各级各类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接收残疾人入学，不断扩大随班就读和普通学

校特教班规模。全面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加快   发展残疾人高中阶段教育，大力推进残疾人职

业教育，重视发展残疾人高等教育。因地制宜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 

   （三十）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国家制定特殊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标准，地方政府制定学生人均公用经

费标准。加大   对特殊教育的投入力度。鼓励和支持接收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为残疾学生创造学习生活条件。加

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采取措施落实特殊教育教师待遇。在优秀   教师表彰中提高特殊教育教师比例。加大

对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的资助力度。逐步实施残疾学生高中阶段免费教育。 

第三部分 体制改革 

第十一章 人才培养体制改革 

   （三十一）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核心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

目的是提高人   才培养水平。树立全面发展观念，努力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树立人人成才观念，

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成长成才。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     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

才。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为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树立系统培养观念，推进小学、中学、大学有机衔接，教学、科研、

实践紧     密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加强学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

合作等多种联合培养方式，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  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 

  （三十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 

   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

养学生的兴   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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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课程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建立健全教材质量监管制度。深入   研究、确定不同教育阶段学生必须掌握的核

心内容，形成教学内容更新机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作用，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注重知行统一。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增强学生科学

实验、生产实   习和技能实训的成效。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开展各种课外及校外活动。加强中小学校外活动

场所建设。加强学生社团组织指导，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公   益事业。 

  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 优势潜能。推进分层教学、走班制、

学分制、导师   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学习困难学生的帮助机制。改进优异学生培养方式，在跳级、转学、

转换专业以及选修更高学段课程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健全公  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拔方式，改进中学生

升学推荐办法，创新研究生培养方法。探索高中阶段、高等学校拔尖学生培养模式。 

   （三十三）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改进教育教学评价。根据培养目标和人才理念，建立科

学、多样的评   价标准。开展由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各方面参与的教育质量评价活动。做好学生成长记录，

完善综合素质评价。探索促进学生发展的多种评价方式，激励学生乐   观向上、自主自立、努力成才。 

  改进人才评价及选用制度，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环境。树立科学人才观，建立以岗位职责为基础，以品德、

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科学化、社会化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强化人才选拔使用中对实践能力的考查，克服社会用人单

纯追求学历的倾向。 

第十二章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三十四）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推进素质

教育实施和创   新人才培养。按照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探索招生与

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     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

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加强考试管理，完善专业考试机构功能，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成

立国家教育   考试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考试改革方案，指导考试改革试点。 

  （三十五） 完善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完善初中就近免试入学的具体办法。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

素质评价，为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改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方式，发挥优质普通高

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的导向作用。规范优秀特长   生录取程序与办法。中等职业学校实行自

主招生或注册入学。 

  （三十六）完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着重考查综合素质和能力。以高等学

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为依据，完善国家考试科目试题库，保证国家考试的科学性、导向性和规范性。探

索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试的办法，探索实行社会化考试。 

  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深入推进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

改革，加强创新能力考查，发挥和规范导师在选拔录取中的作用。 

   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方式和招生录取办法，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

选拔的多元录   取机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招生以统一入学考试为基本方式，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择优录取。对特长显著、符合学校培养要求的，依据面试或者测试     结果自主录取；高中阶段全面发展、表现

优异的，推荐录取；符合条件、自愿到国家需要的行业、地区就业的，签订协议实行定向录取；对在实践岗位上作

出突出贡   献或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建立专门程序，破格录取。 

  （三十七）加强信息 公开和社会监督。完善考试招生信息发布制度，实现信息公开透明，保障考生权益，

加强政府和   社会监督。公开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原则和办法，公开招生章程和政策、招生程序和结果，公开

自主招生办法、程序和结果。加强考试招生法规建设，规范学校招   生录取程序，清理并规范升学加分政策。强

化考试安全责任，加强诚信制度建设，坚决防范和严肃查处考试招生舞弊行为。 

第十三章 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三十八）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

社会参与的   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明确政府

管理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权利和责任。探索适应不     同类型教育和人才成长的学校管理体制与

办学模式，避免千校一面。完善学校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机制。健全校务公开制度，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的监督。

随着国家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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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三十九）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监管机制，

减少和规范   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法

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     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

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

自主管   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扩大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在办学模式、育人方式、资源配置、人事管理、

合作办学、社区服务等方面的自主权。 

   （四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健全议   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

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   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

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全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确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 

   扩大社会合作。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高

等学校与行   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

有效机制，提高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推进高校后勤社   会化改革。 

  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

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

度报告发布制度。 

   （四十一）完善中小学学校管理制度。完善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负责制。完善校长任职条件

和任用办法。   实行校务会议等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扩大中

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自主权。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引导社区和有   关专业人士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发挥企

业参与中等职业学校发展的作用。建立中等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合作机制。 

第十四章 办学体制改革 

   （四十二）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

式多样、充   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

的格局。调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教育活力，满足人   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深化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积极鼓励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学校办学，扶持薄弱学校发展，扩

大优质教育资源，增强办学活力，提高办学效益。各地可从实际出发，开展公办学校联合办学、委托管理等试验，

探索多种形式，提高办学水平。 

  改进非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完善优惠政策，鼓励公平竞争，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进入教育领

域。 

   （四十三）大力支持民办教育。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各

级政府要把发   展民办教育作为重要工作职责，鼓励出资、捐资办学，促进社会力量以独立举办、共同举办等多

种形式兴办教育。完善独立学院管理和运行机制。支持民办学校创新   体制机制和育人模式，提高质量，办出特

色，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 

  依 法落实民办学校、学生、教师与公办学校、学生、教师平等的法律地位，保障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

清理并纠正对   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制定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具备学士、硕士和博士学

位授予单位条件的民办学校，按规定程序予以审批。建立完善民办学   校教师社会保险制度。 

  健全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的扶持政策。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有关教育和培训任务，拨付相应教育经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民办学校。国家对发展民办教育作出突

出贡献的组织、学校和个人给予奖励和表彰。 

   （四十四）依法管理民办教育。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民办教育的统筹、规划和管理工作。积极探索

营利性和非营   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规范民办学校法人登记。完善民办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民办学校依法设

立理事会或董事会，保障校长依法行使职权，逐步推进监事制度。积     极发挥民办学校党组织的作用。完善民

办高等学校督导专员制度。落实民办学校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依法明确民办学校变更、退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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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切实落     实民办学校法人财产权。依法建立民办学校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

占学校资产、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建立民办学校办学风险防   范机制和信息公开制度。扩大社会参与民

办学校的管理与监督。加强对民办教育的评估。 

第十五章 管理体制改革 

   （四十五）健全统筹有力、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深化教育管

理体制改革，   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促进管办评分离，形成政事分

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中央政府统一     领导和管理国家教育事业，制定发展规

划、方针政策和基本标准，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和区域布局。整体部署教育改革试验，统筹区域协调发

展。地方政   府负责落实国家方针政策，开展教育改革试验，根据职责分工负责区域内教育改革、发展和稳定。 

   （四十六）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进一步加大省级政府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统筹管理义务

教育，推进城   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依法落实发展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促进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合理分

布，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重点扶持困难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     促进省域内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和资源共

享，支持行业、企业发展职业教育。完善以省级政府为主管理高等教育的体制，合理设置和调整高等学校及学科、

专业布局，     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质量。依法审批设立实施专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审批省级政府管理本科

院校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已确定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授予点。     完善省对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加

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根据国家标准，结合本地实际，合理确定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教师编制等实

施标准。统   筹推进教育综合改革，促进教育区域协作，提高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支持和督促市（地）、

县级政府履行职责，发展管理好当地各类教育。 

   （四十七）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统筹规划、政策引导、监督管理和提供公共教

育服务的职   责，建立健全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维护教育公平和教育秩序。

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   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

必要的行政干预。 

  提高政府决策 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规范决策程序，重大教育政策出台前要公开讨论，充分听取群

众意见。成立   教育咨询委员会，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咨询论证，提高重大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建立和完善国

家教育基本标准。整合国家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机构及资源，完善监测   评估体系，定期发布监测评估报告。加强

教育监督检查，完善教育问责机制。 

  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

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第十六章 扩大教育开放 

   （四十八）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提高我国教   育国际化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

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   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

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四十九）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吸引境外知名学校、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合作设立教育教学、实训、

研究机构或项目。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探索多种方式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吸引更多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来华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有计划地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学术团队。

引进境外优秀教材，提高高等学校聘任外籍教师的比例。吸引海外优秀留学人员回国服务。 

   （五十）提高交流合作水平。扩大政府间学历学位互认。支持中外大学间的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

互认和学位互   授联授。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建立教学科研合作平台，联合推进高水平基础研究和高技

术研究。加强中小学、职业学校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国际理解教  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推动我国高水平教育机构海外办学，加强教育国际交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和教育服务。支持国际汉语教

育。提高孔子学院办学质量和水平。加大教育国际援助力度，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培训专门人才。拓宽渠道和领域，

建立高等学校毕业生海外志愿者服务机制。 

  创新和完善公派出国留学机制，在全国公开选拔优秀学生进入国外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加强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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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引导，加大对优秀自费留学生资助和奖励力度。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

提高对留学人员的服务和管理水平。 

  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重点资助发展中国家学生，优化来华留学人员结

构。实施来华留学预备教育，增加高等学校外语授课的学科专业，不断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 

  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和全球性、区域性教育合作。积极参与

和推动国际组织教育政策、规则、标准的研究和制定。搭建高层次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与政策对话平台，加强教育研

究领域和教育创新实践活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加强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扩展交流内容，创新合作模式，促进教育事业共同发展。 

第四部分 保障措施 

第十七章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五十一）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提高教师地位，维

护教师权益，改善教师待遇，使教师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严格教师资质，提升教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五十二）加强师德建设。加强教师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教师要关   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

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考核、聘任（聘用）和评   价的首要内容。采取综合措施，建立长效

机制，形成良好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克服学术浮躁，查处学术不端行为。 

  （五十三）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完善培养培训体系，做好培养培训规划，优化队伍结构，提高教师专业水

平和教学能力。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等方式，培养教育教学骨干、“双师型”教师、学术带头人和

校长，造就一批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 

   以农村教师为重点，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创新农村教师补充机制，完善制度政策，吸引更多

优秀人才从   教。积极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完善代偿机制，鼓励高

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当教师。完善教师培训制度，将教师培训     经费列入政府预算，对教师实行每五年一

周期的全员培训。加大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培养培训力度。加强校长培训，重视辅导员和班主任培训。加强教师教育，

构建以     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大学参与、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创新培养模式，增

强实习实践环节，强化师德修养和教学能力训练，提高教师培养   质量。 

  以“双师型”教师为重点，加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加大职业院 校教师培养培训力度。依托相关高

等学校和大中   型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完善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制度。完善相关人事制度，

聘任（聘用）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担任专兼   职教师，提高持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职业

资格证书教师比例。 

  以中青年教 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建设高素质的高校教师队伍。大力提高高校教师教学水平、科研创新

和社会服务能   力。促进跨学科、跨单位合作，形成高水平教学和科研创新团队。创新人事管理和薪酬分配方式，

引导教师潜心教学科研，鼓励中青年优秀教师脱颖而出。实施海外   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人才项目，为高校集聚具有国际影响的学科领军人才。 

   （五十四）提高教师地位待遇。不断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吸引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

从教。依法保   证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落实教师绩效工

资。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在工资、职务   （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

贴标准。建设农村艰苦边远地区学校教师周转宿舍。研究制定优惠政策，改善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关心教师身心

健康。   落实和完善教师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政策。国家对在农村地区长期从教、贡献突出的教师给予奖励。 

   （五十五）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准入制度，严把教师入口关。国家制定教师资格标

准，提高教师   任职学历标准和品行要求。建立教师资格证书定期登记制度。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和资格认定，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按规定履行中小学教师   的招聘录用、职务（职称）评聘、培养培

训和考核等管理职能。 

  逐步实行城 乡统一的中小学编制标准，对农村边远地区实行倾斜政策。制定幼儿园教师配备标准。建立

统一的中小学   教师职务（职称）系列，在中小学设置正高级教师职务（职称）。探索在职业学校设置正高级教师

职务（职称）。制定高等学校编制标准。加强学校岗位管理，创新     聘用方式，规范用人行为，完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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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和校长流动机制。城镇中小学教师在评聘高级职务（职称）

时，原     则上要有一年以上在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经历。加强教师管理，完善教师退出机制。制定校长任

职资格标准，促进校长专业化，提高校长管理水平。推行校长职   级制。 

  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

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大力表彰和宣传模范教师的先进事迹。国家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设立荣誉称号。 

第十八章 保障经费投入 

  （五十六）加大教育投入。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

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要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 

   各级政府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各项收入，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严格按照

教育法律法规   规定，年初预算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收入分配都要体现法定增长要求，保证教育财政拨款增长明

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     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

经费逐步增长。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 3％足额征收教育费附加，专项用于教育事业。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支出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 年达到 4％。 

  社会投入是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 部分。充分调动全社会办教育积极性，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途径，多

渠道增加教育   投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办学。完善非

义务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培养成本和群众承   受能力，调整学费标准。完善捐赠教育激

励机制，落实个人教育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所得税税前扣除规定。 

  （五十七）完善投入机制。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教育服务职责，完善各级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保

障学校办学经费的稳定来源和增长。各地根据国家办学条件基本标准和教育教学基本需要，制定并逐步提高区域内

各级学校学生人均经费基本标准和学生人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 

  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投入体制。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提高保障水平。尽快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债务。 

   非义务教育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学前教育建

立政府投入、   社会举办者投入、家庭合理负担的投入机制。普通高中实行以财政投入为主，其他渠道筹措经费

为辅的机制。中等职业教育实行政府、行业、企业及其他社会力量依   法筹集经费的机制。高等教育实行以举办

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筹措经费的机制。 

  进一步加大农村、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投入。中央财政通过加大转移支付，支持农村欠发达地区

和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解决突出问题。 

   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各地根据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和发展情况，逐步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和城镇低保

家庭子女接受   学前教育予以资助。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改善中小学生营养状

况。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完善普通本科高     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完善助学贷款体制机制。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

完善资助政   策，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建立国家奖助学金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五十八）加强经费管理。坚持依法理财，严格执行国家财政资金管理法律制度和财经纪律。建立科学

化、精细化预   算管理机制，科学编制预算，提高预算执行效率。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增强经费分配

的科学性。加强学校财务会计制度建设，完善经费使用内部稽核和内     部控制制度。完善教育经费监管机构职

能，在高等学校试行设立总会计师职务，提升经费使用和资产管理专业化水平。公办高等学校总会计师由政府委派。

加强经费     使用监督，强化重大项目建设和经费使用全过程审计，确保经费使用规范、安全、有效。建立并不

断完善教育经费基础信息库，提升经费管理信息化水平。防范学校     财务风险。建立经费使用绩效评价制度，

加强重大项目经费使用考评。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建立健全学校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管理制度，防止国

有资产流   失，提高使用效益。 

  完善学校收费管理办法，规范学校收费行为和收费资金使用管理。坚持勤俭办学，严禁铺张浪费，建设节

约型学校。 

第十九章 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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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九）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把

教育信息化纳   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超前部署教育信息网络。到 2020 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各级各类学

校的教育信息化体系，促进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     充分利用优质资源和先进技术，创新运行机

制和管理模式，整合现有资源，构建先进、高效、实用的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加快终端设施普及，推进数字化校

园建   设，实现多种方式接入互联网。重点加强农村学校信息基础建设，缩小城乡数字化差距。加快中国教育和

科研计算机网、中国教育卫星宽带传输网升级换代。制定教   育信息化基本标准，促进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六十）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 发与应用。加强网络教学资源体系建设。引进国际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

开发网络学习   课程。建立数字图书馆和虚拟实验室。建立开放灵活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优质教育资

源普及共享。创新网络教学模式，开展高质量高水平远程学历教育。   继续推进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使农村和

边远地区师生能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强化信息技术应用。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水平，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鼓励学

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增强运用信息技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加快全民信息技术普及和应用。 

   （六十一）构建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制定学校基础信息管理要求，加快学校管理信息化进程，促进

学校管理标准   化、规范化。推进政府教育管理信息化，积累基础资料，掌握总体状况，加强动态监测，提高管

理效率。整合各级各类教育管理资源，搭建国家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   台，为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公众提

供公共教育信息，不断提高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 

第二十章 推进依法治教 

   （六十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按照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加快教育法制建设进程，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法律法规。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修订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

法、学位条例、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有关考试、学校、终   身学习、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加强

教育行政法规建设。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制定促进本地区教育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六十三）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各级政府要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依法履行教育职责。探索教育行

政执法体制机   制改革，落实教育行政执法责任制，及时查处违反教育法律法规、侵害受教育者权益、扰乱教育

秩序等行为，依法维护学校、学生、教师、校长和举办者的权益。完   善教育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对教育的

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六十 四）大力推进依法治校。学校要建立完善符合法律规定、体现自身特色的学校章程和制度，依法

办学，从严治   校，认真履行教育教学和管理职责。尊重教师权利，加强教师管理。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对学

生实施的奖励与处分要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健全符合法治原则的教   育救济制度。 

  开展普法教育。促进师生员工提高法律素质和公民意识，自觉知法守法，遵守公共生活秩序，做遵纪守法

的楷模。 

   （六十五）完善督导制度和监督问责机制。制定教育督导条例，进一步健全教育督导制度。探索建立相

对独立的教育   督导机构，独立行使督导职能。健全国家督学制度，建设专职督导队伍。坚持督政与督学并重、

监督与指导并重。加强义务教育督导检查，开展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   教育督导检查。强化对政府落实教育法律

法规和政策情况的督导检查。建立督导检查结果公告制度和限期整改制度。 

  严格落实问责制。主动接受和积极配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教育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司法

机关的司法监督。建立健全层级监督机制。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强化社会监督。 

第二十一章 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 

  （六十六）组织实施重大项目。2010—2012 年，围绕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目标，着眼于促进教育公平，提高

教育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加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为重点，完善机制，组织实施一批重大项目。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均衡配置、合理布

