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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文件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施意见
鲁政字 〔２０２１〕１８８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

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

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践行

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

推进 “十四五”时期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促进经济循环畅通高效,确保到２０２５年,

我省全社会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社会物

流总费用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２－

３个百分点,居全国领先水平,现提出如

下实施意见.

一、优化流通网络布局

１ 建设物流大通道.畅通黄河流域

出海通道,在沿黄地区合作建设５０个内

陆港,推动建设济南经郑州至西安、兰

州、西宁的东西向大通道.加快小清河复

航,发展河海联运,开辟沿线大宗商品运

输新通道.打造中日韩贸易物流 “黄金大

通道”,率先开通中韩陆海联运整车运输,

创造条件争取开通中日陆海联运,开展转

口贸易、离岸贸易,发展通道经济.新增

日韩、东南亚、中东、印巴、欧美外贸航

线６９条.开通１０条以上全货机国际航

线,运量年增１０％以上.推动上合示范

区开展面向中亚的国际道路货物运输.

(牵头单位:省交通运输厅,参与单位:

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青岛海关、济

南海关)

２ 打造流通大枢纽.推进济南、青

岛、临沂等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建设,

大力发展枢纽经济.实施境外流通节点枢

纽建设工程,加密中欧班列 (齐鲁号)图

定线路开行频次,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RCEP成员国建设货物集散中心,在

日韩、欧盟等３０个国家和地区节点城市

建设３００个左右境外物流园区、仓储和分

拨中心. (牵头单位:省商务厅,参与单

位: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

３ 织密流通大网络.实施 “干支配

仓”衔接五年行动计划,构建干线、支线

和末端配送紧密衔接的流通网络.推进干

支衔接,依托省内主要运输干线,加快跨

区域流通支线建设,推动枢纽城市支线成

网,密切与周边城市之间的联系.推进干

支线与末端配送衔接,布局建设 “网络化

配送＋分布式仓储”智慧流通网,实现省

内１日达. (牵头单位:省商务厅,参与

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

二、提升流通设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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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文件

４ 推进交通设施量质齐升.提升普

速铁路网连通度,推进铁路专用线 “进港

入园”.建设世界一流港口,货物吞吐量

达到１８亿吨以上.完善提升内河航道网,

内河Ⅲ级及以上航道里程达到５００公里.

加快现代化机场群建设,民用运输机场达

到１２个,提升济南、青岛等枢纽机场国

际货运功能.(牵头单位:省交通运输厅,

参与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

５ 补齐物流设施建设短板.加快国

家物流枢纽重大项目建设,强化各类物流

中心、快递分拨中心、配送设施与重大物

流基础设施功能对接.推进国家骨干冷链

物流基地建设.健全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

设施.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参与

单位: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邮政

管理局)

６ 推 动 商 贸 设 施 改 造 升 级.启 动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提升工程,允

许调整房屋使用性质,增加商业网点用房

供给,丰富便民业态,实现１６市主城区

全覆盖.加快生鲜快递柜、社区配送站、

邮政快递便民服务站等建设,推进智能终

端设施进社区、进商圈、进学校,纳入城

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实施商圈优化

行动,开展商圈智慧化改造试点. (牵头

单位:省商务厅,参与单位:省自然资源

厅、省邮政管理局、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教育厅)

三、做优做强流通主体

７ 开展流通企业壮大行动.鼓励通

过兼并重组、连锁经营等方式,培育３－

５家销售额过千亿元的大型流通企业集

团.实施 “１５１现代物流企业培育工程”,

引进培育１０家全球性物流企业、５０家国

家级大型物流企业、１００家专业化中小物

流企业.完善物流企业分级评价机制,打

造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５A 级物流企业

和五星级冷链物流企业. (牵头单位:省

商务厅,参与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交

通运输厅)

８ 打造一流供应链平台.推动流通

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合作,建设供应链协同

平台,实现协同采购、协同制造、协同物

流.培育５０家左右供应链创新与应用企

业,引导传统流通企业向供应链服务企业

转型.支持省内大型流通企业建立省供应

链综合服务平台,提升供应链集成服务能

力. (牵头单位:省商务厅,参与单位:

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邮政管

理局)

９ 培育一批流通大市场.开展专业

商品市场升级行动,内联全国、外联全

球,培育３０个左右年交易额达到５００亿

元的转型发展基地.做大市场采购贸易规

模,积极争取新增一批试点,力争出口达

到３０００亿元左右.推动具有金融属性的

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建设智慧数字化交收仓

库. (牵头单位:省商务厅,参与单位: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青岛海关、济南海

关、山东银保监局、青岛银保监局)

四、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１０ 实施 “数字赋能”.开展流通领

域全行业数字化改造,推出一批数字化应

用场景,推进智能化和跨界融合.省市县

每年分别培育一批数字化改造重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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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按照工业技改政策给予支持.

创建国家电商基地,发展直播电商、社交

电商、社区电商等新模式,力争到２０２５
年,全省实物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牵头单

位:省商务厅,参与 单 位:省 交 通 运 输

厅、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１１ 创新零售业态.开展新零售 “百

千万”工程,推动１００个大型实体零售终

端向场景化、体验式、综合型消费场所转

型,１０００个小型实体零售终端集合多种

生活服务功能,１００００个便利店品牌化、

连锁化发展.大力发展 “新零售＋”,促

进新零售与旅游、影视、文创等融合发

展.推动建设各类免税店. (牵头单位:

省商务厅,参与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财政厅、青岛海关、济南海关、省税务

局、青岛税务局)

１２ 扩大跨境电商规模.实施跨境电

商提升计划,加快国家综试区建设,培育

２００个左右公共海外仓、产业园和服务平

台.畅通威海－仁川快捷通道,扩大跨境

电商 “３C”带电类商品出口.促进金融

机构为跨境电商提供人民币结算和收付服

务.到２０２５年,跨境电商占全省进出口

比重达到８％以上. (牵头单位:省商务

厅,参与单位:人民银行济南分行、青岛

海关、济南海关)

１３ 推进多式联运.推动建设１０个

陆海空一体化多式联运中心,集装箱多式

联运货运量年增１０％以上.开展 “一单

制”改革试点,推动各种运输方式单证互

认和信息共享.培育３－５家 “多式联运

经营人”.加快网络货运发展,扩大网络

平台道路运输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

点范围. (牵头单位:省交通运输厅,参

与单位:省商务厅、青 岛 海 关、济 南 海

关、省税务局、青岛税务局)