局。实施中小   学校舍安全工程，集中开展危房改造、抗震加固，实现城乡中小学校舍安全达标；改造小学和初

中薄弱学校，尽快使义务教育学校师资、教学仪器设备、图书、体育   场地基本达标；改扩建劳务输出大省和特

殊困难地区农村学校寄宿设施，改善农村学生特别是留守儿童寄宿条件，基本满足需要。 

   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吸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

加强农村中小   学薄弱学科教师队伍建设，重点培养和补充一批边远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急需紧缺教师；对义务

教育教师进行全员培训，组织校长研修培训；对专科学历以下小学教   师进行学历提高教育，使全国小学教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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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逐步达到专科以上水平。 

  推进农村学前教育。支持办好现有的乡镇和村幼儿园；重点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充分利用中小学富余校舍

和社会资源，改扩建或新建乡镇和村幼儿园；对农村幼儿园园长和骨干教师进行培训。 

   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支持建设一批职业教育实训基地，提升职业教育实践教学水平；完成一大批“双

师型”教师   培训，聘任（聘用）一大批有实践经验和技能的专兼职教师；支持一批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示范校和

优质特色校建设，支持高等职业教育示范校建设；支持一批示范性   职业教育集团学校建设，促进优质资源开放

共享。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实施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加强中西部地方高校优势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实

施东部高校对   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支持建设一批高等学校产学研基地；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和卓越工程师、医师等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继续实施“985 工程”     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实施“211

工程”和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继续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  “高

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和“高等学校高层次创新人才计划”。 

  发 展民族教育。巩固民族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果，支持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地方贫困县实现义务教育

学校标准化；   重点扶持和培养一批边疆民族地区紧缺教师人才；加强对民族地区中小学和幼儿园双语教师培养

培训；加快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启动内地中职班，支持教育   基础薄弱县改扩建、新建一批普通高中和

中等职业学校；支持民族院校建设。 

  发展特殊教育。改扩建和新建一批特殊教育学校，使市（地）和 30 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

（市）都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为现有特殊教育学校添置必要的教学、生活和康复训练设施，改善办学条件；对特

殊教育教师进行专业培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启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免除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学费；把普通高中学生和研究生纳入国家助学体系。 

   教育信息化建设。提高中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为农村中小学班级配备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

建设有效共   享、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国家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和公共服务平台；基本建成较完备的国家级和省级

教育基础信息库以及教育质量、学生流动、资源配置和毕业生就业   状况等监测分析系统。 

  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支持一批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支持在高校建设一批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研

究中心；引进   一大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开展大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海外研修培训；支持扩大公派出国留学规

模；实施留学中国计划，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培养各种外语人才；   支持孔子学院建设。 

  （六十七）组织开展改革试点。成立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研究部署、指导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工作。

根据统筹规划、分步实施、试点先行、动态调整的原则，选择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重大改革试点。 

  推进素质教育改革试点。建立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有效机制；加强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建设；开展高中

办学模式多样化试验，开发特色课程；探索弹性学制等培养方式；完善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定期发布测评结果

等。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试点。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实行县（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

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切实解决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择校

问题等。 

  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试点。以推进政府统筹、校企合作、集团化办学为重点，探索部门、行业、企业参

与办学的机制；开展委托培养、定向培养、订单式培养试点；开展工学结合、弹性学制、模块化教学等试点；推进

职业教育为“三农”服务、培养新型农民的试点。 

  终身教育体制机制建设试点。建立区域内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之间的沟通机制；建立终身学习

网络和服务平台；统筹开发社会教育资源，积极发展社区教育；建立学习成果认证体系，建立“学分银行”制度等。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点。探索贯穿各级各类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途径；鼓励高等学校联合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支持有条件的高中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研究和试验，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完善初中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探索实行高水平大学联考；探索

高等职业学校自主考试或根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注册入学；探索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破格录取的具体

方式；探索缩小高等学校入学机会区域差距的举措等。 

   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研究制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意见。制定和完善学校章程，探索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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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或董事   会、学术委员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机制；全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实行新进人员公开招

聘制度；探索协议工资制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办法；建立多种形式的专   职科研队伍，推进管理人员职员制；完善

校务公开制度等。 

  深化办学体制改革试点。探索公办学校联合办学、中外合作办学、委托管理等改革试验；开展对营利性和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试点；建立民办学校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探索独立学院管理和发展的有效方式

等。 

   地方教育投入保障机制改革试点。建立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长效机制；制定各级学校学生人均经费基本

标准和学生人   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探索政府收入统筹用于支持教育的办法；建立教育投入分项分担机制；依

法制定鼓励教育投入的优惠政策；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   工作的教师实行工资福利倾斜政策等。 

  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探 索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实现形式；合理部署区域内学校、学科、专

业设置；制定   办学条件、教师编制、招生规模等基本标准；推进县（市）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加强教育督导制度

建设，探索督导机构独立履行职责的机制；探索省际教育协作改革   试点，建立跨地区教育协作机制等。 

第二十二章 加强组织领导 

   （六十八）加强和改善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推动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科学发展作为重要职责，健全领导体制和决策机

制，及时研究解决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要把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作为各级党

委和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完善考核机制和问责制度。各级政府要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

告教育工作   情况。建立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定点联系学校制度。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支持教育改革和

发展。扩大人民群众对教育事业的知情权、参与度。 

  加强教育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鼓励和支持教育科研人员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研究和回答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六十九）加强和改进教育系统党的建设。把教育系统党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党组织。深入学习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

党员干部、教育广大师生。深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深入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 

  健全各 级各类学校党的组织。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贯穿学校党组织

活动始终，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牢牢把握党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高等学校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在

学校改革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小学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在学校工   作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民办学校党的

建设，积极探索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法。 

  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办学治校能力。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用人标准，选拔任用学校领导干部。加大学校领导干部培养培训和交流任职力度。 

  着力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推进工作创新，增强生机活力。充分发挥学校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在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重视学校共青团、少先队工作。 

   加强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求真务实之风、艰苦奋斗之风、批评

和自我批评之   风。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完善体现教育系统特点的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大教育、监督、改  革、制度创新力度，坚决惩治腐败。坚持从严

治教、规范管理，积极推行政务公开、校务公开。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种不正之风。 

   （七十）切实维护教育系统和谐稳定。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平

安校园、文明   校园、绿色校园、和谐校园创建活动。重视解决好师生员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完善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机制，完善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妥善处置各种事端。     加强校园网络管理。建立健全安全保卫

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人防、物防和技防措施。加强师生安全教育和学校安全管理，提高预防灾害、应急避险和防

范违法犯罪   活动的能力。加强校园和周边环境治安综合治理，为师生创造安定有序、和谐融洽、充满活力的工

作、学习、生活环境。 

实 施 

  《教育规划纲要》是 21 世纪我国第一个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任务重、要求高，

必须周密部署、精心组织、认真实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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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目标任务，落实责任分工。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各地区各部

门要在中央   统一领导下，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部署和要求，对目标任务进行分解，明确责任分工。国务院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教育规划纲要》的组织协调与实施，各有关部   门积极配合，密切协作，共同抓好贯彻落实。 

  提出实施方案，制定配套政策。各地要围绕《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体制改革、重

大措施和项目等，提出本地区实施的具体方案和措施，分阶段、分步骤组织实施。各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切实

可行、操作性强的配套政策，尽快出台实施。 

  鼓励探索创新，加强督促检查。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创造性地

实施《教育规划纲要》。对各地在实施《教育规划纲要》中好的做法和有效经验，要及时总结，积极推广。对《教育

规划纲要》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和跟踪检查。 

   广泛宣传动员，营造良好环境。广泛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广泛宣传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

国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广泛宣传《教育规划纲要》的重大意义和主要内容，动员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关心支持教

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为《教育规划纲要》的实施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和舆论氛围。 

 

12.137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2010 年 6 月 6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12.htm  

（2010 年 6 月 6 日） 

  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总体要求，着眼于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

人才保证，制定《人才规划纲要》。 

序 言 

  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

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才是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富裕幸福、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推动力量。当今世界

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加

快人才发展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重大战略选择。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在继续发挥我国

人力资源优势的同时，加快形成我国人才竞争比较优势，逐步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一系列加强人才工作的政

策措施，培养造就了各个领域的大批人才。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决

策，人才强国战略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战略，人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科学人才观逐步确立，以

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各类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配置人才

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初步发挥，人才效能明显提高，党管人才工作新格局基本形成。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

人才发展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

主要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尚未

消除，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等等。 

  未来十几年，是我国人才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感，积

极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主动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定不移地走人才强国之路，科学规划，深化

改革，重点突破，整体推进，不断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 

  一、指导方针、战略目标和总体部署 

  （一）指导方针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遵循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

源，以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的

人才保证和广泛的智力支持。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才发展的指导方针是：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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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整体开发。 

  服务发展。把服务科学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科学发展目标确定人才队伍建设任

务，根据科学发展需要制定人才政策措施，用科学发展成果检验人才工作成效。 

  人才优先。确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充分发挥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做到

人才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制度优先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主要依靠科

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以用为本。把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围绕用好用活人才来培养人才、引进人

才，积极为各类人才干事创业和实现价值提供机会和条件，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 

  创新机制。把深化改革作为推动人才发展的根本动力，坚决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制度障碍，构

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造活力。 

  高端引领。培养造就一批善于治国理政的领导人才，一批经营管理水平高、市场开拓能力强的优秀企业家，

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一大批

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一大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一大批职业化、专业化的高级社会工作人才，充分发

挥高层次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整体开发。加强人才培养，注重理想信念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培育拼搏奉献、艰苦创业、诚实守信、团

结协作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心人才成长，鼓励和支持人人都作贡献、人人都能成才、行行出状元。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推进城乡、区域、产业、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人才资源开发，实现各类人才队伍协调发展。 

  （二）战略目标 

  到 2020 年，我国人才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和造就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

队伍，确立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人才基

础。 

  ——人才资源总量稳步增长，队伍规模不断壮大。人才资源总量从现在的 1.14 亿人增加到 1.8 亿人，增长

58%，人才资源占人力资源总量的比重提高到 16%，基本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人才素质大幅度提高，结构进一步优化。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 20%，每万劳动

力中研发人员达到 43 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 28%。人才的分布和层次、类型、性别等结构趋于

合理。 

  ——人才竞争比较优势明显增强，竞争力不断提升。人才规模效益显著提高。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

术、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金融财会、生态环境保护、新能源、农业科技、宣传思想文化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

领域，建成一批人才高地。 

  ——人才使用效能明显提高。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环境基本形

成。人力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 15%，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33%，人才贡献率达到 35%。 

   

国家人才发展主要指标  

 

 

指标单位2008年2015年2020年人才资源总量万人113851562518025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人年/万人24.83343

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24.42728 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9.21520 人力资本投资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例％10.751315 人才贡献率％18.93235  注：人才贡献率数据为区间年均值，其中 2008 年数据为 1978—

2008 年的平均值，2015 年数据为 2008—2015 年的平均值，2020 年数据为 2008—2020 年的平均值。 

  （三）总体部署 

  一是实行人才投资优先，健全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个人多元人才投入机制，加大对人才发展的投入，

提高人才投资效益。二是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注重思想道德建设，突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

力培养，大幅度提升各类人才的整体素质。三是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

用，改善宏观调控，促进人才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四是造就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突出培养创新型科技

人才，重视培养领军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大力开发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统筹抓好党政人才、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以及社会工作人才等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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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计的各类人才，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五是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人才管理体制，

创新人才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机制，营造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人才

制度环境。六是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坚持自主培养开发与引进海外人才并举，积极利用

国（境）外教育培训资源培养人才。七是加快人才工作法制建设，建立健全人才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管理，保护人

才合法权益。八是加强和改进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完善党管人才格局，创新党管人才方式方法，为人才发展提供

坚强的组织保证。 

  推进人才发展，要统筹兼顾，分步实施。到 2015 年，重点在制度建设、机制创新上有较大突破。到 2020

年，全面落实各项任务，确保人才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人才队伍建设主要任务 

  （一）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 

  发展目标：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以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为重点，努力造就一批世

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建设宏大的

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到 2020 年，研发人员总量达到 380 万人年，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总量达到 4 万人左右。 

  主要举措：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学校教育和实践锻炼相结合、国内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相衔接的开放

式培养体系。探索并推行创新型教育方式方法，突出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加强实践培养，

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工程、重点学科和重点科研基地、国际学术交流合作项目，建设一批高层次创新型科

技人才培养基地。加强领军人才、核心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形成科研人才和科研辅助人才衔接有序、

梯次配备的合理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权责明确、评价科学、创新引导的科技管理制

度，健全有利于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评价、使用、激励措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制定加强高层次创新

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意见。改进完善院士制度，注重院士称号精神激励作用，规范院士学术兼职。加大海外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力度。组织实施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推进“百人计划”、“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人才项目。注重复合型人才培养，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观念，加大对优

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和资助力度。加强产学研合作，重视企业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的培养，推动科

技人才向企业集聚。发展创新文化，倡导追求真理、勇攀高峰、宽容失败、团结协作的创新精神，营造科学民主、

学术自由、严谨求实、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建立健全科研诚信体系，从严治理学术不端行为。 

  （二）大力开发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 

  发展目标：适应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加大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开发

力度。到 2020 年，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金融财会、国际商务、生态环境保

护、能源资源、现代交通运输、农业科技等经济重点领域培养开发急需紧缺专门人才 500 多万人；在教育、政法、

宣传思想文化、医药卫生、防灾减灾等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培养开发急需紧缺专门人才 800 多万人。经济社会发展重

点领域各类专业人才数量充足，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人才结构趋于合理。 

  主要举措：加强产业、行业人才发展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围绕重点领域发展，开展人才需求预测，定期

发布急需紧缺人才目录。调整优化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加大急需研发人才和紧缺技术、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

大规模开展重点领域专门人才知识更新培训。建设一批工程创新训练基地，建立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工程师认证认

可制度，提高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化、国际化水平。根据国家规划，制定人才特别是产业领军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向

重点产业集聚的倾斜政策。继续实施“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文艺等领域高

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依托重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大力培养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医药卫生人才培养。支持重点领域科学家参加国际科研计

划、学术交流。完善重点领域科研骨干人才分配激励办法。建立重点领域相关部门人才开发协调机制。 

  （三）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1.党政人才队伍 

  发展目标：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要求，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为核心，以中高

级领导干部为重点，造就一批善于治国理政的领导人才，建设一支政治坚定、勇于创新、勤政廉洁、求真务实、奋

发有为、善于推动科学发展的高素质党政人才队伍。到 2020 年，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干部占党政干部队伍

的 85%，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结构更加合理，总量从严控制。 

  主要举措：适应科学发展要求和干部成长规律，开展大规模干部教育培训，加强干部自学。实施党政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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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能力提升工程，构建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党性教育和实践锻炼“四位一体”的干部培养教育体系。坚持德才

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改革方针，树立坚定信念、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

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用人导向。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加大竞争性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力度，拓

宽选人用人渠道，提高干部工作科学化水平，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实施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注

重从基层和生产一线选拔党政人才。加强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非中共党员干部培养选拔和教育培训工作。实施

促进科学发展的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建立健全党政干部岗位职责规范及其能力素质评价标准，加强工作业绩考

核。完善党政人才分类管理制度。加大领导干部跨地区跨部门交流力度，推进党政机关重要岗位干部定期交流、轮

岗。健全权力约束制衡机制，加强干部管理监督。 

  2.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 

  发展目标：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以提高现代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国际竞

争力为核心，以战略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为重点，加快推进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

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和一支高水平的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到 2015 年，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总量达到 3500 万人。到 2020 年，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总量达到

4200 万人，培养造就 100 名左右能够引领中国企业跻身世界 500 强的战略企业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际化人

才总量达到 4 万人左右；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通过竞争性方式选聘比例达到 50%。 

  主要举措：依托知名跨国公司、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和其他培训机构，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提高战

略管理和跨文化经营管理能力。采取组织选拔与市场化选聘相结合的方式选拔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健全企业经营管

理者聘任制、任期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实行契约化管理。完善以市场和出资人认可为核心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

价体系，积极发展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价机构，建立社会化的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价制度，加强规范化管理。健全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年度薪酬管理制度、协议工资制度和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制度。建

立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库。培养和引进一批科技创新创业企业家和企业发展急需的战略规划、资本运作、科技管理、

项目管理等方面专门人才。实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和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 

  3.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发展目标：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提高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为核心，以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

才为重点，打造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到 2015 年，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达到 6800 万人。到 2020 年，

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达到 7500 万人，占从业人员的 10%左右，高级、中级、初级专业技术人才比例为 10∶40∶50。 

  主要举措：进一步扩大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培养规模，提高专业技术人才创新能力。构建分层分类的专业技

术人才继续教育体系，加快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进一步实施并完善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组织实施

青年英才开发计划、高素质教育人才培养工程、文化名家工程、全民健康卫生人才保障工程。加大现代物流、电子

商务、法律、咨询、会计、工业设计、知识产权、食品安全、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开发力度，重视传统服务

业各类技术人才的培养。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作用。制定双向挂职、短期工作、项目合作等灵活

多样的人才柔性流动政策，引导党政机关、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专业技术人才向企业、社会组织和基层一线有序流

动，促进专业技术人才合理分布。统筹推进专业技术职称和职业资格制度改革。完善政府特殊津贴制度，强化激励，

科学管理。改进专业技术人才收入分配等激励办法。改善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工作、生活条件，拓展职业发展空间。

注重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才的作用。 

  4.高技能人才队伍 

  发展目标：适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以提升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为核心，以技

师和高级技师为重点，形成一支门类齐全、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到 2015 年，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3400 万

人。到 2020 年，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3900 万人，其中技师、高级技师达到 1000 万人左右。 

  主要举措：完善以企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紧密联系、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

结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加强职业培训，统筹职业教育发展，整合利用现有各类职业教育培训资源，依托

大型骨干企业（集团）、重点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建设一批示范性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和公共实训基地。

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和顶岗实习。加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在职

业教育中推行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和学生生活补助制度。实施国

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促进技能人才评价多元化。制定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办法。建立高技

能人才绝技绝活代际传承机制。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竞赛和岗位练兵活动。完善国家高技能人才评选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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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进一步提高高技能人才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 

  5.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发展目标：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提高科技素质、职业技能和经营能力为核心，以农村实用人才带

头人和农村生产经营型人才为重点，着力打造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数量充足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到 2015 年，

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 1300 万人。到 2020 年，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 1800 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0.2 年，

每个行政村主要特色产业至少有 1—2 名示范带动能力强的带头人。 

  主要举措：大规模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充分发挥农村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网络、各类农民教育培训项目、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各类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的主渠道作用。整合现有培训项目，

健全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网络，推进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素质提升计划和新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重点实施现代农

业人才支撑计划。鼓励和支持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牵头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和专业技术协会，加快培养农业产业化发

展急需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头人和农村经纪人。积极扶持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兴业，在创业培

训、项目审批、信贷发放、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因地制宜，建立健全农村实用人才评价制度。加大对农

村实用人才的表彰激励和宣传力度，提高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地位。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发展急需的农业技术人员、

教师、医生等方面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继续开展城乡人才对口扶持，推进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城镇教师支援

农村教育、社会工作者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科技人才下乡支农等工作。 

  6.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发展目标：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以人才培养和岗位开发为基础，以中高级社会工作人才为

重点，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到 2015 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 200 万人。到 2020

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 300 万人。 

  主要举措：建立不同学历层次教育协调配套、专业培训和知识普及有机结合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加

强社会工作学科专业体系建设。建设一批社会工作培训基地。加强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专业知识培训，制定社会工作

培训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评价制度。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职业化管理。加快制定社会工作岗

位开发设置政策措施。推进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城乡社区和公益类社会组织建设，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

组织的政策。组织实施社会工作服务组织标准化建设示范工程。研究制定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政策。建立社会工

作人才和志愿者队伍联动机制。制定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意见。 

  三、体制机制创新 

  （一）改进完善人才工作管理体制 

  1.完善党管人才的领导体制 

  目标要求：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创新党管人才方式方法，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

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格局。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发

展，切实履行好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的职责，用事业凝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

用法制保障人才，提高党管人才工作水平。党政主要负责人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团

结人才、用好人才、服务人才。 

  主要任务：制定完善党管人才工作格局的意见。健全各级党委人才工作领导机构，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

协调机制和督促落实机制，形成统分结合、上下联动、协调高效、整体推进的人才工作运行机制。建立党委、政府

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提高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核指标体系中人才工作专项考核的权重。建立各级党委常委会

听取人才工作专项报告制度。完善党委联系专家制度。实行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制度。完善党委组织部门牵头抓总职

能，发挥政府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作用，强化各职能部门人才工作职责，充分调动各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的积极性，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形成人才工作整体合力。 

  2.改进人才管理方式 

  目标要求：围绕用好用活人才，完善政府宏观管理、市场有效配置、单位自主用人、人才自主择业的人才

管理体制。改进宏观调控，推动政府人才管理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转变，运行机制和管理

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捷高效转变。健全人才市场体系，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遵循放开

搞活、分类指导和科学规范的原则，深化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管理体制，转换用人机制，扩大

和落实单位用人自主权。发挥用人单位在人才培养、吸引和使用中的主体作用。 

  主要任务：按照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完善人才管理运行机制。规范行政行为，推动人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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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和规范人才评价、流动等环节中的行政审批和收费事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

改革，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

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科研、

医疗等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

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人才管理制度。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健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人事制

度。鼓励地方和行业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与国际人才管理体系接轨的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 

  3.加强人才工作法制建设 

  目标要求：坚持用法制保障人才，推进人才管理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形成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法

制环境。加强立法工作，建立健全涵盖国家人才安全保障、人才权益保护、人才市场管理和人才培养、吸引、使用

等人才资源开发管理各个环节的人才法律法规。 

  主要任务：研究制定人才开发促进法和终身学习、工资管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

职业资格管理、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外国专家来华工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善保护人才和用人主体合法权益的法

律法规。 

  （二）创新人才工作机制 

  1.人才培养开发机制 

  目标要求：坚持以国家发展需要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创新能力为核心，完善现代国

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注重在实践中发现、培养、造就人才，构建人人能够成才、人人得到发展的人才培养开发

机制。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充分发挥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立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才，突出培养创新型人才，注重培养应用型人才，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统筹规划继续教

育，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 

  主要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开发全过程，不断提高各类人才的思想道德水平。

建立人才培养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动态调控机制，优化教育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和区域布局。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因材施教，建立高等学校拔尖学生重点培养制度，实行特殊人才特殊

培养。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建立健全多元招生录取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立社会参与的人才培养质

量评价机制。完善发展职业教育的保障机制，改革职业教育模式。完善在职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分类制定在职人员

定期培训办法，倡导干中学。构建网络化、开放式、自主性终身教育体系，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支持发展各类

专业化培训机构。支持建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军队人才培养体系。 

  2.人才评价发现机制 

  目标要求：建立以岗位职责要求为基础，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科学化、社会化的人才评价发现机

制。完善人才评价标准，克服唯学历、唯论文倾向，对人才不求全责备，注重靠实践和贡献评价人才。改进人才评

价方式，拓宽人才评价渠道。把评价人才和发现人才结合起来，坚持在实践和群众中识别人才、发现人才。 

  主要任务：健全科学的职业分类体系，建立各类人才能力素质标准。建立以岗位绩效考核为基础的事业单

位人员考核评价制度。分行业制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考核评价办法。完善重在业内和社会认可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

机制。加快推进职称制度改革，规范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准入，依法严格管理；完善专业技术人才职业水平评价办法，

提高社会化程度；完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评价办法，落实用人单位在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聘任中的自主权。完善

以任期目标为依据、工作业绩为核心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考核评价办法。探索技能人才多元评价机制，逐步完善社

会化职业技能鉴定、企业技能人才评价、院校职业资格认证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办法。健全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

评价机制。建立健全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建立在重大科研、工程项目实施和急难险重工作中发现、识别人才的机

制。健全举才荐才的社会化机制。 

  3.人才选拔任用机制 

  目标要求：改革各类人才选拔使用方式，科学合理使用人才，促进人岗相适、用当其时、人尽其才，形成

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能的选人用人机制。深化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提高选人用人公

信度。健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选拔制度，加大市场化选聘力度。完善事业单位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健全事业

单位领导人员选拔制度。 

  主要任务：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探索公推公选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规范干部

选拔任用提名制度。推行和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坚持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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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聘任制公务员管理制度。建立组织选拔、市场配置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制度，完善国

有资产出资人代表派出制和选举制。健全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委任、聘任、选任等任用方式。全面推行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竞聘上岗和合同管理制度。建立事业单位关键岗位和国家重大项目负责人全球招聘制度。 

  4.人才流动配置机制 

  目标要求：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推进人才市场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服务功能，畅通人

才流动渠道，建立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中介组织提供服务、人才自主择业的人才流动配置机制。

健全人才市场供求、价格、竞争机制，进一步促进人才供求主体到位。大力发展人才服务业。加强政府对人才流动

的政策引导和监督，推动产业、区域人才协调发展，促进人才资源有效配置。 

  主要任务：在建立统一规范、更加开放的人力资源市场基础上，发展专业性、行业性人才市场。健全专业

化、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的人才市场服务体系。积极培育专业化人才服务机构，注重发挥人才服务行业协会作

用。进一步破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制定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基础性作用的政策措施。推进政府所属人才服

务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使之有

利于引进人才。加快建立社会化的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系统。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建立人才需求信

息定期发布制度。完善劳动合同、人事争议仲裁、人才竞业避止等制度，维护各类人才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建

立完善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相配套的区域人才交流

合作机制，加快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等区域人才开发一体化进程。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布局，引导各

类人才合理分布。 

  5.人才激励保障机制 

  目标要求：完善分配、激励、保障制度，建立健全与工作业绩紧密联系、充分体现人才价值、有利于激发

人才活力和维护人才合法权益的激励保障机制。完善各类人才薪酬制度，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宏观管理，逐步建立秩

序规范、激发活力、注重公平、监管有力的工资制度。坚持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健全以政府奖励为导向、

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奖励为主体的人才奖励体系。完善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国家、

社会和单位相结合的人才保障体系。 

  主要任务：统筹协调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稳步推进工资制度改革。建立产权激励制度，

制定知识、技术、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健全国有企业人才激励机制，推行股权、期权等

中长期激励办法，重点向创新创业人才倾斜。逐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对在企业退休的高层次专业技术

人员给予重点倾斜。建立完善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探索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协议工资制和项目工资制

等多种分配形式。建立国家荣誉制度，表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才。调整规范各类人才奖项设置。

研究制定人才补充保险办法，支持用人单位为各类人才建立补充养老、医疗保险。扩大对农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人才的社会保障覆盖面。 

  四、重大政策 

  （一）实施促进人才投资优先保证的财税金融政策 

  各级政府优先保证对人才发展的投入，确保国家教育、科技支出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卫生投入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幅度。逐步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投入结构，较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本

投资比重，提高投资效益。进一步加大人才发展资金投入力度，保障人才发展重大项目的实施。鼓励和支持企业和

社会组织建立人才发展基金。在重大建设和科研项目经费中，应安排部分经费用于人才培训。适当调整财政税收政

策，提高企业职工培训经费的提取比例。通过税收、贴息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用人单位、个人投资人才

资源开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引导中西部地区加大人才投入。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

款投资人才开发项目。 

  （二）实施产学研合作培养创新人才政策 

  建立政府指导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多种形式的产学研战略联盟，通过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开展

合作教育、共同实施重大项目等方式，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发展专业学位教育，

建立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高层次人才双向交流制度，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制”。改革完善

博士后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渠道，发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主体作用，提高博士后培养质量。实行“人

才＋项目”的培养模式，依托国家重大人才计划以及重大科研、工程、产业攻关、国际科技合作等项目，重视发挥

企业作用，在实践中集聚和培养创新人才。对企业等用人单位接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等实行财税优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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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三）实施引导人才向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流动政策 

  对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人才，在工资、职务、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提高艰苦边远地区

津贴标准，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采取政府购买岗位、报考公职人员优先录用等措施，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

村和中小企业就业。逐步提高省级以上党政机关从基层招录公务员的比例。制定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创业就

业扶持办法。开发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实施公职人员到基层服务和锻炼的派遣和轮调办法。完善科技特

派员到农村和企业服务的政策措施。实施东部带西部、城市带农村的人才对口支持政策，引导人才向西部和农村流

动。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培养计划，继续做好“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

师特设岗位计划等工作。加强和改进干部援藏援疆、博士服务团、“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少数民族科技骨干和少

数民族地区小学“双语”教师特殊培养等工作，为西部地区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实施边

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 

  （四）实施人才创业扶持政策 

  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创业贷款等业务的规范发展，完善支持人才创业的金融政策。完善知识产权、技

术等作为资本参股的措施。加大税收优惠、财政贴息力度，扶持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支持创办科技型企业，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加强创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服务指导，提高创业成功率。继续加大对创业孵化器等基础设施

的投入，创建创业服务网络，探索多种组织形式，为人才创业提供服务。制定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技人员创办科

技型企业的激励保障办法。 

  （五）实施有利于科技人员潜心研究和创新政策 

  在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企业建立符合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不同特点的职业发展途径，鼓励和支持科技人

员在创新实践中成就事业并享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对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全面推行职员制度。完善科研管

理制度，扩大科研机构用人自主权和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健全科研机构内部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各项制度。建立

以学术和创新绩效为主导的资源配置和学术发展模式。改进科技评价和奖励方式，完善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

评价办法，克服考核过于频繁、过度量化的倾向。加大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的投入力

度，建立以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研机构创新绩效综合评价制度。完善科技经费管理办法和国家科技计划管理办法，

对高水平创新团队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健全科研院所分配激励机制，注重向科研关键岗位和优秀拔尖人才倾斜。改

善青年科技人才的生活条件，有条件的城市可在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中优先解决住房问题。 

  （六）实施推进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合理流动政策 

  完善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交流和挂职锻炼制度，打破人才身份、单位、部门和所

有制限制，营造开放的用人环境。扩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跨地区跨部门交流任职范围。拓宽党政

人才来源渠道，完善从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选拔人才制度。完善党政机关人才向企事业单位流动的社会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办法。 

  （七）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 

  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制定完善出入境和长期居留、税收、保险、住房、子女

入学、配偶安置，担任领导职务、承担重大科技项目、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参加院士评选和政府奖励等方面的特殊

政策措施。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特聘专家制度。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创业或以多种方式为国服务。加强留

学人员创业园区建设，提供创业资助和融资服务。建立统一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信息库和人才需求信息发布平台。完

善外国人永久居留权制度，吸引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工作。加大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力度，探索实行技术移民，制定

国外智力资源供给、发现评价、市场准入、使用激励、绩效评估、引智成果共享等办法。扩大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和

来华留学规模。开发国（境）外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完善出国（境）培训管理制度和措施。支持高等学校、科研院

所与海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推动我国企业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积极支持和推荐优秀人才到

国际组织任职。推进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资格国际、地区间互认。发展国际人才市场，培育一批国际人才中介服务机

构。制定维护国家重要人才安全的政策措施。 

  （八）实施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发展政策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所有制组织中的人才，坚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人才开发纳入各级政府人才发展规划。制定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意见。政

府在人才培养、吸引、评价、使用等方面的各项政策，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平等享受。政府支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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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创新创业的资金、项目、信息等公共资源，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平等开放。政府开展人才宣传、

表彰、奖励等方面活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平等参与。 

  （九）实施促进人才发展的公共服务政策 

  完善政府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全国一体化的服务网络。健全人事代理、社会保险代理、企业用工登记、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人事档案管理、就业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满足人才多样化需求。创新政府提供人才公共

服务的方式，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为各类人才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创造条件。加强对人才公共服务产品的

标准化管理，大力开发公共服务产品。 

  （十）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职务技术成果条例，完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保护科技

成果创造者的合法权益。明确职务发明人权益，提高主要发明人受益比例。制定职务发明人流动中的利益共享办法。

建立非职务发明评价体系，加强对非职务发明创造的支持和管理。制定国家支持个人和中小企业发明创造的资助办

法，鼓励创造知识财产。加强专利技术运用转化平台建设。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措施。完

善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加大知识产权宣传普及和执法保护力度。建立健全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信用制度。营

造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市场和文化氛围，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推进国际合作交流。 

  五、重大人才工程 

  （一）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为积极应对国际科技竞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眼于培养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在我国具有相对

优势的科研领域设立 100 个科学家工作室；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每年重点支持和培养一批具有发

展潜力的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着眼于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每年重点扶持 1000 名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依托一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国家重点工程和重大建设项目，建设若干重点领域创新团队；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

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依托，建设 300 个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二）青年英才开发计划 

  着眼于人才基础性培养和战略性开发，提升我国未来人才竞争力，在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

等重点学科领域，每年重点培养扶持一批青年拔尖人才；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优势基础学科建设一批

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按照严入口、小规模、重特色、高水平的原则，每年选拔一批拔尖大学生进行专门培养；

为培养造就未来国家所需的高素质、专业化管理人才，每年从应届高中、大学毕业生中筛选若干优秀人才送到国外

一流大学深造，进行定向跟踪培养。 

  （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 

  着眼于提高我国企业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到 2020 年，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

创新精神和经营能力的企业家；培养 1 万名精通战略规划、资本运作、人力资源管理、财会、法律等专业知识的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 

  （四）高素质教育人才培养工程 

  为建设一支高素质、创新型教育人才队伍，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等方式，每年重点培养和

支持 2 万名各类学校教育教学骨干、“双师型”教师、学术带头人和校长，在中小学校、职业院校、高等学校培养

造就一批教育家、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 

  （五）文化名家工程 

  为更好地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一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着眼于培养造就一批造诣高深、成就突出、

影响广泛的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杰出人才，每年重点扶持、资助一批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

文物保护名家承担重大课题、重点项目、重要演出，开展创作研究、展演交流、出版专著等活动。到 2020 年，由

国家资助的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文化名家达到 2000 名。 

  （六）全民健康卫生人才保障工程 

  适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保障全民健康需要，加大对卫生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到 2020 年，培养造就

一批医学杰出骨干人才，给予科研专项经费支持；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支持培养 5 万名住院医师；加强

以全科医师为重点的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多种途径培训 30 万名全科医师，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七）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重点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在中央、国家有关部门、地方分层次、有计划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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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其中，中央层面实施“千人计划”，建设一

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用 5—10 年时间引进 2000 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 

  （八）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围绕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

料、海洋、金融财会、生态环境保护、能源资源、防灾减灾、现代交通运输、农业科技、社会工作等重点领域，开

展大规模的知识更新继续教育，每年培训 100 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到 2020 年，累计培训

1000 万名左右。依托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现有施教机构，建设一批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 

  （九）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 

  适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加强职业院校和实训基地建设，培养造就一大批

具有精湛技艺的高技能人才。到 2020 年，在全国建成一批技能大师工作室、1200 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培养 100

万名高级技师。 

  （十）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 

  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加大对现代农业的人才支持力度。到 2020 年，选

拔一批农业科研杰出人才，给予科研专项经费支持；支持 1 万名有突出贡献的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开展技术交流、

学习研修、观摩展示等活动；选拔 3 万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和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10 万名生产能手和

农村经纪人等优秀生产经营人才，给予重点扶持。 

  （十一）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 

  为促进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在职务、职称

晋升等方面采取倾斜政策，每年引导 10 万名优秀教师、医生、科技人员、社会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到边远贫困地

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工作或提供服务。每年重点扶持培养 1 万名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

急需紧缺人才。 

  （十二）高校毕业生基层培养计划 

  着眼于解决基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层人才匮乏问题，培养锻炼后备人才，积极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

基层创业就业。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用 5 年时间，先期选派 10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到 2020 年，实现

一村一名大学生目标。统筹各类大学生到基层服务创业计划。通过政府购买工作岗位、实施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