１４ 发展跨境寄递物流.提升国际邮

件互换局功能,实现 “国际邮件、商业快

件、跨境电商件”及一般贸易全业态业务

模式一体化.扩建改造济南、青岛机场国

际邮件处理中心.在具备条件的国际邮件

作业现场复制推广 “一点清关”模式.畅

通与日韩双向海上邮路,建设东北亚寄递

物流中心. (牵头单位:省邮政管理局,

参与单位:青岛海关、济南海关、省商务

厅)

五、促进城乡流通一体化

１５ 健全农村流通体系.深化城乡高

效配送专项行动,鼓励共享网点、统仓共

配,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培育乡村

快递流通队伍.实施快递进村工程,实现

村村通快递.培育一批 “乡镇商贸中心建

设县 (市)”,推动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向

乡镇下沉.扎实推进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全省农村电商网络零售额超过

２０００亿元.(牵头单位:省商务厅,参与

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

邮政管理局)

１６ 推动农产品出村进城.拓展农商

互联 “五联五通”,加强农产品供应链建

设,升级改造公益性农产品市场.推动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供销社、信用社深度合

作,构建生产、供销、信用 “三位一体”

农产品流通新机制.推广 “惠民生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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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模式.对鲜活农产品运输实行预约抽

检、车辆免开厢等便捷查验.(牵头单位:

省商务厅,参与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省

农业农村厅、省供销社、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

六、强化政策措施保障

１７ 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统筹协调,

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工作协调机制,省

商务厅牵头,相关部门协同推进.完善流

通统计制度.将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纳入高

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实施现代流通体

系专业培训工程.(牵头单位:省商务厅,

参与单位:省委组织部、省委改革办、省

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统计局)

１８ 加大财税扶持.整合中央、省、

市县现有资金渠道,综合运用财政多种方

式,对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给予支持.培育

认定 “现代流通十强县”,每县３年内累

计奖励２０００万元.对省级培育认定的流

通供应链平台,省财政给予最高２００万元

支持.对 “一单制”改革试点企业,省财

政给予３００万元支持.鼓励为现代流通领

域服务的企业认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按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牵头

单位:省财政厅,参与单位:省商务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

厅、省税务局、青岛税务局)

１９ 强化金融支持.建立流通供应链

核心企业 “白名单”制度,纳入省促进供

应链金融发展财政支持范围,金融机构实

行供应链融资专项授信额度管理.稳妥推

进流通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试点.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为符合条件的流通主体担保增信.省农

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对农产品流

通行业在保规模达到２６０亿元以上.建立

金融支持现代流通体系的相关统计指标,

将金融支持流通体系建设情况纳入省银行

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评价. (牵头单位: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参

与单位: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银保监局、青岛银保监局、省发展改

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山东证

监局、省国资委、青岛证监局、省农业发

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优化营商环境.对纳入省重大项

目的流通体系建设项目,应优先利用存量

建设用地,确需新增用地的,由省里统筹

安排用地指标.支持交通运输枢纽综合立

体开发和骨干通道沿线土地物流功能开

发,利用周边碎片化闲置土地开展物流服

务.对流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

管,“首次不罚、首次轻罚”.提升贸易便

利化水平,拓展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功

能,扩大高级认证企业数量,拓宽多元化

担保业务范围. (牵头单位:省商务厅,

参与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

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司 法 厅、省 口 岸

办、青岛海关、济南海关)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４日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４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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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同意威海港口岸２个泊位和龙眼港

口岸１个泊位对外启用的批复
鲁政字 〔２０２１〕１９０号

威海市人民政府:

你市 «关于威海港口岸和龙眼港口岸

３个码头泊位对外启用的请示» (威政请

字 〔２０２１〕２０号)收悉.经省政府有关

部门和中央驻鲁口岸检查检验单位验收,

威海港口岸威海港威海湾港区新港作业区

友联修船 (山东)有限公司＃５舾装码头

１、２号泊位和龙眼港口岸龙眼湾港区东

港池１号舾装泊位符合对外启用条件,批

准其对外启用.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２日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公布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鲁政字 〔２０２１〕１９７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

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

业,各高等院校:

省政府批准省文化和旅游厅确定的第

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共计９５项)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共计７４项),

现予公布.各级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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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山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要求,坚持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贯彻 “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的工作方针,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的保护、传承工作,切实提升非

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为加快文

化强省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１ 山东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２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

目名录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１日

附件１

山东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共计９５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一、民间文学 (１３项)

４２８ I－６０ 秦琼传说 济南市天桥区

４２９ I－６１ 麻姑传说 烟台市牟平区

４３０ I－６２ 养马岛传说 烟台市牟平区

４３１ I－６３ 留山传说 安丘市

４３２ I－６４ 仓颉造字的传说 寿光市

４３３ I－６５ 嫦娥奔月的传说 潍坊市寒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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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４３４ I－６６ 杞国的故事 潍坊市坊子区

４３５ I－６７ 苏东坡在密州的传说 诸城市

４３６ I－６８ 孔尚任的传说 曲阜市

４３７ I－６９ 颜真卿系列传说 费　县

４３８ I－７０ 平邑灯谜 平邑县

４３９ I－７１ 少年诸葛亮的传说 沂南县

４４０ I－７２ 尧的传说 鄄城县

二、传统音乐 (２项)

４４１ II－３１ 洼里盘鼓 青岛市城阳区

４４２ II－３２ 雷琴艺术 菏泽市

三、传统舞蹈 (２项)

４４３ III－５５ 董家伞棍鼓舞 济南市济阳区

４４４ III－５６ 鹌子斗鳖 栖霞市

四、传统戏剧 (４项)

４４５ IV－３０ 坠子戏 金乡县

４４６ IV－３１ 溜山梆子 临沂市兰山区

４４７ IV－３２ 刘贵哈哈腔 庆云县

４４８ IV－３３ 茌平花鼓戏 聊城市茌平区

五、曲艺 (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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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４４９ V－２２ 平调 济宁市

４５０ V－２３ 岭儿调 济宁市

４５１ V－２４ 山东柳琴 泰安市

４５２ V－２５ 快板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

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１６项)

４５３ VI－４２ 口技 济南市

４５４ VI－４３ 少林拳 (济南少林拳、聊城少林拳) 济南市历城区

４５４ VI－４３ 少林拳 (济南少林拳、聊城少林拳) 聊城市

４５５ VI－４４ 平阴独轮车 平阴县

４５６ VI－４５ 地弓拳 广饶县

４５７ VI－４６ 九五拳 高密市

４５８ VI－４７ 太祖长拳 临朐县

４５９ VI－４８ 潍坊四通捶拳 潍坊市潍城区

４６０ VI－４９ 泰山舞狮 泰安市泰山区

４６１ VI－５０ 沙式武术 荣成市

４６２ VI－５１ 戊极大功力拳 德州市德城区

４６３ VI－５２ 八极拳 (禹城八极拳、吴钟八极拳)
禹城市

庆云县

４６４ VI－５３ 梢头棍 乐陵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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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４６５ VI－５４ 临清龙灯 临清市