提供创业扶持等方式，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和社区服务、就业和自主创业。 

  六、组织实施 

  （一）加强对《人才规划纲要》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负责《人才规划纲要》实施的统筹协调和宏观指导。制定各项目标任务的分解落实

方案和重大工程实施办法。建立《人才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监测、评估、考核机制，加强督促检查。 

  （二）建立健全人才发展规划体系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以《人才规划纲要》为指导，根据实际，编制地区、

行业系统以及重点领域的人才发展规划，形成全国人才发展规划体系。 

  （三）营造实施《人才规划纲要》的良好社会环境 

  大力宣传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宣传实施《人才规划纲要》的重大意义和《人才

规划纲要》的指导方针、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宣传《人才规划纲要》实施中的典型经验、做法和成效，形成全社

会关心、支持人才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四）加强人才工作基础性建设 

  深入开展人才理论研究，积极探索人才资源开发规律。加强人才学科和研究机构建设。建立健全人才资源

统计和定期发布制度。推进人才工作信息化建设，建立人才信息网络和数据库。加强人才工作队伍建设，加大培训

力度，提高人才工作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人才发展规划，由中央军委另行制定。 

12.138 《2009—2013 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  （2009 年 7 月 26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06.htm  

（2009 年 7 月 26 日） 

  党员教育培训工作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为了切实做好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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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要求，适应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需要，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和党章为重点，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大规模开展党员教育培训，全方位提高党员队伍素质，为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二）基本要求 

  1．坚持把增强党性作为第一任务，将理想信念教育与能力建设贯穿始终。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武装广大党员，引导党员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把增强党性与提高能力统一起来，讲党性、重品行、作

表率，始终保持和发展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2．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把握党员需求，按需施教，分

类施教，在服务中加强教育培训，在教育培训中体现服务，激发党员参加教育培训的主动性、积极性，使广大党员

愿意学、学得懂、用得上、用得好。 

  3．坚持统筹协调，做到经常性教育与集中培训并重。面向全体党员，突出重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

法抓好经常性教育和集中培训，把党员享有接受教育培训的权利与履行学习的义务落到实处。 

  4．坚持改革创新，探索建立大规模教育培训党员工作新机制。创新培训理念，完善培训内容，改进培训

方式，整合培训资源，拓宽培训渠道，促使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二、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工作目标 

  从 2009 年起，用 5 年时间，在切实加强经常性教育的基础上，对未纳入各级党委干部教育培训范围的广

大基层党员普遍进行培训。通过教育培训，使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党性观念进一步增强、优良作风进

一步养成、工作能力进一步提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二）主要任务 

  在认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贯彻落实 200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党员经常

性教育的意见》有关精神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党员的实际需求，科学拟定计划，有步骤、

有重点地组织开展党员教育培训。 

  党员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始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放在首位，对广大党员进行党章和党

的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知识、党的历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任务教育，法律法规和党风党纪教育，业务知识

和技术技能培训。 

  广大农村、城市社区党员和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党员的教育培训分别由其所在地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

和学校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员的教育培训由其上一级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每年至少

进行一次，时间一般不少于 16 学时，其中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及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指导员一般不

少于 24 学时。 

  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以及金融机构党员的教育培训，由其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每年

至少进行一次，时间一般不少于 24 学时，其中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一般不少于 40 学时。 

  其他各类基层党员的教育培训，均按党组织隶属关系由其上一级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 

  纳入各级党委干部教育培训范围的党员领导干部，除认真执行干部教育培训的有关要求外，要带头参加所

在单位的党员教育培训。 

  三、重点工程 

  ——农村党组织书记培训工程。着眼于建设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农村党组织带头人队

伍，切实抓好农村党组织书记的培训。通过省级示范培训、市级重点培训、县级普遍培训，将农村党组织书记组织

到县级及以上党校和有关培训机构进行集中培训，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时间一般不少于 40 学时。对新任的农村党

组织书记及时进行任职培训。 

  ——新党员培训工程。着眼于增强党员意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从思想上入党，切实抓好新党员

的教育培训。通过集中学习、党课教育、座谈研讨、主题活动等方式，使每名新党员在入党后一年内至少参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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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 24 学时，按党组织隶属关系由其上一级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 

  ——大学生“村官”党员培训工程。着眼于培养善于做群众工作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切实抓好

大学生“村官”党员的培训。采取在县级及以上党校集中培训、到先进村实践培训、请优秀乡村干部传授经验等多

种方式，组织大学生“村官”党员在上岗前培训一次，签约期内每年至少培训一次，时间一般均不少于 40 学时。 

  ——党员创业就业技能培训工程。着眼于提高党员带头奔小康、带领群众奔小康的本领，切实加强党员的

创业就业技能培训。将党员创业就业技能培训纳入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绿色证书培训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

训阳光工程、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工程等。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与农业、科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密

切配合，重点抓好农村党员的实用技术培训和流动党员特别是农民工党员、下岗失业职工党员、退伍转业军人党员

的创业就业技能培训，努力使他们掌握１门以上技术技能，切实提高创业就业本领。 

  四、工作措施 

  （一）创新方式方法，激发党员参加教育培训的内在动力 

  坚持和完善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党员教育培训方式方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积极探索更加务实管

用、灵活多样的党员教育培训方法和途径。 

  积极组织党员参加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坚持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的方针，解放思想、联系实际，解

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党员普遍受教育、群众长期得实惠。 

  建立健全党员集中轮训制度。加强党员培训需求调研，有针对性地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分期分

批开展党员集中轮训。普遍推行农村党员春训、冬训的培训方式。推广菜单式选学等模式，采取专题辅导、案例分

析、交流研讨、知识竞赛、现身说法等方式，增强党员教育培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完善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组织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和基层党委负责同志定期为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讲党课，围绕党员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深入浅出地作出解答，使党员思想上受到启发、理论上

得到武装。 

  广泛开设党员“流动课堂”。组织党校教师、讲师团成员、先进典型代表、专家学者、科技人员等，进农

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流动办学、送教上门，力求做到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教育课堂。“流动课堂”要紧

贴党员实际，从党员最想学到的知识、最想掌握的技术技能教起，帮助党员提高认识、丰富知识、增强能力。 

  开展主题党日教育培训活动。结合党员实际和工作需要，确定特色鲜明的党日主题，组织党员开展学习培

训或实践活动。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主题党日教育培训活动。 

  （二）开发整合资源，构建富有活力的党员教育培训新格局 

  开发整合党员教育培训阵地资源。完善功能，强化服务，把村（社区）级组织活动场所、党员服务中心（站、

点）和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建设成为农村、街道社区党员教育培训的主阵地。突出党的创新理论培训这

一办学特色，充分发挥各级党校在党员教育培训中的重要作用。依托高等学校、职业技术院校和科研院所、社会培

训机构、科技示范基地等，开展党员业务技能培训。充分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警示教育基地、廉政教育示范基

地等，对党员进行党的历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纪律等的教育培训。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县

（市）要结合实际建立党员教育培训示范基地。积极推进军民共建、警民共建党员教育培训基地建设。 

  优化整合党员教育培训师资资源。按照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专兼结合的要求，优化整合党员

教育培训师资队伍。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县（市）都要建立开放式党员教育培训师资库，选聘党校干

校和大中专院校教师、领导干部、先进模范人物、科技人员、技术骨干、乡土人才、致富能手等担任专兼职教师。

鼓励建立党员教育培训志愿者讲师队伍。完善遴选制度，探索实行师资联聘、动态管理机制，逐步实现优质师资资

源共享。 

  加强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建设。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党的基本知识简明读本、党史简明读本。

地方各级党委可编写制作符合实际、各具特色、少而精的党员教育培训辅导材料。基层党组织可根据党员多样化、

个性化的学习需要，为党员推荐学习书目，提供学习材料。充分发挥图书、报刊在党员教育培训中的作用，倡导创

建农村、社区“党员书屋”。 

  （三）积极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努力提高党员教育培训的现代化水平 

  继续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党员电化教育。到 2010 年底，实现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

育乡村网络基本覆盖。积极推进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进党政机关，入街道社区、企业和高等学校。坚持重在

使用，努力拓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党员电化教育服务的领域、对象、内容、手段、功能，不断提高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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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和效果。 

  充分利用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开展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在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开办党员教育栏目。

整合党员教育培训网络资源，建立全国党员教育培训网。本单位建有网站的，党组织要在网站上设立党员教育栏目。

倡导建立网上党校，探索运用在线学习、“红色”短信、手机报等手段开展党员教育培训。 

  积极开发党员教育培训信息资源。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县（市）要建立数量充足、内容丰富、

使用方便的党员教育培训信息资源库，加强对电教片、远程教育课件等现代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应用，满足党员教育

培训的需要。 

  五、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将其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

强领导。要健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党员教育培训联系会议制度，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组织部门牵头，纪检机关、

宣传部门、党校等为成员单位，负责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安排部署和督促检查。联系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专题

研究解决党员教育培训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纪检机关、宣传部门和党校要健全党员教育培训

职能机构，保证足够的人员编制，充实必要的工作力量。基层党委可从实际出发，配备专兼职组织员，负责党员教

育培训的组织管理工作。 

  妥善解决党员教育培训经费。各级党委（党组）留存的党费主要用于党员教育培训。各级财政在安排培训

经费预算时要统筹安排党员教育培训经费。国有企业要从按规定提取的职工教育经费中足额安排党员教育培训经费。

事业单位要按规定渠道合理安排党员教育培训经费。各级安排的党员教育培训经费要向农村、街道社区和其他有困

难的基层党组织倾斜。中央组织部代中央管理的党费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特别是遭

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支持力度。 

  加强对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督促检查。建立党员教育培训登记制度，承担党员教育培训任务的单位要建立

学员管理制度和学籍档案制度，将党员参加培训的情况及时向其所在党组织反馈。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切实加强对

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督促检查，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推动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本规划，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意见和年度工作计划。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本规划的精神制定实施

意见。 

 

12.139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2008 年 5 月 13 日） 

http://qinfeng.gov.cn/info/1964/61403.htm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 

 

（2008 年 5 月 13 日）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建设，制定本工作规划。 

  一、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和工作目标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建立健全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颁布以来，各级党委、政府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认真抓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

设任务的落实，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

题，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全党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完善惩治和预防

腐败体系为重点，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切实贯彻维护党章，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坚持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密结合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以改革创新精神整体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

设各项工作，为实现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提供有力保证。 

  （二）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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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适应，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把反腐倡

廉建设贯穿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各个方面，既发挥服

务和促进作用，又推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逐步完善。 

  ——坚持改革创新、开拓进取。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反腐

倡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加强和改进惩治和预防腐败各项工作，总结新经验、研究新情况，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

作机制，破解工作难题，使反腐倡廉建设更加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更加富有实际成效。 

  ——坚持惩防并举、重在建设。以建设性的思路、举措和方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使惩治与预防、教育与

监督、深化体制改革与完善法律制度有机结合，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

制度建设，做到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形成有利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体制条件、法

制保证。 

  ——坚持统筹推进、综合治理。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

威慑力结合起来，把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阶段性任务与战略性目标结合起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整合各方面资源

和力量，增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 

  ——坚持突出重点、分类指导。紧紧抓住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以领导干部为重点，

以规范和制约权力为核心，紧密结合实际，区分不同情况，加强政策指导，探索有效途径，不断取得新进展。 

  （三）工作目标 

  经过今后 5 年的扎实工作，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初步建立，反腐倡

廉法规制度比较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基本形成，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党风政风明显改进，

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有新的提高。 

  二、推进反腐倡廉教育 

  （一）加强领导干部党风廉政教育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教育。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贯彻，教育和引导各级领

导干部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认真学习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倡廉重要思想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重要论述，认

真学习党章等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党性修养和从政道德修养，增强法制观念和纪律意识，打牢廉洁从政

的思想政治基础。制定《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育的意见》。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

定期安排反腐倡廉理论学习。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讲廉政党课。把反腐倡廉教育列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纳入各

级党校、行政学院及其他干部培训机构教学计划，定期举办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教育专题培训班。在领导干部任职培

训、干部在职岗位培训中开设廉政教育课程。 

  加强党的作风和纪律教育。中央纪委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等部门组织开展党风党纪专题教育，教

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讲党性、重品行、作表

率。切实改进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作风，着力解决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

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增强公仆意识，密切联系群众，做到为民、务实、清廉。继承党的光荣传统，牢记“两个

务必”，弘扬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讲实话、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大

力精简会议和文件，改进会风和文风。切实改进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作风，纠正一些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在国内外公务

活动中奢侈浪费、违规公款消费、重大问题个人说了算以及对职工困难漠不关心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形成依法

经营、廉洁从业、民主管理的风尚。切实改进高等学校领导人员作风，提高民主决策和校务公开制度化、规范化水

平。切实改进农村基层、街道社区干部作风，认真解决少数基层站所存在的干部吃拿卡要、刁难群众和工作效率低

下等问题，做到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二）加强面向全党全社会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 

  把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纳入全党宣传教育总体部署，融入在全党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之中。

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宣传思想、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部门要对反腐倡廉宣传教育作出年度工作安排。

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完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格局。 

  落实《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建设一批反腐倡廉教育基地，丰富“三会一课”内容，创新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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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和主题教育形式，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加大反腐倡廉宣传力度。深入宣传党的反腐倡廉理论、方针政策、基本经验和工作成果，宣传勤廉兼优的

先进典型。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和重点新闻网站、政府网站继续办好反腐倡廉专栏、专题节目。完善反腐倡廉新

闻发布制度。做好反腐倡廉对外宣传工作。严格执行反腐倡廉新闻宣传纪律。加强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

开展反腐倡廉网上宣传和热点问题引导。积极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 

  （三）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按照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结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制定《关

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结合企业文化建设，深入开展依法经营、廉洁从业教育。充分利用农村党员干

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结合农村传统文化活动，加强农村廉政文化建设。按照《关于在大中小学全面开展廉洁教育

的意见》，在学校德育教育中深入开展廉洁教育，丰富青少年思想道德实践活动。在家庭和社区中倡导清廉家风和

文明风尚。引导社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增强依法执业、公正廉洁意识。发扬革命传统，挖掘中华优秀文化的丰厚资

源，实施“廉政文化精品工程”。推动廉政文化内容形式和传播手段创新，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形成“以廉

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 

  三、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 

  （一）完善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制度 

  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修订《中国共产党地方委

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制定《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

制。 

  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制定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具体实施办法，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

常任制。制定《关于在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中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健全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重大决策征

求意见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修订《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推广基层党组织

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 

  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

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在试点基础上，研究制定《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提出罢免或撤换要求处理办

法（试行）》。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

定（试行）》。 

  （二）完善违纪行为惩处制度 

  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配套规定。健全对党的机关、人大机

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公务员的纪律处分规定，制定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人员的纪律处分规定。

制定在查处违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 

  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制定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办案、规范办案工作的

若干意见。制定国（境）外中资企业及其工作人员违纪违法案件调查处理办法。进一步规范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

关相互移送案件工作。 

  （三）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具体制度 

  修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制定《国有企业纪律检查工作条例》和关于实行农村基层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 

  （四）加强反腐倡廉国家立法工作 

  建立健全防治腐败法律法规，提高反腐倡廉法制化水平。在国家立法中，充分体现反腐倡廉基本要求。适

时将经过实践检验的反腐倡廉具体制度和有效做法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在今后 5 年内有计划、分步骤地制定或修

订一批法律、法规和条例。 

  四、强化监督制约 

  （一）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 

  加强对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情况的监督。加大执行政治纪律力度，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维护中央权威

和党的集中统一，始终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确保党

的十七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全面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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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监督。围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等重大政策和措施进行监督检查，防止和纠正违背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行为。 

  加强对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监督。认真开展对涉及全局性问题、重要干部推荐任免和奖惩等方面贯彻执

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党委全委会和常委会议事规则、决策程序的严格执行，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

人专断。 

  加强对落实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情况的监督。重点治理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

证和收受干股，违反规定插手市场交易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获取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以及在住房上以权谋

私等问题。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从业的有关规定。 

  加强上级党委和纪委对下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健全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常委的经常性考察和定期考核

机制。加强常委会内部监督，主要负责人要自觉接受常委会成员的监督。加强同级纪委对常委会成员的监督。充分

发挥党代表大会代表的作用，探索建立同级党代表大会代表、全委会对常委会工作进行评议监督制度。 

  加强巡视工作。制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继续加强对省（区、市）的巡视。加强对金融机构、国

有重要骨干企业、高等学校和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巡视。继续开展对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巡视试点。各省（区、市）

党委要认真开展对市（地、州、盟）的巡视，并延伸到县（市、区、旗），逐步开展对所属国有企业、高等学校和直

属机关的巡视。中央和国家机关可结合实际开展对直属单位、派出（驻）机构的巡视。 

  加强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制定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有关规定，完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

制。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协助驻在部门党组和行政领导班子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组织

协调反腐倡廉工作。 

  （二）加强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权力行使的监督 

  加强对干部人事权行使的监督。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坚持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前征求同级纪委意见的制度，坚持和完善强化预防、及时发现、

严肃纠正的干部监督工作机制。发挥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作用。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的监督，有效防范考

察失真和干部“带病提拔”。严肃查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坚决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加强对司法权行使的监督。完善纪委和党委政法委、组织部等部门在对司法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监督工

作中的协作配合机制。重视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强化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在刑事

诉讼中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强化司法机关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坚决防止和纠正执法不严、司法不

公的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加强对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行使的监督。认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推行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实行接办分离和程序公开，保证行政权力依法、公正、透

明运行。 

  加强对财政资金和金融的监管。开展对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政府非税收入和“收支两条

线”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继续对“小金库”进行专项清理。强化对国有金融企业产权和上市金融企业股权交

易的监督，规范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激励制度。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健全金融企业内控机制，提升监事会和

内审、稽核、合规、监察等监督机构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加强案件防控工作。 

  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充分发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政府职能部门和外派监事会的作用，加强对企

业国有产权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交易、重大投资决策等事项的监管。加强对企业重组、改制、破产和国有资本运营

各个环节的监管。加大对国（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力度。开展对国有企业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运

作事项及重要人事任免等实行集体决策情况的监督检查。 

  （三）发挥各监督主体的作用 

  加强和改进党内监督。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切实改进民主生活会的方式方法，增强

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相互监督。坚持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

生活会制度，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执行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实施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

内询问和质询办法，落实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和函询制度。推进党务公开，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落实党员

在党内监督中的责任和权利，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切实保障党员

批评、建议、检举等权利。建立健全党的纪检机关与组织部门有关情况通报制度。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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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觉接受党组织、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支持和保证人大监督。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通过听取和审议人

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

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进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方式，加强人大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的监督。重视本级人大常委会统一安排的人大代表视察工作，认真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和建议。 

  支持和保证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充分发挥行政监察职能作用，积极开展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

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严肃查处违反政纪的案件。加强行

政服务中心的建设和管理。落实地（厅）级及以下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试行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加强对重点专项资金和重大投资项目的审计。依法公告审计结果，促进审计结果落实。支持公

安、财政、土地、建设、环保等职能部门依法开展监督。 

  支持和保证司法监督。支持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审理和执行行政诉讼案件，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支持人民检察院依法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强化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 

  支持和保证政协民主监督。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支持政协运用会议、专题调研、

委员视察、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对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和廉政情况等进行监督。各级党委、政府要发挥政协、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作用，

认真听取他们的批评和建议，定期通报情况，自觉接受监督。认真办理政协委员的提案和建议。 

  支持和保证群众监督。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进政府上网工程，深化政务公开，

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推行社会听证、专家咨询等制度，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推进厂务公开、村务公

开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监督作用。落实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制度，

健全信访举报工作机制，畅通信访渠道。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重视和支持新闻媒

体正确开展舆论监督。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增强接受舆论监督的自觉性，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

声，推动和改进工作。新闻媒体要坚持科学监督、依法监督和建设性监督，遵守职业道德，把握正确导向，注重社

会效果。 

  发挥国家预防腐败机构的职能作用。加强对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和政策制定，对预防腐败

的重要改革措施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论证。建立预防腐败信息共享机制和腐败风险预警机制。总结预防腐败工作的

有效做法，提高预防腐败工作水平。 

  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切

实把防治腐败的要求落实到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各个环节，最大程度地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坚持党内监督

与党外监督相结合，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五、深化体制机制制度改革 

  （一）推进干部人事和司法体制改革 

  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规范干部任用提名

制度，地方党委讨论任用重要干部推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着力解决民主

推荐、民主测评及选举中的拉票贿选等问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完善领导干部职务

任期、回避和交流制度。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发挥考核结果在干部任用和监督管理中的作用。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程序、措施和范围。完善减刑、假释、保

外就医、暂予监外执行、服刑地变更的条件和裁定程序。健全司法人员执法过错、违纪违法责任追究和领导干部失

职责任追究等制度。健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完善司法管理制度和司法财政保障机制。积极推进审判公开、

检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完善法律统一适用制度，规范司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行使，保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二）推进行政管理和社会体制改革 

  贯彻落实《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

中介组织分开。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

政府。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推进教育、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加强住房改革和建

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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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推进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规范预算资金分配，完善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向社会公开预算内容和

转移支付情况。完善国库集中收付运行机制，健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

全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体系。切实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纳入基金预算管理。推进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及国有企事

业单位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改革。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严格执行资产配置管理办法和配置标准。进

一步改革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继续清理规范津贴补贴。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完善个人所得

税制度，强化税收调节。规范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严格控制税收减免。深入推行办税公开，健全税收管理员制度。 

  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健全支付监管体系，完善账户管理系统，依法落实

金融账户实名制。完善反洗钱合作机制，逐步将特定非金融机构纳入统一的反洗钱监管体系，加强对大额资金和可

疑交易资金的监测。完善防范和查处上市公司信息虚假披露和市场操纵等行为的制度。 

  制定《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规范企业投资核准制、备案制。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决策机制，

完善重大项目专家评议和论证制度、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推行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 

  （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大型国有企业董事会

建设，未设立董事会的企业逐步实行党委（党组）书记和总经理分设。推进国有企业监管体制改革。健全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和企业重大决策失误追究等制度。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主导地

位企业领导人员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健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薪酬制度和国有企业管理层投资持股制度，规范收

入分配秩序。完善国有金融资产、行政事业性资产和自然资源资产监管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监管体

制。 

  （五）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及相关改革 

  完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制度。实施严格的资格预审、招标公告发布、投标、评标定标以及评标专家管

理制度和惩戒办法。健全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机制。研究制定电子化招标投标办法。逐步构建统一的招

标投标信息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公开、共享。 

  规范土地征收和使用权出让制度。推进征地制度改革，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征地补偿和安置办法。进一步

完善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程序。深化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探矿权、采

矿权有偿使用制度改革。 

  推进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建立完善国有产权交易监管法规体系，实行企业国有产权进场交易。完善企业国

有产权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交易监管措施，重点建设和推广使用信息监测系统，实现交易动态监管。加强产权交易

行业自律组织建设。 

  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严格实行“管采分离”，加强对政府采购各个环节的

监管。研究建立统一的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规范国有企业物资采购招标投标工作。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完善行业信用记录。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和守信激励制度。整合有关部门和行业信用信

息资源，建立综合性数据库，逐步形成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六、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一）深入开展专项治理 

  重点解决物价、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生产、征地拆迁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强对

环境污染防治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认真履行环保职责、严重损害群众环境权益的地方和单位，追究

有关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严肃处理重大质量安全事件。开展对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力度，坚决查处事故背后的失职渎职行为和腐败问题。严

肃查处征收征用土地和矿产资源开发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二）加大纠风工作力度 

  强化对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和扶贫救灾专项资金的监管。认真治理公共服务行业侵害群众消费权益等问

题。加强对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的监督管理，规范服务和收费行为。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确

保各项政策的落实。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健全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评价制度，推行网上药品集中采购，严格医药和医

疗器械价格监管。规范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治理涉农乱收费。整顿农资市场秩序，坚决纠正和查

处截留挪用、克扣政府支农惠农补贴款等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查处侵害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利益问题。继续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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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规范评比达标表彰工作，纠正举办节庆活动过多过滥等问题。 

  （三）健全防治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 

  落实行风建设责任制，坚持“管行业必须管行风”。各省（区、市）、市（地、州、盟）进一步完善民主评

议政风行风等制度，办好政风行风热线，督促有关部门及时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 

  七、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 

  （一）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 

  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以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

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为重点，严肃查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

件，利用干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执法权、行政审批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的案件。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案

件。严肃查处规避招标、虚假招标及违法转包分包的案件，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土地、违规审批房地产开发项目或

擅自变更规划获取利益的案件，违法审批探矿权和采矿权、违法入股矿产开发的案件，金融领域违规授信、内幕交

易、挪用保险资金、违规发放核销贷款和资产处置的案件，隐匿、侵占、转移国有资产的案件。严肃查处为黄赌毒

等社会丑恶现象和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严肃查处贿赂案件，既要惩处受贿行为，又要惩处行贿行为。 

  （二）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工作 

  继续推进自查自纠和专项治理。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规范交易活动。重点查处工程建设、土地出让、

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以及银行信贷、证券期货、商业保险等方面的商业贿赂案

件。严禁中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在国（境）外的商业贿赂行为，依法查处国（境）外经济组织在我国内地

的商业贿赂行为。制定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推进市场诚信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

的意见。建立和完善商业贿赂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把是否存在不正当交易行为尤其是行贿行为作为市场准入和退出

的重要依据。 

  （三）提高执纪执法水平 

  坚持依纪依法办案。严格履行办案程序，按照规定权限正确使用办案措施。坚持严肃执纪、公正执法、文

明办案，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司法机关依法履行批捕、起诉、

审判职责，惩治各类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加强出入境管理和经济侦查等相关工作。健全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

度。对诬告陷害的，要严肃查处。为受到错告、诬告的同志澄清是非。加强对办案工作的监督管理。保障涉案人员

的合法权益。 

  改进办案方式和手段。加强对新形势下办案工作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严格区分违纪与违法界限，正确把握

政策和策略，综合运用法律、纪律、行政和经济处罚、组织处理等方式和手段，增加办案科技含量，提高办案能力

和水平。 

  （四）健全查处案件的协调机制 

  加大查处案件的组织协调力度。由纪委书记担任同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组长，加强对重大案件的协调、

指导和督办。加强纪检、审判、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完善跨区域协作办案及防逃、

追逃、追赃机制，进一步形成惩治腐败的整体合力。 

  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外反腐败的有益做法，做好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工作。建立健全国

际执法合作、司法协助和涉案人员外逃预警、遣返、引渡，以及涉案资产追回等工作机制，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和

交流。 

  （五）发挥查处案件的综合效应 

  深入剖析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查找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利用典型

案件开展警示教育，总结教训，引以为戒。实现查处案件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纪效果相统一。 

  八、切实抓好《工作规划》的贯彻落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是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主体，担负着全面领导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政治责任。要切实加强

领导，把贯彻落实《工作规划》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列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一起部署、

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党组）书记负总责，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分工抓好

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实行党政齐抓共管。各级纪委要充分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协助党委抓好《工作规划》各项任

务的分解和落实，制定实施方案，作出具体安排，健全工作机构，组织有关部门抓好工作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各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3231 页 共 3277 页 

部门处在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位置，对贯彻落实《工作规划》负有重要责任，要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充分

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二）狠抓工作落实 

  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关键是扎扎实实地抓好落实。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工作规划》的总体要求和

任务分解，明确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落实工作责任。各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要密切配

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保证工作任务的完成。要抓住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集中力量取

得突破，以此推动面上工作。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工作规划》贯彻落实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推进反腐

倡廉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探索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务求取得明显成效。 

  （三）开展监督检查 

  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各牵头单位，每年要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专项

检查，查找问题，认真整改，总结经验，推动工作，并提交工作报告。各地区各部门要把贯彻落实《工作规划》情

况列入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范围，作为工作实绩评定和干部奖惩的重要内容，严格责任考核，强化责

任追究。中央纪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检查，实施分类指导，确保《工作规划》确定的任务落到实处。 

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工作规划》，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的实施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贯彻落实的实施办法，由中央军委参照本《工作规划》制定。 

 

12.140 《开发商 5 多月跑 20 次办不到不动产证 永丰副县长开现场办公会两小时解决》 

2019-11-07 06:58:00  中国江西网  记者黄玉龙 

http://tt.m.jxnews.com.cn/news/85/853407.html  

县五型办介入副县长召开现场办公会“解民忧” 

  带着相关问题，记者联系了永丰县“五型”办，“五型”办负责人立刻向分管副县长京海华进行汇

报。京海华高度重视，为妥善解决问题，他召集了丰县自然资源局、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县房地产

管理局、县房地产交易中心、县消防大队、县五型办等部门负责人临时紧急召开现场办公会。 

  会上，京海华提出，把所涉及部门召集在一起就是“让大家吵一吵，看看问题症结究竟在哪？而

不是自说自话”。最终，通过讨论发现，问题出现在“不动产登记”环节，吴晗称系“当事人申报了错

误的项目”，因当事人申报的是进行“变更登记”，确实存在手续问题。而县房地产交易中心主任严春

兰则表示，“变更登记”是针对同一权利人而言，而此事中房产发生了买卖，应适用“转移登记”，其

前置手续都依法依规完成，不动产登记中心只负责最后发证，并不需要审核，理应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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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发来照片称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开始办理登记业务） 

  找了问题症结和解决办法，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京海华要求：“既然解决问题没有障碍了，那在

依法依规办事的前提下，有关部门要按程序迅速为业主及建安房产办理不动产权证转移登记手

续。”11 月 4 日，有业主给记者发来照片并表示，永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开始为业主办理不动产

权登记业务，业主们对问政江西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也对京海华副县长的关注表示感谢。 

  记者手记：推动“五型”政府建设贴了“横幅”更要落到实处 

  采访中，记者在永丰县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都看到在醒目处张贴有“五型”政府建设的

宣传广告、横幅，但这些部门个别领导的做法并没有很好体现有关精神。即便是当事人申请事项出

现了偏差，申报了错误的项目，但作为熟悉业务的权威人士，这些部门领导理应主动作为，有担当

有服务意识，给出合理化的建议，而不是让当事人在错误的道路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一遍又一遍补

材料走手续，也就不会出现“数月时间跑二十多次都办不好”的情况。 

  要推动“五型”政府建设，应大力弘扬“事事马上办、人人钉钉子、个个敢担当”的精神，“不为不

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法”，切实做好为民服务、为民解忧。这里要为京海华副县长点个赞，中午

12 点知晓情况后饿着肚子赶到会议室，临时紧急召开现场办公会，把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召集到现场

讨论解决方案，直到下午 2 点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他又顾不上吃送来的盒饭，赶去参加下一个会

议。 

  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解决几个月都难有进展的问题，在会议中多次强调“合法依规的情况下，能一

次办结的事情就应该一次办结，不能一次办结的也应该尽可能想办法，让老百姓少跑冤枉路”，京海

华是在用实际行动将推动“五型”政府建设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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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黄玉龙 

  永丰县“市政花园”地处城区中心，因位置不错，所以一二楼的商铺开售后咨询的人络绎不绝，

但已购买的业主却发现迟迟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业主们通过《问政江西》投诉开发商，称其拖延

推诿，而开发商也叫屈称数月时间里跑了二十多次都无法办好不动产权证。好在事情引起了永丰县

副县长京海华的重视，他专门召开临时现场办公会，两个小时妥善解决问题。 

  购商铺数月办不到不动产证业主投诉开发商 

  曾先生去年 10 月花费了 1400 余万元，购买了“市政花园”一楼近 2000 平方米的商铺开办酒楼，

这些钱多是借来的，曾先生原想办理好不动产权证后能向银行贷款，用于偿还债务，可就因为不动

产权证迟迟无法办好，他只能想各种办法筹措资金来还债。现在曾先生的资金压力大增，他心里打

鼓：“办不下来证一点保障也没有，万一开发商卷款跑了怎么办？” 

  肖先生则是今年 5 月凑了 50 余万购买了“市政花园”一套临街店面，准备开一家文具店，原本计

划赶在 9 月开学前完成装修并开业，也是因为没有办理不动产权证，他错过了开业好时机，计划被

彻底打乱，现在的店面仍只是毛坯。与曾先生和肖先生有一样遭遇的业主还有几十位，因为一再拖

延办证，业主们将矛头对准了开发商。 

  开发商代建“市政服务大厅”政府放弃回购 

  记者找到了开发商吉安市建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建安房产)了解情况，建安房产的代理

人肖学松称并不是开发商故意拖延，其中另有隐情。 

 

（当时项目获得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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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在 2005 年 5 月通过招拍挂手续，公司法人吴换炎花费了 170 万元取得了当地恩江镇欧

阳修广场北侧(永丰中学对面)地块的开发权。吴换炎与永丰县国土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建设

一栋八层商住综合楼，名为“市政花园”，其中 1、2 层为公益项目楼,用于办证大厅、市政服务大厅

等，开发商代建后由县政府出资回购；3 至 8 层楼为商品房。 随后，建安房产投资 660 万代建了市

政服务大厅(公益性项目楼)，工程于 2007 年 8 月竣工并在 2008 年 6 月顺利通过验收，建安房产也

按要求缴纳了相应税费。 

  2010 年 11 月，由于规划调整，永丰县行政中心建在佐龙片区，而办证大厅、市政服务大厅等

配套设施也需要随之转移，县政府决定放弃建安房产代建的市政服务大厅回购权。经双方协商，建

安公司同意一次性补偿县政府 220 万元，建安房产则可自行处置原公益性项目楼，县政府则同意土

地性质由原来的“公益性和商住综合用地”变更为“整体商住综合用地”。经过与有关部门多次协调

后，2012 年 7 月土地性质完成变更。 

  申请办证遭“不予受理”项目被指手续不全 

  因为总面积超过 7500 平方米，整体销售难度较大，2018 年，建安房产委托永丰县房地产测绘

队对 1、2 层建筑进行了测绘后分割成了 242 分户，开始对外销售。陆续有人购买后要求建安房产

帮忙办理不动产权证，但始终无果，随后就出现了开头提到的业主们在《问政江西》投诉开发商的

情况。 

 

（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登记不予受理告知书》）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3235 页 共 3277 页 

  对此，肖学松称建安房产也很委屈，因为业主们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都顺利完成了备案

等前置手续，只等永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审核发证，但却迟迟没有动静，直到今年 6 月 23 日，公

司收到了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登记不予受理告知书》。 

  《告知书》中表示，虽然建安房产提供了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房产证、土地证、房

屋测绘报告、土地分割表、不动产转让合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材料，但仍不齐全，按照《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有关规定决定不予受理。需要建安房产按规定提交住建、房管、消防等相关部

门同意分割的批准文件并经县政府同意后,再重新申请登记。 

  补齐手续后仍未办理登记部门称应“重走程序” 

  为了能顺利办证，建安房产按《告知书》要求，分别向住建、房管、消防等部门申请批准文

件。8 月 20 日，永丰县房管局、县房地产交易中心盖章同意并回复称“同意分割销售，办理商品房

合同备案”；8 月 21 日，永丰县住建局、永丰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也盖章出具说明称“经查阅

相关资料,该项目工程主体结构安全,符合原设计要求,程序到位”，此外，“说明”还指出“该房建项目

消防工程已经县消防大队验收合格,若进行二次装修,根据《消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重新申

报消防设计审查及消防验收”。 

 

（永丰县住建局、永丰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出具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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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县房管局、县房地产交易中心同意进行分割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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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房产取得的完税证明） 

  原以为补齐手续后能顺利办证，新问题又出现了。永丰县自然资源局局长黄玮、永丰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主任吴晗再次要求“一是应重新由县房管局颁发预售,正常交税费；二是重新认定房屋建设