４６６ VI－５５ 东阿大红拳 东阿县

４６７ VI－５６ 流星锤 聊城市东昌府区

４６８ VI－５７ 中华传统礼射 山东省图书馆

七、传统美术 (１５项)

４６９ VII－５２ 侯氏社火脸谱 济南市天桥区

４７０ VII－５３ 济南蛋雕 济南市

４７１ VII－５４ 辛氏锲金画 青岛市城阳区

４７２ VII－５５ 麦秆剪贴 (麦草画手工技艺) 青岛市黄岛区

４７３ VII－５６ 博山窑陶瓷雕塑 淄博市博山区

４７４ VII－５７ 博山琉璃刻绘 淄博市博山区

４７５ VII－５８ 葫芦烙画

潍坊市

平邑县

４７６ VII－５９ 焚香烙画 青州市

４７７ VII－６０
农民画 (青州农民画、

日照农民画、工笔牡丹画)

青州市

日照市

巨野县

４７８ VII－６１ 建筑彩绘 (古建油漆彩绘) 曲阜市

４７９ VII－６２ 东平湖莲子彩绘工艺 东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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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４８０ VII－６３ 糖塑 (泰山糖画) 东平县

４８１ VII－６４ 王氏羽毛画 兰陵县

４８２ VII－６５ 金丝彩贴 德州市德城区

４８３ VII－６６ 篆刻 (张氏缪篆书刻技艺、古文字陶刻技艺)
巨野县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八、传统技艺 (３６项)

４８４ VIII－１０４ 古陶瓷修复技艺 济南市历下区

４８５ VIII－１０５ 章丘铁锅锻打技艺 济南市章丘区

４８６ VIII－１０６ 秦老太茶汤制作技艺 济南市莱芜区

４８７ VIII－１０７ 桥氏木作技艺 济南市历城区

４８８ VIII－１０８ 青岛高家糖球制作技艺 青岛市市北区

４８９ VIII－１０９ 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 青岛市崂山区

４９０ VIII－１１０
编织技艺 (渔网编织技艺、

中国结传统编织技艺)

青岛市城阳区

郯城县

４９１ VIII－１１１

镶嵌技艺 (淄博镶嵌、
阳谷顾氏红木镶嵌技艺、

唐氏陶瓷修补镶嵌锡器打造技艺)

淄博市张店区

阳谷县

莒县

４９２ VIII－１１２ 酱油酿造技艺 (朱家老酱油酿造技艺) 沂源县

４９３ VIII－１１３
传统民居营造技艺 (明清民居营造技艺、

泥草房民居建造技艺)

桓台县

栖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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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４９４ VIII－１１４

蚕丝织造技艺 (传统手工蚕丝制作技艺、
台儿庄蚕丝被制作技艺、

胶东民间山蚕茧古法纩丝技艺)

枣庄市台儿庄区

枣庄市台儿庄区

威海市环翠区

４９５ VIII－１１５ 鲁班锁制作技艺 滕州市

４９６ VIII－１１６ 粉皮制作技艺 (阴平石泉粉皮制作技艺) 枣庄市峄城区

４９７ VIII－１１７ 松花蛋制作技艺 滕州市

４９８ VIII－１１８ 传统皮具制作技艺 (牛皮具牛蜡制作技艺) 滕州市

４９９ VIII－１１９

传统梨膏制作技艺

(莱阳茌 (慈)梨膏制作技艺、
王氏熟梨制作技艺)

莱阳市

临沂市兰山区

５００ VIII－１２０ 高密大红纸制作工艺 高密市

５０１ VIII－１２１
民族乐器制作技艺 (刘氏民族乐器制作技艺、

付氏京胡制作技艺、京胡制作技艺)

济宁市

德州市德城区

禹城市

５０２ VIII－１２２ 董氏古兵器制作技艺 济宁市任城区

５０３ VIII－１２３ 曲阜刘氏古建筑木作营造技艺 曲阜市

５０４ VIII－１２４ 绾结葫芦技艺 嘉祥县

５０５ VIII－１２５ 豆面酱制作技艺 威海市环翠区

５０６ VIII－１２６ 浅海传统捕捞技艺 (踩高跷推虾皮) 日照市

５０７ VIII－１２７ 刘氏盘扣制作技艺 五莲县

１１ 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１年第３３期



省政府文件

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５０８ VIII－１２８ 琅琊古墨制作技艺 临沂市河东区

５０９ VIII－１２９ 刘氏翻花制作技艺 平邑县

５１０ VIII－１３０ 陶瓷印章制作技艺 德州市德城区

５１１ VIII－１３１ 蟋蟀罐传统制作技艺 宁津县

５１２ VIII－１３２ 鸡毛掸子扎制工艺 聊城市

５１３ VIII－１３３ 莲花灯制作技艺 滨州市

５１４ VIII－１３４
地毯编织技艺 (博兴地毯编织技艺、

阳信地毯编织技艺)

博兴县

阳信县

５１５ VIII－１３５ 皮影制作技艺 曹县

５１６ VIII－１３６ 银饰锻制技艺 (张氏银器制作技艺) 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５１７ VIII－１３７ 铁器制作技艺 (铁壶制作技艺)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５１８ VIII－１３８ 泰山玉雕刻技艺 山东省商务厅

５１９ VIII－１３９ 雕版印刷技艺 山东省图书馆

九、传统医药 (１项)

５２０ IX－１０ 针灸 (孟氏手针法、叶氏心法针灸)
阳谷县

山东省教育厅

十、民俗 (２项)

５２１ X－３１
民间礼俗 (崂山鲅鱼礼俗、

宁阳四八宴席与酒礼)

青岛市崂山区

宁阳县

５２２ X－３２ 祭孟大典 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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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共计７４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一、民间文学 (２项)

１８０ I－４０ 大禹治水传说 禹城市

３７３ I－５６ 姜太公传说 淄博市临淄区

二、传统音乐 (５项)

５７ II－１１ 山东民歌 (商河民歌) 商河县

１８６ II－１９ 黄河号子 齐河县

１９３ II－２６ 唢呐艺术 (胶州吹打乐、鲁南鼓吹乐)
胶州市

滕州市

３１９ II－２７ 古琴艺术 聊城市

３２０ II－２８ 锣鼓艺术 (垦利锣鼓) 东营市垦利区

三、传统舞蹈 (６项)