质量；三是由消防出消防安全方案；四是要进行稳评；五是县政府须重新明确由一户进行分割多少

(因原县政府己明确只发一本证)；六是房管、住建、消防、规划等须重新出具相关方案与证明”。 

  “哪有这样办事的，这不是为难人么”肖学松说：“公司安排了专人来对接此事，之前跑得不算，

单从 5 月份到 10 月份的 5 个多月了，人家跑材料 20 多次就是办不下来，总是要补各种各样的材

料。” 对此，吴晗回应，提出这些要求的依据，是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不动产登记流

程》中相关规定。记者发现其中提到“同一权利人分割或者合并房屋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交相关

部门同意分割或者合并的批准文件”，并没有黄玮、吴晗所提出“重走程序”的要求。 

  县五型办介入副县长召开现场办公会“解民忧” 

  带着相关问题，记者联系了永丰县“五型”办，“五型”办负责人立刻向分管副县长京海华进行汇

报。京海华高度重视，为妥善解决问题，他召集了丰县自然资源局、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县房地产

管理局、县房地产交易中心、县消防大队、县五型办等部门负责人临时紧急召开现场办公会。 

  会上，京海华提出，把所涉及部门召集在一起就是“让大家吵一吵，看看问题症结究竟在哪？而

不是自说自话”。最终，通过讨论发现，问题出现在“不动产登记”环节，吴晗称系“当事人申报了错

误的项目”，因当事人申报的是进行“变更登记”，确实存在手续问题。而县房地产交易中心主任严春

兰则表示，“变更登记”是针对同一权利人而言，而此事中房产发生了买卖，应适用“转移登记”，其

前置手续都依法依规完成，不动产登记中心只负责最后发证，并不需要审核，理应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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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发来照片称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开始办理登记业务） 

  找了问题症结和解决办法，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京海华要求：“既然解决问题没有障碍了，那在

依法依规办事的前提下，有关部门要按程序迅速为业主及建安房产办理不动产权证转移登记手

续。”11 月 4 日，有业主给记者发来照片并表示，永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开始为业主办理不动产

权登记业务，业主们对问政江西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也对京海华副县长的关注表示感谢。 

  记者手记：推动“五型”政府建设贴了“横幅”更要落到实处 

  采访中，记者在永丰县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都看到在醒目处张贴有“五型”政府建设的

宣传广告、横幅，但这些部门个别领导的做法并没有很好体现有关精神。即便是当事人申请事项出

现了偏差，申报了错误的项目，但作为熟悉业务的权威人士，这些部门领导理应主动作为，有担当

有服务意识，给出合理化的建议，而不是让当事人在错误的道路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一遍又一遍补

材料走手续，也就不会出现“数月时间跑二十多次都办不好”的情况。 

  要推动“五型”政府建设，应大力弘扬“事事马上办、人人钉钉子、个个敢担当”的精神，“不为不

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法”，切实做好为民服务、为民解忧。这里要为京海华副县长点个赞，中午

12 点知晓情况后饿着肚子赶到会议室，临时紧急召开现场办公会，把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召集到现场

讨论解决方案，直到下午 2 点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他又顾不上吃送来的盒饭，赶去参加下一个会

议。 

  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解决几个月都难有进展的问题，在会议中多次强调“合法依规的情况下，能一

次办结的事情就应该一次办结，不能一次办结的也应该尽可能想办法，让老百姓少跑冤枉路”，京海

华是在用实际行动将推动“五型”政府建设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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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黄玉龙 

 

 

12.141 《合法分割销售房产遇波折》 

大江网   2019-11-07 09:48:58 来源：中国江西网-新法制报 编辑：黎萍 作者：付强 

http://www.jxcn.cn/system/2019/11/07/018648865.shtml  

永丰县一开发商代建市政服务大厅遭政府弃购 

    土地变性商住楼分割成 200 多户无法办产权证 副县长开现场办公会解决难题 

文/图 首席记者付强 

    2006 年，永丰县的吉安市建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投资 660 万元代建了市政服务

大厅（公益性项目楼），却遭遇县政府放弃回购。为了将公益用地变更为商住综合用地，他们来来回回多次奔走

于各个部门之间进行沟通，直到 2012 年 7 月，才得以顺利完成土地性质变更。 

    然而，土地性质解决了，分割销售问题又紧随而来。据建安公司介绍，2018 年以来，他们提出分割销

售，并且按照程序已经走到最后一步，只等永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按下“确认键”即可办结，但却遭遇登记中心

“不予登记”。在按要求补齐相关手续后，该中心提出还要补办更多手续。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涉事大楼已变更为整体商住综合用地 

    履约代建市政大厅遭遇政府放弃回购 

    要弄清楚事情原委，还得从 2005 年 5月 10 日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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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当事人吴换炎通过招拍挂程序，合法取得了位于永丰县恩江镇欧阳修广场北侧一地块（10.348

亩）的开发权，总价为 170 万元。在吴换炎与永丰县国土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建设一

栋八层商住综合楼，名为“市政花园”。一、二层为公益项目楼，用于做办证大厅、市政服务大厅等，由开发商

代建，县政府出资回购；3~8 楼为商品房（商住综合用地）。 

    当即，吴换炎成立了吉安市建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肖学松为该公司委托代理人。 

    2005 年 11月 14日，吴换炎等来了一份《关于永丰县市政服务大厅工程立项的批复》（永计[2005]84

号）。在这份批复中，明确建设面积 1.9 万平方米，要求严格按照县政府审定的平面规划精心组织实施，早日建

设投入使用。 

    而后，建安公司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

证件，该工程于 2007 年 8 月竣工。 

    2008 年 6 月 20日，永丰县国土资源局组织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地籍地政股对项目进行了检查验收。通

过现场勘测及查阅资料，该局认为主要技术指标符合拍卖文件规定，总体考评验收合格，一、二层建筑面积为

7518.35 平方米，并通过了永丰县建设工程综合竣工验收备案审查领导小组验收，建安公司按规定缴纳了各项地

方税费，只等交付使用，待各政府部门入驻。 

    让人没想到的是，建安公司苦等了两年，却等到一个“坏消息”。2010 年 11 月 15日，永丰县推进新型

城镇化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究决定，由于规划调整，行政中心建在佐龙片区，办证大厅、市政服务大厅等拟配

套改建到住片区，放弃建安公司建设的市政服务大厅（公益性项目楼）的回购权。 

    经双方反复协商，建安公司同意一次性补偿县政府人民币 220 万元，之后建安公司可自行处置原公益性

项目楼，所得收益全部归建安公司，县政府同意土地性质由原出让合同约定的公益性和商住综合用地变更为整体

商住综合用地。 

    土地性质变更完成 分割销售又遇难题 

    建安公司委托代理人肖学松称，为了变更整体商住综合用地，他们来来回回多次奔走于各个部门之间沟

通，反复说明来意。直到 2012 年 7月，才得以顺利完成土地性质变更。 

    然而，土地性质好不容易解决了，新的问题又紧随而来。 

    建安公司会计杨红莲告诉新法制报记者，由于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工程建设，再加上补缴了 220 万

元土地出让金，这让公司产生了不小的压力。为此，公司将该项目土地证向银行抵押借款以解燃眉之急。 

    在还清银行贷款后，2018 年，建安公司委托永丰县房地产测绘队对一、二层建筑面积进行了分割，分割

成了 242 分户，并着手对外销售。 

    接下来，不动产权证迟迟办不下来，又让公司成为众矢之的。业主肖伟明称，今年 5 月份，他花 50 余万

元购买了一套临街店面，准备开一家文具店。而现在，开发商一再拖延办证，影响了他的经商计划。业主曾志明

则告诉记者，2018 年 10月份，他购买了一楼的一些店面，支付了 600多万元购房款，用于经营酒店。本想拿到

产权证后，再贷一部分款用于流动资金及装修等用途。但是，开发商一直在拖延办证时间。 

    对此，肖学松称公司也是无可奈何。他说，业主与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顺利通过永丰县

房管局备案，只等永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审核发证。然而，今年 6 月 23 日，永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却向建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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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一份《不动产登记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书中称，建安公司须提交的材料清单如下：1.登记申请书(原

件)；2.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3.房产证、土地证(原件)；4.房屋测绘报告、土地分割表(原件)；5.不动产转

让合同(复印件)；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经核查，上述申请因材料不齐全，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请建安公司按规定提交住建、房管、消防等相关部门同意分割

的批准文件并经县政府同意后，再重新申请登记。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26 条规定，同一权利人分割或者合并不动产的，权利人可向不

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该细则并未明确要去补哪些手续，也没有设置任何条件。”肖学松说。 

    登记中心要求补手续 “确认键”难按下 

    肖学松首先找到了县住建局、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开具证明。8月 2 日，上述两家单位开具了一

份证明：“你公司开发的永丰县市政服务大厅项目工程，经查阅相关资料，该项目工程主体结构安全，符合原设

计要求，程序到位。” 

    县消防部门则指出，该房建项目消防工程已验收合格，若进行二次装修，根据《消防法》等相关法规，

需重新申报消防设计审查及消防验收。 

    与此同时，建安公司向县房地产管理局、县房地产交易中心递交了一份申请书，申请办证大厅分割为

242 间对外销售，按照分割后的面积分别办理商品房销售合同备案业务，得到了上述两部门书面盖章同意。 

    “当我们向登记中心递交上述材料后，对方又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肖学松称，永丰县自然资源局、永

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一是应重新由县房管局颁发预售许可证，正常交税费；二是重新认定房屋建设质量；

三是由消防部门出消防安全方案；四是要进行稳评；五是县政府须重新明确由一户进行分割多少(因县政府此前已

明确只发一本证)；六是房管、住建、消防、规划等须重新出具相关方案与证明。 

    “为什么一次不可以说完，说好的‘只跑一次’呢？”在肖学松看来，登记中心提出补办一系列手续没

有道理。据其了解，《不动产登记行暂行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肖学松称，在两年的时间内，杨红莲每天的任务就是办证，各个部门至少跑了数十趟。办理程序已经走

到最后一步，只等登记中心按下“确认键”即可办结。 

    永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吴晗回应称，办理这些手续，是严格按照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印发的《江西省

不动产登记流程》通知执行的。 

    记者注意到，其中关于申请材料，仅仅规定了“同一权利人分割或者合并房屋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

交相关部门同意分割或者合并的批准文件”，并未要求重新由县房管局颁发预售，正常交税费、重新认定房物建

设质量、由消防出消防安全方案及要进行稳评等等。 

    根据“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办理上述规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面对追问，县自然资源局和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均未作出回应。 

    副县长召集多部门现场办公解决难题 

    对此，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主任蔡前称，眼下，江西正在着力推进“五型”政府建设，明确

提出要建设“担当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紧贴群众需求，加快实现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转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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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省政府办公厅还印发了《江西省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十大行动

方案》。在蔡前看来，上述案例是不该发生的事情，背离了“五型政府”的要求。 

    庆幸的是，此事引起了永丰县副县长京海华的高度重视。10月 30 日下午，为妥善解决企业办事难题，

京海华召集了县自然资源局、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县房地产管理局、县房地产交易中心、县消防救援大队、县五

型办等部门及建安公司代表、新法制报记者召开现场办公会。 

    会上，县房地产交易中心主任严春兰提出， “同一权利人分割或者合并房屋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交

相关部门同意分割或者合并的批准文件”，是针对同一权利人分割，而建安公司的情况是转移登记，登记中心仅

为登记机关，而非审批机关，此事办理程序已经走到最后一步，只等登记中心按下“确认键”即可办结，折腾建

安公司到处跑数十趟欠妥。 因此，建安公司申请办证大厅分割为 242户对外销售，按照分割后的面积分别办理商

品房销售合同备案业务合法合规，没有任何办理其他手续的门槛，应予办理。 

    京海华要求，“最多跑一次”改革是让企业和群众到政府部门办事更方便，政府将贯彻落实，各个部门

应依法行政，并按程序迅速为业主及建安公司办理不动产权证转移登记手续。 

    11月 4 日下午，肖学松致电本报记者，称不动产登记中心已为各位业主办理好不动产权证转移登记手

续。对于新法制报记者的帮助，业主及建安公司表示感谢。 

 

 

12.142 《副县长现场办公，两小时解决问题》 

大江网   2019-11-11 10:16:58 来源：中国江西网-信息日报 编辑：付婷 作者：黄玉龙 

http://www.jxcn.cn/system/2019/11/11/0186521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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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江西网/江西头条新闻客户端记者黄玉龙/文 

    永丰县市政花园小区地处城区中心，一、二楼商铺开售后，咨询的人络绎不绝，但已购买的业主却发现

商铺迟迟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业主们在《问政江西》发帖，称开发商拖延推诿，而开发商则叫屈，称数月时间

里跑了二十多次都无法办好不动产权证。事情最终引起永丰县一名副县长的重视，他专门召开临时现场办公会，

两个小时妥善解决问题。 

    业主焦虑 

    花巨资买商铺一年多拿不到不动产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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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先生去年 10月花 1400 余万元，购买了市政花园一楼近 2000平方米的商铺开办酒楼，这些钱多是借来

的，曾先生原想办好不动产权证后能向银行贷款，用于偿还债务，可因为不动产权证迟迟无法办好，他只能想各

种办法筹措资金还债，现在曾先生的资金压力大增。 

    肖先生则是今年 5 月凑 50余万元购买了市政花园一套临街店面，准备开一家文具店，原本计划赶在 9 月

开学前完成装修并开业，也因为没有办理不动产权证，错过了开业好时机，计划被打乱，现在店面仍是毛坯。与

曾先生和肖先生有一样遭遇的业主还有几十位。 

    个中曲折 

    开发商代建市政服务大厅，县政府因故放弃回购 

    记者找到开发商吉安市建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建安房产)了解情况，建安房产的代理人肖学松称

并不是开发商故意拖延，其中另有隐情。 

    原来，2005 年 5 月通过招拍挂手续，公司法人吴换炎取得了恩江镇欧阳修广场北侧(永丰中学对面)地块

的开发权。吴换炎与永丰县国土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建设一栋八层商住综合楼，名为“市政花园”，其中

1、2 层为公益项目楼,用于做办证大厅、市政服务大厅等，开发商代建后由县政府出资回购；3至 8 层楼为商品

房。随后，建安房产投资 660 万元代建市政服务大厅(公益性项目楼)，工程 2007 年 8 月竣工并于 2008 年 6月通

过验收，建安房产也按要求缴纳了相应税费。 

    2010 年 11 月，由于规划调整，永丰县行政中心建在佐龙片区，办证大厅、市政服务大厅等配套设施也

需要随之转移，县政府决定放弃建安房产代建的市政服务大厅回购权。经双方协商，建安公司同意一次性补偿县

政府 220 万元，建安房产则可自行处置原公益性项目楼，县政府同意土地性质由原来的“公益性和商住综合用

地”变更为“整体商住综合用地”。经过与有关部门多次协调后，2012 年 7 月土地性质完成变更。 

    不动产登记中心称分割销售手续不齐全 

    因为总面积超过 7500 平方米，整体销售难度较大，2018 年，建安房产委托永丰县房地产测绘队对 1、2

层建筑进行测绘后分割成 242 分户，开始对外销售。陆续有人购买后要求建安房产帮助办理不动产权证，但始终

无果，随后就出现了开头提到的业主们在《问政江西》反映开发商拖延的情况。 

    对此，肖学松称，建安房产也很委屈，因为业主们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都顺利完成了备案等前置

手续，只等永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审核发证，但却迟迟没有动静，直到今年 6 月 23 日，公司收到了不动产登记中

心出具的《不动产登记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书》中表示，虽然建安房产提供了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

明、房产证、土地证、房屋测绘报告、土地分割表、不动产转让合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材料，但仍不齐

全，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有关规定决定不予受理。需要建安房产按规定提交住建、房管、消防等相关部

门同意分割的批准文件并经县政府同意后,再重新申请登记。 

    手续补齐 登记部门又要求“重走程序” 

    为了能顺利办证，建安房产按《告知书》要求，分别向住建、房管、消防等部门申请批准文件。2019 年

8 月 20 日，永丰县房地产交易中心盖章同意并回复称“同意分割销售，办理商品房合同备案”；8 月 21日，永丰

县住建局、永丰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也盖章出具说明称，“经查阅相关资料,该项目工程主体结构安全,符

合原设计要求,程序到位”。“说明”还指出，“该房建项目消防工程已经县消防大队验收合格,若进行二次装修,

根据《消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重新申报消防设计审查及消防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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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以为补齐手续后就能顺利办证，然而新问题又出现了。永丰县自然资源局、永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再

次要求：“一是应重新由县房管局颁发预售,正常交税费；二是重新认定房屋建设质量；三是由消防出具消防安全

方案；四是要进行稳评；五是县政府须重新明确由一户分割多少户(县政府原明确只发一本证)；六是房管、住

建、消防、规划等须重新出具相关方案与证明”。 

    肖学松说：“公司安排了专人对接此事，单从 5月份到 10 月份 5 个多月，跑材料就跑了 20 多次，总是

要补各种各样的材料。” 

    对此，永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回应，提出这些要求的依据是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不动产登记

流程》中相关规定。记者发现其中提到，“同一权利人分割或者合并房屋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交相关部门同

意分割或者合并的批准文件”，并没有永丰县自然资源局、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的“重走程序”要求。 

    合力解难 

    副县长现场办公解决问题 登记部门开始为业主办证 

    就此问题，记者联系了永丰县“五型”办。“五型”办负责人立刻向分管副县长京海华进行了汇报。京

海华召集县自然资源局、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县房地产管理局、县房地产交易中心、县消防大队、县“五型办”

等部门负责人临时紧急召开现场办公会。会上讨论发现，问题出在“不动产登记”环节。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

人称系“当事人申报了错误的项目”，当事人申报的是进行“变更登记”，确实存在手续问题。而县房地产交易

中心负责人则表示，“变更登记”是针对同一权利人而言，而此事中房产发生了买卖，应适用“转移登记”，其

前置手续都依法依规完成，不动产登记中心只负责最后发证，并不需要审核，理应办理。 

    找了问题的症结和解决办法，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京海华要求：“既然解决问题没有障碍了，那在依法

依规办事的前提下，有关部门要按程序迅速为业主及建安房产办理不动产权证转移登记手续。” 

    11月 4 日，有业主给记者发来照片并表示，永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开始为业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业

务。 

    记者手记 

    推进“五型”政府建设要用行动落到实处 

    采访中，记者在永丰县自然资源局、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都看到醒目处张贴有“五型”政府建设的宣传广

告、横幅，但这些部门个别工作人员的做法并没有很好地体现有关精神。即便是当事人申请事项出现了偏差，作

为熟悉业务的权威人士，这些部门理应主动作为，有担当，有服务意识，给出合理化建议，而不是让当事人在错

误的道路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一遍又一遍补材料走手续，也就不会出现数月时间跑二十多次都办不好不动产权证

的情况。 

    推动“五型”政府建设，应大力弘扬“事事马上办、人人钉钉子、个个敢担当”的精神，“不为不办找

理由，只为办好想办法”，切实做到为民服务、为民解忧。这里要为京海华副县长点个赞，中午 12 时知晓情况后

饿着肚子赶到会议室，临时紧急召开现场办公会，把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召集到现场讨论解决方案，直到 14 时问题

得到妥善解决，他又顾不上吃送来的盒饭，赶去参加下一个会议。 

    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解决几个月都难有进展的问题，在会议中多次强调“合法依规的情况下，能一次办结

的事情就应该一次办结，不能一次办结的也应该尽可能想办法，让老百姓少跑冤枉路”，京海华是在用实际行动

将推动“五型”政府建设落到实处。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3246 页 共 3277 页 

 

12.143 《2014 年江西工程质量监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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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工程建设和投诉过程中存

在的违法违规行为概要(包括处理过程) 

 

 

违法行为 行为标准 处罚标准 责任单位或

个人 

1.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

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

擅自施工的 

 

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向

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 

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国务

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 

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

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

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建筑法》第 7 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

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 ；)厲

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

其配的线路、管道、设 备的

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 位在

幵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

定，向工程所在地的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以下简称发证 机关）申

请领取施工许对证。 

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下

或者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

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

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省、自

治区、直轱市人民政府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  据当

地的实际情况，对限额进行

调整，并报国务院建设 行政

主符部门济案。按照国务院

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  准开

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

取施工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

理办法》第 2 条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责令

改正，对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

工，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

一以上 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处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建筑法》第 64、76 条；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 10、

13 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57 条 

建设单位和

施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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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

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

工的. 

本办法规定必须申请领取施

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来収得

施工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开

工。任何单位和人不得将应

该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

程项目分解为若干限额以下

的工程项目 ,规避申请领取

施工许可许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

理办法》第 3 条 

由有权的发证机关责令改正,对符合开

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并对建设单位

和施工单位分别处 以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 5000元以上 30000元以卜的 罚

款，没而违法所得的处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上的 罚款。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 10、

13 条 

建设单位和

施工单位 

3.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

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

包单位的 

建筑工程实行招标发包的，

发包单位应告将建筑工程发

包给依法中标的承包单位 ,

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 ,

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

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

包单位。 

——《建筑法》第 22 条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 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责令

改正，处以罚款。 

——《建筑法》第 65、76 条 

 

发包单位 

4.建设单位明示或暗示设

计单位或施工单位违反工

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

程质量的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

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

建设工程质量。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 10 条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 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责令

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元以 下的罚

款。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56、75

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5、

68 条；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

督规定》第 16 条 

建设单位 

5.建设单位施工图设计文

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

格,擅自施工的.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设计

文件报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审查。施工 图设计

文件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国

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会

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

定。 

施工图设计文件  未经审查

批准的，不得使用。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 11 条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 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责令

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元以下的罚

款。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56 条 

建设单位 

6.建设单位未按照国家规

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

或者开工报告前 ,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

监督手续.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 13 条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责令

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50 元以下的罚款.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 第 56 条 

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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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设单位明示或者暗示

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

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 14 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56 条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第 16 条 

建设单位 

8.建设单位对不合格的建

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 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责令

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

分之四以下的罚款。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58 条 

 

建设单位 

9.勘察 ,设计,施工,工程监

理单位超越单位资质承揽

工程 

  勘察 ,设计 ,

施工 , 工程

监理单位 

10.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

位或者建设施工企业串通,

弄虑作假 ,降低工程质量

的. 

建筑工程监理应当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及有关的 技术

标准、设计文件和建筑工程

承包合同 ,对承包单位在施

工质量、建设工期和建设资

金使用等方而 ,代表建设单

位实施监督。工程监理人员

认为工程施工不符合  工程

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

合同约定的，有权要求 建筑

施工企业改正。工程监理人

员发现工程设计不符合建筑

工程质量标准或者合同约定

的质量要求的 ,应当报告建

设单位要求设计单位改正.<

建筑法>第 32 条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责令

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 元以下的

罚款，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降低资质

等级或 者吊销资质证书，被吊销资质

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吊销其

营业执照;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建筑法》第 69、76 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67、75 条 

 

工程监理单

位与建设单

位或者建设

施工单位 

11.工程监理单位将不合格

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构配

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67、75

条；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第 19 条 

工程监理单

位 

12.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

结构变动装修工程擅自施

工的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

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在

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

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设计单

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

方案的，不得施工。 

 

——《建筑法》第 49 条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 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责令

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 元以下的

罚款;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

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费

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建筑法》第 70、76 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69 条 

 

 

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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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建设单位违反法律法规

定,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

建筑施工企业违反建筑工

程质量 ,安全标准 ,降低工

程质量的. 

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  者建

筑施工企业在工程设计或者

施工作业中，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

标准，降低工程质量。建筑设

计单位和建筑施工企业对建

设单位违反前款规定提出的

降低工程质量的要求 ,应当

予以拒绝。 

 

——《建筑法》第 54 条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责令

改正，可以处以罚款。 

——（建筑法》第 72、76 条 

建设单位 

14.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刚责令

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由颁发资质

证书的机关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

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被吊销

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

其营业执照。 

——《建设工枉质量管理条例>第 63、

75 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第 40 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 56、68 条； <建设工程勘察质

量管理办法》第 24 条 

勘察单位 

15.勘察文件没有责任人签

字或签字不全的. 

工程勘察企业的法定代表

人、项目负责人、审核人、审

定人等相关人员，应当在勘

察文件上签字或者盖章，并

对勘察质量负责。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

法》第 13 条 

由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依照本

办法规定，给予勘察企业罚款处罚的，

由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对企业的法

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企

业罚款数额的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 25

条第 1 项,第 27 条 

勘察单位 

16.工程勘察企业原始记录

不按照规定记录或者记录

不完整的. 

工程勘察工作的原始记录应

当在勘察过程中及时整理、

核对，确保取样、记录的真实

和准确，严禁离开现场追记

或者补记。《建设工程勘察质

量管理办法》第 14 条 

由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依照本

办法规定，给予勘察企业罚款处罚的，

由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对企业的法

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企

业罚款数额的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 25

条第 2 项,第 27 条 

勘察单位 

17.工程勘察企业不参加施

工验槽 

 由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依照本

办法规定，给予勘察企业罚款处罚的，

由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对企业的法

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企

勘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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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罚款数额的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 25

条第 3 项,第 27 条 

18.工程勘察企业项目完成

后 ,勘察文件不归档保存

的. 

工程勘察企业应当加强技术

档案的管理工作。工程项目

完成后，必须将全部资料分

类编目，装订成册，归档保

存。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

法》第 17 条 

由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依照本

办法规定，给予勘察企业罚款处罚的，

由工程勘察质量监督部门对企业的法

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企

业罚款数额的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 25

条第 4 项,第 27 条 

勘察单位 

19.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责令

改正,处以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

罚款.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由颁发资质

证书的机关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

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被吊销

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

其营业执照. 

--《建设工租质量管理条例》第 63、75

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

40 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 56,68 条；《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监督规定》第 17 条 

 

设计单位 

20.施工单位违反强制性标

准 

 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第 18 条 

 

施工单位 

21.建筑施工企业在施工中

偷工减料的. 

建筑施工企业对工程的施工

质量负责。建筑施工企业必

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

技术标准施工，不得偷工减

料。工程设计的修改由原设

单位负责 ,建筑施工企业不

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 

 

——《建筑法》第 58 条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责令

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分

之四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

质证书的机关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

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被吊销资质

证书的.由工商行政政理部门吊销其营

业执照。——《建筑法》第 74、76 条：

《建设工质量管理条例》第 64 条| 

施工单位 

22.建筑施工企业在施工中

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

筑构件配件和设备的.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

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

合同的约定，对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备进行检验，

不合格的不得使用。《建筑

法》第 59 条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责令

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

分之四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

证书；造成建筑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

施工单位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3252 页 共 3277 页 

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

因此造成的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建筑法》第 74、76 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64 条 

23.建筑施工企业在施工中

有其他不按照工程设计图

纸或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

行为的.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责令

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

分之四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

证书；造成建筑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

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

因此造成的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建筑法》第 74、76 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64 条 

施工单位 

24.施工单位未对建筑材

料 ,建筑构配件 ,设备和商

品混凝土进行检验的.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

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

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

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

检验，检验应当有书面记录

和专人签字；未经检验或者

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 29 条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责令

改正，处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

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责令停业整

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

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

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被

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吊销其营业执照。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65、75 条 

施工单位 

25.施工单位未对涉及结构

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

材料取样检测的. 

施工人员对涉及结构安全的

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

当在建设单位或者工程监理

单位监督下现场取样，并送

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质量检

测单位进行检测。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 31 条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责令

改正，处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

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责令停业整

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

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

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被

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吊销其营业执照。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65、75 条 

施工单位 

26.建筑施工企业不履行保

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

义务. 

建筑工程的保修范围应当包

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

工程、屋面防水工程和其他

土建工程，以及电气管线、上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

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责令

改正，处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

罚款 

施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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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管线的安装工程，供热、

供冷系统工程等项目；保修

的期限应当按照保证建筑物

合理寿命年限内正常使用，

维护使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

确定。具体的保修范围和最

低保修期限由国务院规定。 

《建筑法》第 62 条 

《建筑法》第 75、76 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66、75 条 

27.注册建筑师 ,注册结构

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

执业人员因过错造成质量

事故的. 

 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监理工

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因过错造成质量

事故的，责令停止执业１年；造成重大

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５年

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

不予注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72 条 

注 册 建 筑

师 , 注册结

构工程师 ,

监理工程师

等注册执业

人员 

28.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经

注册建筑师同意擅自修改

其设计图纸的. 

任何单位和个人修改注册建

筑师的设计图纸，应当征得

该注册建筑师同意；但是，因

特殊情况不能征得该注册建

筑师同意的除外。《中华人民

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第

27 条 

未经注册建筑师同意擅自修改其设计

图纸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纠正；造成损失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第

33 条 

建设单位 

29.建设单位明示或暗示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民用

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

设计,施工的.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民

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

设计、施工，不得明示或者暗

示施工单位使用不符合施工

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

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

冷系统和照明设备。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14

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37 条 

建设单位 

30.建设单位明示或者暗示

施工单位使用不符合施工

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

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

冷系统和照明设备的.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民

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

设计、施工，不得明示或者暗

示施工单位使用不符合施工

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

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

冷系统和照明设备。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14

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37 条 

建设单位 

31.建设单位采购不符合施

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

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

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的. 

按照合同约定由建设单位采

购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

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

备的，建设单位应当保证其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37 条 

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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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14

条 

32.建设单位对不符合民用

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民

用建筑项目出具竣工验收

合格报告的. 

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应

当对民用建筑是否符合民用

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查

验；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

强制性标准的，不得出具竣

工验收合格报告。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17

条 

建设单位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

性标准的民用建筑项目出具竣工验收

合格报告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民用建筑项

目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38 条 

建设单位 

33.设计单位未按照民用建

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

计,或者使用列入禁止使用

目录的技术 ,工艺 ,材料和

设备.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不得在建筑活动中使用列

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

艺、材料和设备。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11

条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

理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

应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

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监

理。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15

条 

设计单位未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

标准进行设计，或者使用列入禁止使用

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

的部门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

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39 条 

设计单位 

34.施工单位未按照民用建

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施

工的.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

理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

应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

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监

理。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15

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民用建筑项目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40 条 

施工单位 

35.施工单位未对进入施工

现场的墙体材料 ,保温材

料 ,门窗 ,采暖制冷系统和

照明设备进行查验的.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

理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

应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

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监

理。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15

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

书的部门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41 条 

施工单位 

36.施工单位使用不符合施

工图纸设计文件要求的墙

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

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 

施工单位应当对进入施工现

场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

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

备进行查验；不符合施工图

设计文件要求的，不得使用。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16

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

书的部门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41 条 

施工单位 

37.工程监理单位未按照民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 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工程监理单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3255 页 共 3277 页 

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实

施监督的 

理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

应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

性标准进行设计、施 工、监

理。<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16 条 

门资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

逛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责令停业

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42 条 

位 

38.墙体 ,屋面的保温工程

施工时,工程监理单位未采

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

形式实施监理的. 

墙体、屋而的保温工程施工

时，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

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

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

实施监理。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16

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 款；请节严

®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责令停业

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42 条 

工程监理单

位 

38.工程监理单位对不符合

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

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

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按

照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

求签字的. 

工程监理単位发现施工单位

不按照段用建筑节能  强制

性标准施工的，应当要求施

工单位改正；施工单位 拒不

改正的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

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并 向有

关主赞部门报告。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16

条 

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

七条的规定处罚。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42 条 

 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

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

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67 条| 

工程监理单

位 

39.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民

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

理单位及其注册执业 员，应

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

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监理。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15

条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执业 3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情节

严重的，由颁发资格证书把 部门吊销

执业资格证书,5 年内不予注册。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44 条 

注册执业人

员 

40. 建设单位未按建筑节

能强制性标准委托设计,擅

自修改节能设计文件，明

示或暗示设计单,施工单位

违反建筑节能设设强制性

标准，降低工程建设质量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建筑节能

政策要求和建筑节能  标准

委托工程项目的设计。 

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

求设汁单位、施工单位擅自

修改经审查合格的节能设计

文件，降低建筑节能标准。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第

17 条 

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 F 的罚款。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笫 25 条 

建设单位 

41.设计单位未按照建筑节

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 

设计单位应当依据建筑节能

标准的要求进行设计，保证

建筑节能设计质量。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

构在进行审查时，应当审查

节能设计的内容，在审查报

告中单列节能审查章节；不

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

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结

设计单位未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

进行设计的，应当修改设计。未进行修

改的，给予警告，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两年内，累计三项工程未按照

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设计的，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笫 26 条 

设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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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应当定为不合格。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

定>第 19 条 

42.未按照节能设计进行施

工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审查合格

的设计文件和建筑节能施工

标准的要求进行施工，保证

工程施工质量。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第

20 条 

对未按照节能设计进行施工的施工单

位，责令改正；整改所发生的工程费用，

由施工单位负责；可以给予警告，情节

严重的，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

以下的罚款；两年内，累计三项工程未

按照符合节能标准要求的设计进行施

工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

者吊销资质证书。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笫 27 条 

施工单位 

43.发包单位违法建筑肢解

发包的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工

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

的单位。 

建设单位不得将建设工

程肢解发包。 

——《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第 7 条 

提倡对建筑工程实行总承

包，禁止将建筑工程肢解发

包。 

  建筑工程的发包单位可

以将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

施工、设备采购一并发包给

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也可

以将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

工、设备采购的一项或者多

项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

位；但是，不得将应当由一个

承包单位完成的建筑工程肢

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

包单位。 

《建筑法》第 24 条 

 

 发包单位 

44. 工程质量监督检查或

者竣工验收的部门及其工

作人员对不合格的建筑工

程出具质量合格文件或者

按合格工程验收的 

 负责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施工条件的建

筑工程颁发施工许可证的，负责工程质

量监督检查或者竣工验收的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对不合格的建筑工程出具质

量合格文件或者按合格工程验收的，由

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责任人员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造成损失的，由该部门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建筑法》第 79 条 

工程质量监

督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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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稽查单位串通编造虚

假稽查报告的 

 第二十二条 稽查人员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视其情节

轻重，给予批评或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处理： 

    （一）对被稽查单位的重

大违法违规问题隐匿不报

的； 

    （二）与被稽查单位串通

编造虚假稽查报告的； 

    （三）违法干预被稽查单

位日常业务活动和经营管理

活动，致使其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的； 

    （四）其他影响稽查工作和

公正执法的行为。 

《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稽

查工作管理办法》第 22 条 

稽查人员在履行职责中，有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和规章行为，应当承担纪律责

任的，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处理。《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稽查工

作管理办法》 

第 23 条 

稽查单位 

46.未按法定程序编制 ,审

批,修改城乡规划 

六、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城乡

规划管理活动，有下列情形

之一，谋取私利的，依照本解

释第十二条处理： 

  （一）要求有关部门违反

规定改变城乡规划的； 

  （二）要求有关部门违反

规定批准调整土地用途、容

积率等规划设计条件的； 

  （三）有其他违反规定插

手干预城乡规划管理活动行

为的。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

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适用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纪发[2010]23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58

条,《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

第 3 条 

城乡规划部

门 

    

47. 检测机构伪造检测数

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或

者鉴定结论的 

 检测机构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

报告或者鉴定结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3

万元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

刑事责任。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第 30

条 

检测机构 

48．城乡规划管理环节，违

反法定权限擅自改变城乡

  建设监督管

理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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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土地用途以及在房