６４ III－４ 龙舞 (济南舞龙) 济南市

３２７ III－４７ 狮舞 (舞狮) 东明县

６２ III－５３
秧歌 (宝山地秧歌、茌平平调秧歌、

曲堤金李小伞秧歌、鼓子秧歌)
青岛市黄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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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６２ III－５３
秧歌 (宝山地秧歌、茌平平调秧歌、

曲堤金李小伞秧歌、鼓子秧歌)

聊城市茌平区

济南市济阳区

惠民县

３７９ III－４９ 猫蝶富贵 金乡县

３８２ III－５２ 花棍舞 (花棍舞、牛庄霸王鞭)
商河县

东营市东营区

７５ III－１５ 绣球灯舞 (西张村绣球灯) 济南市槐荫区

四、传统戏剧 (７项)

８２ IV－１ 柳子戏 (柳子戏、临清田庄吹腔)
郓城县

临清市

８４ IV－３ 茂腔 (诸城茂腔) 诸城市

９１ IV－１０ 山东梆子 巨野县

９４ IV－１３ 枣梆 梁山县

１００ IV－１９ 木偶戏 (莱西木偶戏) 莱西市

８９ IV－８ 吕剧 (胶东蹦蹦戏) 莱州市

９３ IV－１２ 东路梆子 乐陵市

五、曲艺 (５项)

２１６ V－１２ 渔鼓 (渔鼓书、鲁南渔鼓)
临朐县

临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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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３２９ V－１８ 坠子书 金乡县

１０９ V－５ 八角鼓 济宁市

１１４ V－１０ 鼓儿词 (石门小鼓) 邹城市

２１７ V－１３ 东路大鼓 (渤海大鼓) 阳信县

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５项)

１４７ VI－４
螳螂拳 (太极梅花螳螂拳、

七星螳螂拳、螳螂拳)

青岛市市北区

平度市

山东省体育局

２２８ VI－１４ 大洪拳 滨州市滨城区

２３１ VI－１９ 形意拳 (莱芜形意拳、尚派形意拳)
济南市钢城区

安丘市

２２３ VI－９ 梅花拳 鄄城县

２３８ VI－２４
太极拳 (经梧传陈式太极拳、

济南陈氏太极拳)

莱州市

山东省文化馆

七、传统美术 (１１项)

１８ VII－１
木版年画 (莱芜木版年画、

高密木版年画、鱼台木版年画)

济南市莱芜区

高密市

鱼台县

２５ VII－８
面塑 (杨氏面塑、泰山石家面塑、

沂蒙面塑、阳信面塑)
东营市河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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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２５ VII－８
面塑 (杨氏面塑、泰山石家面塑、

沂蒙面塑、阳信面塑)

泰安市

临沂市

阳信县

２８ VII－１１ 泥塑 (枣庄泥塑、曹州泥偶)
枣庄市山亭区

成武县

２４ VII－７ 葫芦雕刻 (章丘葫芦雕刻、葫芦雕刻)
济南市章丘区

寿光市

３２ VII－１５
剪纸 (齐氏剪纸、朔之乡剪纸、

聊城剪纸艺术、剪影)

沂源县

德州市陵城区

聊城市东昌府区

山东省文化馆

２４３ VII－３２

木雕 (红木雕刻、嘉祥木雕、
金乡木雕、菏泽木雕、肥城桃木雕刻、

博兴木雕、沾化枣木雕刻)

淄博市周村区

嘉祥县

金乡县

菏泽市牡丹区

肥城市

博兴县

滨州市沾化区

２４９ VII－３８
鲁绣 (衣线绣、刺绣、绒绣、

费县手绣、蓬莱博绣、麻布绒绣)
山东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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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２４９ VII－３８
鲁绣 (衣线绣、刺绣、绒绣、

费县手绣、蓬莱博绣、麻布绒绣)

阳信县

无棣县

费县

烟台市蓬莱区

潍坊市

３３７ VII－４０ 布玩具 (刘氏布偶、布老虎)
东营市东营区

博兴县

３４１ VII－４４ 刻瓷 (曹州刻瓷) 菏泽市牡丹区

４０１ VII－４５ 指墨画 (陈氏指画) 新泰市

４４ VII－２７ 石雕 (泰山石刻、燕子石制作技艺)
泰安市

济南市莱芜区

八、传统技艺 (２７项)

１２４ VIII－７
粉丝制作技艺 (龙口粉丝传统制作技艺、

乳山粉条制作技艺)

招远市

乳山市

２５０ VIII－２３
小磨香油制作技艺

(沂蒙孟府小磨香油制作技艺)
兰陵县

２６０ VIII－３３ 锡镶壶制作技艺 海阳市

２６７ VIII－４０ 沂水桑皮纸制作技艺 沂水县

２６８ VIII－４１ 草柳编 (郯城琅琊草编织技艺) 郯城县

３４３ VIII－６５ 拓片制作技艺 济宁市任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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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３４４ VIII－６６ 毛笔制作技艺 (同文堂毛笔制作技艺) 昌邑市

３４５ VIII－６７

陶器烧制技艺 (济阳黑陶制作技艺、
砂大碗制作技艺、柘沟民间制陶工艺、

罗庄周氏笼窑陶瓷烧制技艺、
高唐州黑陶制作技艺、泥陶手工技艺、

儒苑青陶制作技艺、日照平面陶烧制技艺)

济南市济阳区

栖霞市

泗水县

临沂市罗庄区

高唐县

东营市垦利区

济宁市任城区

日照市东港区

３４７ VIII－６９

中式服装制作技艺

(莱芜东大传统服饰制作技艺、
旗袍制作技艺、玉氏鸿叶旗袍制作技艺、

沂蒙小棉袄制作技艺、
戏曲服装传统制作技艺)

济南市莱芜区

东营市垦利区

新泰市

沂水县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

３５３ VIII－７０ 琉璃烧制技艺 (博山胭脂红琉璃烧制技艺) 淄博市博山区

３５８ VIII－８０

酒传统酿造技艺

(寺后老烧锅酒传统酿制技艺、
琅琊酿酒工艺、临淄酒传统酿造技艺、

彩山特曲传统酿造技艺、
五莲原浆酒传统酿造技艺、

孟尝君酒酿造技艺、邓氏黍米原浆酒制作技艺、
王村黄酒酿造技艺、黄氏酒坊酿酒技艺、

山果酒酿造技艺)