地产开发中违规调整容积

率等 

49．项目信息公开和诚信

体系建设环节，工程建设

信息不规范不透明，市场

准入和退出机制不健全以

及工程建设领域信用缺失

等。 

  建设监督管

理行政部门 

50．建设单位备案时，建设

单位工程管理部门直接指

定或强行推荐与已有利益

关系的单位分包工程；默

许、纵容施工单位违法转

包、违规分包等行为；强行

将工程切割后，指定特定

单位或人员实施。 

  建设监督管

理行政部门 

51．在现场检查、检测过程

中，建设单位工程管理部

门和质量管理部门人员有

倾向性地选择检查内容；

对不合格工程降低检查标

准，评为合格。建设单位质

量管理部门委托与其有利

益关系的检测单位对工程

项目进行检测。 

  建设监督管

理行政部门 

52．在通报检测结果时，受

建设单位委托的社会检测

检构工作人员改动检测数

据，故意隐瞒质量问题，或

未检测，编造检测数据；降

低处罚标准或不予处罚

标。 

  检测部门 

53．在分项工程验评定过

程中，施工单位提出申请，

但不具备初验条件而提供

虚假工程资料，或贿赂监

理单位验收人员准予初

验。 

   

54．监理单位在评定验收

时，监理人员接受施工单

位贿赂，虚报工程质量合

格率；降低评判标准，提高

评定分数；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要求整改或帮施工单

位隐瞒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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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验收小组复验时，流于

形式，无视施工单位整改

不合格，帮其隐瞒过关。 

   

56．现场检查时，建设单位

安全管理部门对所建项目

存在明显隐患的情况不予

监督检查，或检查时降低

标准。 

   

57．复检流于形式，对施工

单位整改不到位的，帮其

隐瞒过关。 

   

58．监理单位初审时，对变

更立项、工程量和单位审

查把关不严；接办施工单

位提出的不合理变更要

求；对施工单位弄虚作假

骗取不正当利益行为作伪

证。 

   

59．设计单位变更设计时，

与施工单位串通，为其从

技术层面上出谋划策，通

过不合理的设计变更为施

工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

出具不理由不充分、不成

立的变更。 

   

60．建设单位审核、审批

时，对不符合变更立项条

件的，准予立项；与施工单

位串通，对变更工程量、单

位审核虚高，特别是对清

淤回填、地基处理、地质变

化等隐性工程变更的审查

把关不严；同意施工单位

先实施，后履行设计变更

立项手续，导致无法审核

其变更立项的合理性以及

无法准确核实现场工程

量。将设计变更纳入施工

图工程量清单进行替换，

规避设计变更立项及费用

审查程序。以便暗中为与

其利害关系的施工单位谋

取不正当利益；擅自变更

设计，弄虚作假，满足地方

利益需要；对设计变更办

理时间和周期过长现象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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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不力，给承办人和利害

关系人暗箱操作留下空

间；对施工单位申报的不

合理合同外单价不予核

减。 

61．绿化、房建等项目易因

个人喜好提出不必要的变

更，给利害关系人可乘之

机。 

   

62．在对索赔事实认定时，

被施工单位买通，对施工

单位伪造索赔现场视而不

见。对索赔现场视而不见。

对索赔事项发生时间、施

工单位申报时间、监理审

核时间和建设单位现场认

定时间进行造假，以达到

符合索赔时限的目的。 

   

63．施工单位提出申请时

提交虚建设情况。 

   

64．监理单位审核评定时

把关不严；降低质量检测

标准，有倾向性地选择检

测内容或出具检测报告。 

   

65．建设单位申请交工检

测时，向验收人员行贿或

与其串通，规避工程缺陷、

隐瞒未完工地点或请其降

低验收标准；建设单位个

别人员操纵、组织对不合

格工程进行验收。 

  建设单位 

66．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组

织质量检测时，因接受建

成设单位宴请，收受、索要

好处等质原因，把关不严，

出具不真实检测意见报交

主管部门。 

 负责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施工条件的建

筑工程颁发施工许可证的，负责工程质

量监督检查或者竣工验收的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对不合格的建筑工程出具质

量合格文件或者按合格工程验收的，由

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责任人员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造成损失的，由该部门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建筑法》第 79 条 

质量监督机

构 

67．质量监督机构人员出

具不真实的鉴定意见；在

验收工程中滥用职权、徇

私舞弊、索贿受贿。 

 负责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施工条件的建

筑工程颁发施工许可证的，负责工程质

量监督检查或者竣工验收的部门及其

质量监督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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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对不合格的建筑工程出具质

量合格文件或者按合格工程验收的，由

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责任人员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造成损失的，由该部门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建筑法》第 79 条 

68．质监机构管理人员故

意对工程不认真检验而使

不合格工程通过验收竣工

验收，从中收受贿赂。 

 负责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施工条件的建

筑工程颁发施工许可证的，负责工程质

量监督检查或者竣工验收的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对不合格的建筑工程出具质

量合格文件或者按合格工程验收的，由

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责任人员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造成损失的，由该部门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建筑法》第 79 条 

质量监督机

构 

69．验收人员明知工程质

量有不合格之处，按规定

应返工后再次验收，故意

不指出，从中受贿赂。验收

人员明知设备不符合国家

和行业的有关技术标准，

故意不指出，从中收通贿

赂。对施工单位不按规定

追加材料和项目予以认

可，从中收受贿赂。故意提

高工程收验等级，从中收

受贿赂。或渎职。 

  验收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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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范

法》（2007 年 10 月 28 日主

席令第 74 号） 

第五十四条 监督检查情况

和处理结果应当依法公开，

供公众查阅和监督。 

  

 第六十二条 执法人员玩忽

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1996 年 3 月 17 日 主

席令第 63 号） 

  

   第八条 工程建设标准批

准部门应当定期对建设项目

规划审查机关、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单位、建筑安全监

督管理机构、工程质量监督

机构实施强制性标准的监督

进行检查，对监督不力的单

位和个人，给予通报批评，建

议有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条 违反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造成工程质

量、安全隐患或者工程事故

的，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有关规定，对事故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罚。 

     第二十一条 有

关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

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

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

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第二十二条 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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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监监督规定》（2000 年 8 月

25 日建设部令 81 号） 

 

 第三条 国家实施施工

图设计文件（含勘察文件，以

下简称施工图）审查制度。 

  本办法所称施工图

审查，是指建设主管部门认

定的施工图审查机构（以下

简称审查机构）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对施工图涉及公共

利益、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的审

查。 

  施工图未经审查合

格的，不得使用。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审查

合格的施工图。 

  确需修改的，凡涉

及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内容

的，建设单位应当将修改后

的施工图送原审查机构审

查。 

  第十五条 审查机

构对施工图审查工作负责，

承担审查责任。 

  施工图经审查合格

后，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

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问题，

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审

查机构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建设主管部门对审查

机构、审查机构的法定代表

人和审查人员依法作出处理

或者处罚。 

  第十六条 审查机

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

制度。施工图审查应当有经

各专业审查人员签字的审查

记录，审查记录、审查合格书

等有关资料应当归档保存。 

   第十九条 按规定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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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审查的施工图，未经审

查合格的，建设主管部门不

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在施工图审查监督管

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管理办法》（2004 年 08 月 23

日建设部令第 134 号）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市场

的管理，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四）审核工程发包条

件与承包方的资质等级，监

督检查建筑市场管理法规和

工程建设标准（规范、规程，

下同）的执行情况； 

（五）依法查处违法行

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 

《建筑市场管理规定》

(建法[1991]798 号 1991 年

12 月 01 日） 

  

 第四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2000 年 9 月 25 日国务

院令第 293 号） 

  

施工图审查 第十三条 审查机构对

施工图进行审查后，应当根

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审查合格的，

审查机构应当向建设单位出

具审查合格书，并将经审查

机构盖章的全套施工图交还

建设单位。审查合格书应当

有各专业的审查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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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法定代表人签发，并加盖

审查机构公章。审查机构应

当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审查情

况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

案。  

   （二）审查不合格

的，审查机构应当将施工图

退建设单位并书面说明不合

格原因。同时，应当将审查中

发现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

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违反法

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的问题，报工程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  

   施工图退建设单

位后，建设单位应当要求原

勘察设计企业进行修改，并

将修改后的施工图报原审查

机构审查。  

   第十四条 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修改

审查合格的施工图。  

确需修改的，凡涉及本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内容的，建设

单位应当将修改后的施工图

送原审查机构审查。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在施工图审查监督管

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

理办法》（2004 年 8 月 23 日

建设部令 134 号）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城市抗震

防灾规划综合管理工作。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管理规

定》  (建设部令第 117 号 

2003-11-01） 

  

  第十三条 从事抗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3266 页 共 3277 页 

鉴定的单位，应当遵守有关

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法

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的规定，保证房屋建筑

工程的抗震鉴定质量，依法

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十条 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对房屋建筑工程

抗震设防质量的监督管理，

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

工程执行抗震设防的法律、

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情况，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村

镇建设抗震设防进行指导和

监督。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

和个人对房屋建筑工程的抗

震设防质量问题都有权检举

和投诉。 

《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

理规定》（2005 年 12 月 31 日

建设部令第 148 号） 

 

 第十九条 新建、扩建、改建

建设工程应当达到抗震设防

要求。下列建设工程在建设

前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工作，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

价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江西省防震减灾条例》(江

西省人大常委会  2000 年 8

月 1 日） 

第十七条 新建、扩建、改建

建设工程，必须达到抗震设

防要求。 

第四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

在防震减灾工作中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

政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

法》 (主席令第 94 号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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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1 日） 

第七条 建设单位、勘

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遵守

有关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

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的规定，保证房屋

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质量，

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

防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48 号  2006 年 4 月 1 日）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

为之一者，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通报批评、停止施工、降

低资质（格）等级，并可处以

罚款；  

  （一）未按抗震设计

规范设计或擅自提高、降低

抗震设防标准的；  

  （二）擅自更改或取

消抗震设防措施的；  

  （三）使用未经抗震

鉴定的新技术、新材料或新

结构体系的。 

第四十条 挪用抗震经

费和材料、破坏抗震设施，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抗震管理

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

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灾

害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38

号  1994 年 12 月 01 日）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3268 页 共 3277 页 

江西省建设厅行政执法依据目录 

13、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的； 

（二）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 

（三）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 

（四）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五）建设项目必须实行工程监理而未实行工程监理的； 

（六）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 

（七）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八）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 

（2）《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第十六条 

14、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 

（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 

（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18、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 

（二）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处罚种类：罚款、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没收违法所得 

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九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 

(3)《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 

(4)《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第十九条 

(5)《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21、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擅自施工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十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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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22、建筑施工企业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

其他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行为的 

处罚种类：罚款、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 

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十四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 

(3)《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 

23、建筑施工企业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 

(1)《建筑法》第七十五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 

(3)《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第十九条 

(4)《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24、施工单位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或者未对涉及结构安全

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 

处罚种类：罚款、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 

25、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因过错造成质量事故的 

处罚种类：责令停止个人执业资格、吊销执业资格证书、不予注册执业资格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 

26、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三条 

(2)《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27、转包、违法分包或者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的 

处罚种类：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 

执法依据： 

(1)《建筑法》第六十七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3)《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28、在工程发包与承包中索贿、受贿、行贿不构成犯罪的 

处罚种类：罚款、没收违法所得、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 

执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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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八条 

（2）《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29、单位和个人出卖、出借、出租、转让、涂改、伪造资质（格）证书和勘察、设计的图章、图

签，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或者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建筑业企业资

质证书》的 

处罚种类：吊销资质（格）证书、没收非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六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 

(3)《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第二十四条 

(4)《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 

(5)《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 

30、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四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 

（3）《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31、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单位或者委托给不具

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的 

处罚种类：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 

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五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 

(3)《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32、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 

33、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或者未取得资质证书承

揽工程的，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 

处罚种类：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 

执法依据：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条 

（2）《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 

（3）《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三款 

34、建筑业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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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

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 

（二）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或者未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

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 

（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 

（2）《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 

35、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不执行有关工程质量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 

处罚种类：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 

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四十五条 

（3）《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 

（4）《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44、未经注册师同意擅自修改其设计图纸的 

处罚种类：罚款、吊销资格证书 

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第三十三条 

（2）《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3）《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  

49、注册监理工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以个人名义承接业务的； 

（二）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的； 

（三）泄露执业中应当保守的秘密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超出规定执业范围或者聘用单位业务范围从事执业活动的； 

（五）弄虚作假提供执业活动成果的； 

（六）同时受聘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单位，从事执业活动的；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执法依据：《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 

50、未经注册以造价工程师名义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51、违反（或不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或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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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种类：警告、罚款、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资格）证书、责令停止执业、

不予注册 

执法依据：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  

（2）《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3）《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 

（4）《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59、未按照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进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勘察、设计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60、工程勘察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勘察文件没有责任人签字或者签字不全的； 

（二）原始记录不按照规定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的； 

（三）不参加施工验槽的； 

（四）项目完成后，勘察文件不归档保存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61、审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超出认定的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的； 

（二）使用不符合条件审查人员的； 

（三）未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四）未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的； 

（五）未按规定的审查内容进行审查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2）《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62、建设单位未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或者拆除工程的有关资料报送有关部门备案的 

处罚种类：责令停止施工、警告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 

64、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 

（二）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的； 

（三）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未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 

（四）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 

处罚种类：责令停业整顿、罚款、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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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 

65、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时无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现场监督的； 

（二）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作业人员或者特种作业人

员，未经安全教育培训或者经考核不合格即从事相关工作的； 

（三）未在施工现场的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施工现

场设置消防通道、消防水源、配备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的； 

（四）未向作业人员提供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的； 

（五）未按照规定在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验收合格后登记

的； 

（六）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施工安全的工艺、设备、材料的。 

处罚种类：责令停业整顿、罚款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74、建设单位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违反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降低工程质

量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十二条 

（2）《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75、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 

处罚种类：罚款、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 

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十一条 

（2）《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 

76、检测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超出资质范围从事检测活动的； 

（二）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的； 

（三）使用不符合条件的检测人员的； 

（四）未按规定上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检测不合格事项的； 

（五）未按规定在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的； 

（六）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的； 

（七）档案资料管理混乱，造成检测数据无法追溯的； 

（八）转包检测业务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市政花园住宅工程质量与违建、违反强制性条文、抗震安全、建筑节能、绿化率、建筑密度、公摊面积、水质水压等问题投诉举报 

本文 http://www.dusystem.com/wentiyiju.pdf(不断更新) 投诉关联文档 http://www.dusystem.com/20200520.pdf  第 3274 页 共 3277 页 

77、检测机构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或者鉴定结论的 

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78、委托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委托未取得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的； 

（二）明示或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篡改或伪造检测报告的； 

（三）弄虚作假送检试样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79、建设单位未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委托设计，擅自修改节能设计文件，明示或暗示设计

单位、施工单位违反建筑节能设计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建设质量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 

80、对未按照节能设计进行施工的 

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执法依据：《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 

81、建设单位违反建筑节能要求，降低工程建设质量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 

82、未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执法依据：《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 

83、未按照节能设计进行施工的 

处罚种类：警告、罚款、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 

执法依据：《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 

84、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十一条 

85、建设单位将备案机关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的工程，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前，擅自使用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 

86、有以下行为之一的： 

（一）未取得施工许可证而擅自开工的； 

（二）施工现场的安全设施不符合规定或者管理不善的； 

（三）施工现场的生活设施不符合卫生要求的； 

（四）施工现场管理混乱，不符合保卫、场容等管理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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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 

127、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未按规定编制城市或企业抗震防灾规划，综合抗震防御体系区域规划的； 

（二）新建工程未按规定进行抗震设防的； 

（三）未按规定进行抗震加固的； 

（四）未按规定拆除震损房屋、工程设施及设备的。 

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灾害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 

128、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者： 

（一）未按抗震设计规范设计或擅自提高、降低抗震设防标准的； 

（二）擅自更改或取消抗震设防措施的； 

（三）使用未经抗震鉴定的新技术、新材料或新结构体系的。 

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灾害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 

139、房地产开发企业交付使用的商品房，因工程质量低劣给用户造成损失的 

处罚种类：罚款、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 

执法依据：《江西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151、房产测绘机构在房产面积测算中弄虚作假、欺骗房屋权利人、不执行国家标准、规范和规

定的、面积测算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154、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未组织竣工验收、验收不合格或者对不合格按合格验收的商品房擅自交

付使用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 

（1）《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3）《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197、供水水质、水压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擅自停止供水或者未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未按

照规定检修供水设施或者在供水设施发生故障后未及时抢修的 

处罚种类：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执法依据：《城市供水条例》第三十三条 

198、无证或者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进行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或者施工的；未按国家规

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城市供水工程的设施或者施工的；违反城市供水发展规划及其年度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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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兴建城市供水工程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城市供水条例》第三十四条 

200、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城市供水企业的供水水质达不到国家或者地方有关标准规定的； 

（二）城市供水企业未按规定进行水质检测或者委托检测的； 

（三）供水企业未按规定上报水质报表的； 

（四）城市二次供水设施的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管理单位，未按规定对各类储水设施进行清

洗消毒的； 

（五）不具备自检能力的城市二次供水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单位，以及从事城市供水深度净

化处理的企业，未按规定将水样定期送检的； 

（六）违反本规定，有危害城市供水水质安全的其他行为的。 

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执法依据：《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 

201、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未按照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进行监测和随机抽检的； 

（二）未按规定上报水质报表或者提供虚假水质监测数据的。 

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执法依据：《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204、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新建、改建、扩建的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而擅

自建设并投入使用的； 

（二）未按规定进行日常性水质检验工作的； 

（三）未取得《城市供水企业资质证书》擅自供水的。 

处罚种类：罚款 

执法依据：《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205、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 

未取得设计、施工资格或者未按照资质等级承担城市道路的设计、施工任务的； 

未按照城市道路设计、施工技术规范设计、施工的； 

未按照设计图纸施工或者擅自修改图纸的。 

处罚种类：罚款、吊销资格证书 

执法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206、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城市道路的设计、施工，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城市

道路设计、施工的技术规范。城市道路施工，实行工程质量监督制度。城市道路工程竣工，经验收合

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擅自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

合格的城市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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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执法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230、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因过错造成质量事故的 

处罚种类：责令停业执业、吊销执业资格证书、不予注册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 

38、外省进赣从事建筑活动的备案 

执法依据：《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七条 

39、外省进赣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备案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第十七条 

40、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 

执法依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46、责令停止使用建设工程，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执法依据：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2）《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57、责令提供必要的现场工作条件、真实可靠的原始资料 

执法依据：《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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