青岛市城阳区

青岛市黄岛区

淄博市临淄区

宁阳县

８１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１年第３３期



省政府文件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３５８ VIII－８０

酒传统酿造技艺

(寺后老烧锅酒传统酿制技艺、
琅琊酿酒工艺、临淄酒传统酿造技艺、

彩山特曲传统酿造技艺、
五莲原浆酒传统酿造技艺、

孟尝君酒酿造技艺、
邓氏黍米原浆酒制作技艺、

王村黄酒酿造技艺、黄氏酒坊酿酒技艺、
山果酒酿造技艺)

五莲县

聊城市东昌府区

菏泽市

淄博市周村区

东营市东营区

青州市

３６０ VIII－８２

肉食传统制作技艺

(超意兴把子肉及相关系列菜品制作技艺、
四喜丸子系列菜品制作技艺、

黄家烤肉制作技艺、鲁味斋扒蹄制作技艺、
翟庄 “瘸把”烧鸡制作技艺、

金家羊汤制作技艺、知味斋清香肉制作技艺、
龙居丸子制作技艺、广饶肴驴肉制作技艺、

福山烧小鸡制作技艺、
拳铺李家驴肉制作技艺、
西御道老汤鸡制作技艺、
鲁城全羊宴制作技艺、
永盛斋扒鸡制作技艺、
傻小二扒鸡制作技艺、

夏津鸿熙居布袋鸡制作技艺、
魏集驴肉制作技艺、
东明香肚制作技艺、

枣庄辣子鸡烹饪技艺)

济南市市中区

济南市市中区

济南市章丘区

济南市槐荫区

济南市长清区

济南市莱芜区

淄博市周村区

东营市东营区

广饶县

烟台市福山区

梁山县

泰安市岱岳区

兰陵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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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３６０ VIII－８２

肉食传统制作技艺
(超意兴把子肉及相关系列菜品制作技艺、

四喜丸子系列菜品制作技艺、
黄家烤肉制作技艺、鲁味斋扒蹄制作技艺、

翟庄 “瘸把”烧鸡制作技艺、
金家羊汤制作技艺、知味斋清香肉制作技艺、
龙居丸子制作技艺、广饶肴驴肉制作技艺、

福山烧小鸡制作技艺、
拳铺李家驴肉制作技艺、
西御道老汤鸡制作技艺、
鲁城全羊宴制作技艺、
永盛斋扒鸡制作技艺、
傻小二扒鸡制作技艺、

夏津鸿熙居布袋鸡制作技艺、
魏集驴肉制作技艺、
东明香肚制作技艺、

枣庄辣子鸡烹饪技艺)

德州市德城区

禹城市

夏津县

惠民县

东明县

枣庄市市中区

３６２ VIII－８４

传统面食制作技艺 (孝里米粉制作技艺、
蓬莱小面制作技艺、景德东糕点制作技艺、
潍县糕点制作技艺、恒盛斋点心制作技艺、

乐春传统面食制作技艺、
得膳斋清真糕点制作技艺、

沂水丰糕制作技艺、大柳面制作技艺、
莘县鸳鸯饼制作技艺、塘坊糕点制作技艺、

传统面点小吃制作技艺、
野风酥食品制作技艺)

济南市长清区

烟台市蓬莱区

淄博市博山区

潍坊市寒亭区

潍坊市奎文区

昌邑市

泰安市岱岳区

沂水县

宁津县

莘县

无棣县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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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３６４ VIII－８６ 豆腐传统制作技艺 (五巧豆腐制作技艺) 烟台市牟平区

３６５ VIII－８７ 醋酿造技艺 (信芳园传统酿造技艺) 淄博市周村区

４０８ VIII－９３
传统古琴制作技艺

(九嶷派斫琴法、古琴制作技艺)

青岛市市北区

潍坊市奎文区

４０９ VIII－９４ 锔艺 (陈氏锔艺、王门锔、淄博锔瓷)

青岛市市北区

青岛市市南区

淄博市淄川区

４１６ VIII－９６

茶传统制作技艺 (金凤城红茶传统制作技艺、
崂山绿茶制作技艺、海阳绿茶制作技艺、
诸城绿茶制作技艺、泰山茶制作技艺、

日照茶手工炒制技艺)

济南市莱芜区

青岛市崂山区

海阳市

诸城市

泰安市岱岳区

日照市岚山区

２７４ VIII－４７ 酱菜制作技艺 (京冬菜传统制作技艺) 日照市东港区

１２５ VIII－４
鲁锦 (老粗布制作技艺、
平邑杨家粗布制作技艺)

滨州市沾化区

平邑县

４１１ VIII－９１
海产品制作技艺 (海鲜腌制技艺、

威海海蜇传统加工技艺)

青岛市市南区

荣成市

３５０ VIII－７２ 弓箭制作技艺 (阳谷柘木弓箭制作技艺) 阳谷县

１２ 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１年第３３期



省政府文件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２５７ VIII－３０
铜器制作技艺 (肥城聂氏铜器铸造技艺、

东昌府铜铸雕刻制作技艺)

肥城市

聊城市东昌府区

３５５ VIII－７７ 晒盐技艺 (文登海盐制作技艺) 威海市文登区

１２４ VIII－３ 蓝印花布印染技艺 (泥沟青花布印染技艺) 枣庄市台儿庄区

３５７ VII－７９ 盆景技艺 (莱州梅花盆景技艺) 莱州市

１４２ VIII－２１

鲁菜烹饪技艺 (水浒菜烹饪技艺、
清真八大碗制作技艺、

曹县蒸碗制作技艺、鲁菜烹饪技艺)

梁山县

临清市

曹县

烟台市

九、传统医药 (３项)

１４３ IX－１

中医传统制剂方法 (济南喜面鼻烟制作技艺、
徐氏祖传追风逐湿膏制作技艺、

痛消接骨膏制作技艺、瑞泽堂王氏膏方、
姚家膏药、段氏德兴堂烧烫伤复原膏制作技艺、

东阿国胶堂阿胶传统制作技艺、
茌平袁氏接骨膏制作技艺、

徐氏正骨传统膏药制作技艺、
任氏怀德堂膏药、鲁润阿胶传统制作技艺、

宏济堂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

济南市历城区

淄博市临淄区

淄博市张店区

肥城市

蒙阴县

临沂市兰山区

东阿县

聊城市茌平区

滨州市沾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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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４３ IX－１

中医传统制剂方法 (济南喜面鼻烟制作技艺、
徐氏祖传追风逐湿膏制作技艺、

痛消接骨膏制作技艺、瑞泽堂王氏膏方、
姚家膏药、段氏德兴堂烧烫伤复原膏制作技艺、

东阿国胶堂阿胶传统制作技艺、
茌平袁氏接骨膏制作技艺、

徐氏正骨传统膏药制作技艺、
任氏怀德堂膏药、鲁润阿胶传统制作技艺、

宏济堂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

郓城县

巨野县

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

２９５ IX－６

中医正骨疗法 (王氏整脊术、
贾氏一指正骨诊疗法、殷氏金铠甲正骨、

三两三白鸡膏正骨疗法、
翟氏正骨、大岭牟氏正骨术、

永胜堂中医骨伤疗法、
千户宋楼宋氏正骨疗法)

济南市历下区

广饶县

安丘市

金乡县

新泰市

日照市

寿光市

鄄城县

４３４ IX－１０

中医诊疗法 (扁鹊脉学诊法、
廉氏中医三联疗法、郑氏中医妇科诊疗法、

霍氏中医望诊术、山东传统修脚术、
曹氏传统修脚术、杜氏烧烫伤疗法、

许氏特色痔疮调理方法、荆氏经络点穴疗法、
山东孙重三小儿推拿流派)

济南市历下区

淄博市

滨州市滨城区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

淄博市淄川区

烟台市

莱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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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４３４ IX－１０

中医诊疗法 (扁鹊脉学诊法、
廉氏中医三联疗法、郑氏中医妇科诊疗法、

霍氏中医望诊术、山东传统修脚术、
曹氏传统修脚术、杜氏烧烫伤疗法、

许氏特色痔疮调理方法、荆氏经络点穴疗法、
山东孙重三小儿推拿流派)

威海市

菏泽市牡丹区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十、民俗 (３项)

３０６ X－２２

民间习俗 (趵突泉新春花灯会、
文登活报、恩城鸽子会、

泰山文石鉴赏习俗)

济南市

威海市文登区

平原县

山东省体育局

４２５ X－２８

民间食俗 (胶东花饽饽习俗、
胶东沿海八仙筵习、蒙山喜宴、

岚山煎饼食俗、燕喜堂宴席习俗)

烟台市莱山区

荣成市

平邑县

日照市岚山区

山东省商务厅

４２７ X－３０
民间信俗 (红光祭海节、
祭海、“三月三”庙会)

东营市垦利区

海阳市

德州市陵城区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２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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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

鲁政办发 〔２０２１〕１７号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

构: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２１〕２２号)精神,大力发展保障性租

赁住房,有效缓解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

难,经省政府同意,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因地制宜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一)坚持因城施策.发展保障性租

赁住房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城施策,注重

住房需求、存量土地和房屋等摸底调查,

充分尊重各类主体意见,加强市场分析研

判,科学确定发展方式和规模.

１济南、青岛等人口净流入的大城

市,要以新市民、青年人为重点,以实物

保障为主、租赁补贴并重,利用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产业园区配套用地、企事业

单位自有闲置土地、非居住存量闲置房屋

和新供应国有建设用地等资源,积极扶持

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多点布局带

动全域,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努力

实现职住平衡.

２淄博、枣庄、烟台、潍坊、济宁、

泰安、威海、临沂、聊城等９个省政府确

定的城市,要以新就业大学生、进城务工

人员为重点,统筹实物和租赁补贴保障方

式,结合资源禀赋和需求,合理用好相关

土地支持政策,盘活存量资源,稳步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

３其他城市,要以新就业无房职工、

公共服务人员为重点,以租赁补贴为主,

盘活市场存量住房,利用非居住存量闲置

房屋改建方式,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对

需要利用国办发 〔２０２１〕２２号文件中土

地支持政策的 (通过闲置和低效利用的非

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

策除外),应逐级报请省政府同意,列入

省政府确定的城市后,享受相关土地支持

政策.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

厅牵头)

二、建立健全保障性租赁住房基础制

度

(二)明确保障对象范围.重点保障

在城区工作生活、正常缴纳养老保险和住

房公积金、在当地无自有住房的新市民、

青年人等群体,不设收入限制,优先保障

新就业、从事基本公共服务的新市民.具

体认定标准由各市政府确定.各市住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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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设部门负责受理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

业务,对符合条件的,纳入当地保障范

围.支持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申请保障性

租赁住房,支持用人单位集中申请.畅通

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自主缴纳渠道,为

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便利服务.保障对象不

得同时享受保障性租赁住房实物保障和租

赁补贴.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配合)

(三)合理确定租金.保障性租赁住

房租金应坚持 “可负担、可持续”原则,

可通过委托第三方机构,依据享受的各类

支持政策逐项目测算,具体租金标准由各

市政府确定.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要低于

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并向社

会公示.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实行动态调

整,调整周期不超过２年.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牵头)

(四)严格项目审核认定.保障性租

赁住房应坚持保基本原则,以建筑面积不

超过７０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保障性租

赁住房项目投资人、住房租赁企业或运营

人 (指运营政府闲置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

住房的单位)提出认定或退出申请,各市

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审查,重点审查建

设方式、项目规模、建设资金筹集、质量

安全保证措施、运营管理模式、成本收益

分析等内容.对项目可行的,出具项目认

定书,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库,并办

理相关手续,列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

做好政策衔接,对符合认定条件的各类现

有租赁住房项目,经申请可纳入保障性租

赁住房项目库,出具项目认定书.按程序

退出管理的,退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库,收回项目认定书.保障对象通过领取

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补贴方式租住的市场

房源,不认定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性

租赁住房认定和退出的具体条件由各市政

府确定.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发

展改革委、省财政厅配合)

(五)加强年度计划管理.保障性租

赁住房年度计划包括保障性租赁住房拟新

筹集数量和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补贴拟发

放数量.每年９月底前,各市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会同发展改革、财政和自然资源等

部门,依据需求科学确定当地下年度保障

性租赁住房计划,经市政府同意后,上报

省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财政、自然

资源部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会同发展改

革、财政和自然资源等部门汇总形成全省

年度计划,经省政府同意后,上报国家有

关部门,待国家计划下达后向社会公布.

列入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库的项目优先列

入年度计划.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

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

配合)

(六)强化质量安全管理.保障性租

赁住房应符合集中式租赁住房建设适用标

准,实行联合验收.非居住存量房屋改

建、改造前应对房屋安全性能进行鉴定,

改建、改造方案必须满足安全使用要求.

鼓励建设单位投保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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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运营管理单位要加强维护,落实消防

安全责任制,完善应急预警及处置机制,

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消防救援总队牵头)

(七)加强运营管理.建立健全住房

保障管理服务平台,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

目建设运营单位和保障对象提供便捷高效

服务.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得上市销售或变

相销售.严格查处违规出租、借保障性租

赁住房名义违规经营或骗取优惠政策的行

为.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大数据

局配合)

三、落实落细支持政策

(八)落实土地政策.加强国土空间

规划和权属管理,各市要科学利用存量资

源,选择适当土地供应方式,对纳入年度

计划项目实行一地一策,落实相关土地支

持政策.(省自然资源厅牵头)

(九)加强资金保障.完善常态化财

政资金直达机制,强化对资金分配、使用

的跟踪监控,确保合规、高效使用补助资

金.各市应加强预算资金管理,足额保障

列入年度计划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补贴

资金.(省财政厅牵头)

(十)强化金融支持.鼓励银行业金

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优化信贷流程,提

高审核效率,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积极推

动保障性租赁住房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

托基金 (REITs)试点.(省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山东银保监局、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青岛银保监局牵头)

(十一)落实税费优惠.落实国家税

费优惠政策,支持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对住房租赁企业向个人出租保障性租赁住

房,或者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

他组织向个人、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

业出租保障性租赁住房,符合规定条件

的,落实相应增值税、房产税优惠政策.

住房租赁企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按照 «财

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２０２１

年第２４号»文件执行.专业化规模化住

房租赁企业下调标准、共享信息等事项由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财政、税务部门共

同研究后确定.对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免

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省财政厅、省

税务局、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青岛市税务

局牵头)

(十二)加强价格政策支持力度.保

障性租赁住房用暖与用水、用电、用气价

格均执行居民价格标准,加强价格监督检

查,对专营单位不按规定落实优惠政策的

违法违规行为,严格依法查处. (省发展

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牵头)

四、保障措施

(十三)明确发展目标.扩大保障性

租赁住房供给是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补齐

住房供应结构短板的重要内容.各市要将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 “十四五”时期

住房建设的重点工作,参照人口普查数据

研究城市人口变化情况,分析收入与房价

比、房租与房价比,科学确定发展保障性

租赁住房的建设目标和政策措施.２０２１

７２ 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１年第３３期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年１１月底前,各市要确定 “十四五”保

障性租赁住房年度建设目标,并向社会公

布.(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

(十四)加强组织领导.各市政府是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责任主体,要建立

部门联审联动和协调工作机制,政府负责

同志牵头、相关部门协同推进,明确项目

认定、监管和支持政策落地等方面的职责

分工,形成工作合力. (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牵头)

(十五)开展监测评价.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牵头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会

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协调和业务指导,建

立完善监测评价机制并组织实施. (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财

政厅、省自然资源厅、人民银行济南分

行、省税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青岛

市税务局配合)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４日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５日印发)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政策解读

工作的通知
鲁政办字 〔２０２１〕１１５号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

构:

加强重要政策性文件的解读工作,对

落实重要政策、规范政策执行行为、依法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

用,是加强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创

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

求,对依法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为解决我省政策解读工作中存在的解

读范围不明确、解读材料发布时效性不

强、解读形式单一、内容质量不高、实质

性解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提升解读工作

质量和效果,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

规范和加强政策解读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落实政策解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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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民政府办公室 (厅)负责推

进、指导、协调、监督本级政府及部门的

政策解读工作,各级人民政府部门是本级

人民政府政策解读的责任主体,部门主要

负责人是 “第一解读人和责任人”.

各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性文件,应

由政策性文件起草部门组织解读;政府部

门制发的政策性文件,应由政府部门起草

的处 (室、科)组织解读;两个以上政府

部门联合制发的政策性文件,应由牵头部

门会同联合发文部门组织解读;政府规章

应由起草的政府部门会同司法行政部门组

织解读.

二、明确政策解读范围

以深入实施八大发展战略,聚力突破

九大改革攻坚,做大做强做优 “十强”优

势产业,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 “六保”任务等为重点,及时发布权威

信息,精心解读相关政策措施,促进各项

政策落地见效.政策解读具体范围应至少

包括:

(一)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各市人民政

府制定的政府规章;

(二)以各级人民政府、政府办公室

(厅)、政府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

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名义印发的规范

性文件;

(三)以各级人民政府、政府办公室

(厅)或政府部门名义印发的其他具有涉

及面广、与民生关系密切、社会关注度

高、专业性强、影响市场预期等一种或几

种情形的主动公开的重要政策性文件;

(四)政府全体会议、政府常务会议

以及其他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重要

会议精神;

(五)其他明确规定和要求需要解读

的事项.

各级、各部门可在此基础上,结合本

地、本部门实际,进一步具体确定本机关

政策解读的范围.

三、规范政策解读程序

各级、各部门要坚持 “谁起草、谁解

读” “谁解读、谁负责”的原则,政策性

文件与解读方案、解读材料要同步组织、

同步审签、同步部署,解读材料应于文件

公开后３个工作日内公开.

解读方案由文件起草部门组织起草,

包括解读提纲、解读形式、解读渠道、解

读时间等,主要对解读工作按阶段或进程

作具体的部署安排,明确解读工作的时

限、范围、对象、途径、内容和重点等.

重要、复杂的政策性文件需要长篇解读

的,文件起草部门应在解读方案中列出解

读材料提纲;需要多篇解读材料的,应在

解读方案中列出解读材料目录.

以各级人民政府、政府办公室 (厅)

名义制发的属于本级人民政府解读范围的

重要政策性文件,起草部门应将解读方

案、解读材料和政策性文件代拟稿 (含电

子版)一并报送,不同步报送解读方案、

解读材料与政策性文件代拟稿的,各级人

民政府办公室 (厅)可予以退文.各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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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办公室 (厅)审核科 (处)室要严

格把关解读材料的内容质量.若起草部门

认为报批的文件无需解读的,应在报批文

件时作出书面说明,由本级人民政府办公

室 (厅)审核科 (处)室负责研判;本级

人民政府办公室 (厅)审核科 (处)室认

为有必要解读而没有解读的,可要求起草

部门补充解读;意见不一致的,提请本级

人民政府办公室 (厅)领导审定.政策性

文件和解读材料经领导审签同意正式印发

后,要同步提交本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

协调主流媒体发布,并按照解读方案组织

开展解读工作.

政府规章草案经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后,起草部门会同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编

写解读材料,与政府规章草案一并报批,

起草部门要按照解读方案组织实施解读工

作.

以各级人民政府部门名义制发属于本

机关解读范围的重要政策性文件,报批时

要将解读方案、解读材料和政策性文件一

并报部门负责人审签,审签后按照解读方

案实施解读工作.

各级、各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

推行政策施行后解读.对政策发布后社会

的普遍疑虑和争议点,可有针对性地开展

深度解读、延伸解读.

四、把握政策解读内容

政策解读要更加注重对政策背景、出

台目的、重要举措等方面的实质性解读,

全面提升解读工作质量,做到全面、详

尽、准确,便于群众理解和查阅,帮助市

场主体准确把握政策精神,提振发展信

心,把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讲清

楚、讲透彻,提升解读效果.各级人民政

府办公室 (厅)要根据实际,积极稳妥推

进政策解读工作,不宜设定过高的解读率

考核指标,避免形式主义.

解读材料要有针对性,结合当前社会

热点和公众关注重点重新归纳组织文字,

不能简单地复制摘抄文件内容或者制作文

件精简版方式解读.解读材料要素应包括

但不限于:

(一)制定背景、决策依据、出台目

的、重要举措;

(二)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

组织权利义务、切身利益及重大公共利

益,需要社会公众知悉、执行、配合的条

款,要说明具体做法、制定依据及合法

性、合理性;

(三)对政策性文件中的关键词、专

业术语,以及社会公众可能误解、疑问、

质疑的内容,要进行全面诠释;

(四)涉及政务服务事项的,要说明

受理单位和地址、联系方式,办事条件、

资料、程序、时限以及其他注意事项;

(五)涉及行政执法事项的,要说明

执行范围、执行程序、执行标准等;

(六)属原有政策进行修订的,要说

明修订的理由和新旧政策的衔接和差异;

(七)属贯彻执行上级政策的,要说

明本级政策措施与上级的异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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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议解读要重点对会议召开的

背景、目的、主要内容、议定事项、下一

步工作措施等进行详细说明.

五、丰富政策解读形式

各级、各部门可积极运用新闻发布会

(通气会、吹风会等)、电视问政、网络问

政、媒体专访、座谈访谈、撰写文章、简

明问答、政策进社区等方式,采用图片图

表、音频视频、H５动画、卡通动漫等群

众喜闻乐见的展现形式,尽量使用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的语言,配以客观事实、客

观数据、生动案例,进行立体式、多方位

解读,真正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信得

过、用得上.

对专业性较强的政策,要发挥专家学

者的作用,进行专业解读,提升解读的准

确性、权威性.对群众关切和社会热点,

要主动快速引导、释放权威信号、正面回

应疑虑、推动解决实际问题,提升政府公

信力,赢得群众理解和支持.

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确定的重大政策措

施出台后,文件起草部门可通过新闻发布

会进行解读.其中,涉及全局性重大民生

问题、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政策措施,应

当以本级人民政府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

及时进行全面解读发布.

六、拓展解读发布平台

充分发挥政府网站的政务公开第一平

台、权威政策发布解读和舆论引导平台作

用,各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其部门网站

均应设立政策解读专栏或目录,集中汇总

发布解读材料.做好政策性文件与解读材

料的相互关联,在政策性文件页面提供解

读材料页面入口,在解读材料页面关联政

策性文件有关内容.对于重要政策性文件

及解读材料,要协调主要新闻媒体、重点

网站和新媒体平台转发转载,提高政策到

达率和知晓度.

要统筹运用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

政务服务大厅、“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政务新媒体等发布政策解读信息,充

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新闻网站、

新媒体的作用,扩大政策解读的受众面.

各级、各部门政务公开工作机构要加

强内部协调,畅通本机关政策咨询渠道.

有条件的地方,可利用 “１２３４５”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实体服务大厅和政务服务

网,依托综合服务窗口,为企业群众提供

“一号答”“一站式”的政策咨询服务.

七、做好监督保障工作

(一)健全工作机制.各级、各部门

要建立健全解读全链条管理机制,正确把

握政策解读的节奏和力度,推进政策解读

常态化工作的有效落实.进一步做好政策

解读工作的人员、经费保障,确保政策解

读与公文办理环节的高效融合.有条件的

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组建由政策制定

参与者、部门主要负责人、专业机构从业

人员、专家学者、新闻评论员、媒体记者

等组成的解读专家队伍,充分发挥媒体和

专业机构作用,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影

响市场预期等重要政策性文件开展多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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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提高政策解读的科学性、权威性和

有效性.

(二)加强培训考核.要进一步加强

文件起草人员和信息发布工作人员政策解

读方面的业务培训,提高解读意识和工作

能力.各级人民政府办公室 (厅)要将政

策解读工作纳入政务公开工作考核评估范

围,定期检查并通报本行政区域各行政机

关政策解读工作开展情况.

(三)建立督办约束机制.各级政府

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履行好重大政策 “第一

解读人”职责,将重大政策解读情况纳入

日常 工 作 计 划.各 级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厅)要定期对本通知落实情况进行督办

检查,对政策解读工作推动有力的通报表

扬;对重大政策不解读、解读流于形式、

解读发布时间滞后、解读质量较差的,要

严肃批评、公开通报、限期整改;对由于

重大政策应解读未解读或解读不到位等引

发重大舆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要依

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６日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８日印发)

SDPR－２０２１－００８０００４

山东省公安厅关于印发 «山东省公安机关
实施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行政许可告知

承诺规定»的通知
鲁公通 〔２０２１〕１７５号

各市公安局,各直属公安局,济南铁路公安局:

现将 «山东省公安机关实施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行政许可告知承诺规定»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公安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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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公安机关实施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

行政许可告知承诺规定

　　第一条　为深化治安管理 “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高行政效率,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

和 «国务院关于深化 “证照分离”改革进

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 (国

发 〔２０２１〕７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全省

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经营公章刻制,申请公章刻

制业特种行业行政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制

度.

第三条　县级公安机关负责本辖区内

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工

作,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负责指导、监督

工作.

第四条　申请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行

政许可,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对经营场所拥有合法的所有权

或者使用权;

(二)具备从事公章刻制、备案的硬

件、软件设施;

(三)营业场地的布局和设施符合治

安管理要求;

(四)具有符合治安管理要求的内部

管理规章制度.

第五条　申请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行

政许可,应当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一)申请报告和 «特种行业行政许

可申请表»(附件１);

(二)«营业执照»;

(三)法定代表人、经营负责人的有

效身份证明;

(四)经营场所坐落位置平面图、内

部设施平面图以及合法使用证明;

(五)主要计算机制章设备清单;

(六)承接登记、可疑情况报告、信

息报送、档案保管交接以及作废章坯销毁

等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文件.

第六条　申请人申请公章刻制业特种

行业行政许可,按照约定作出承诺的,实

行告知承诺制度.对申请人不愿做出承诺

的,不实行告知承诺制度.

第七条　县级公安机关应当向申请人

提供告知承诺书和示范文本 (附件２),

一次性告知行政许可的条件和需要提交的

相关证明材料.

第八条　申请人收到告知承诺书后,

应当仔细阅读相关内容.愿意作出承诺

的,签名确认后向行政许可决定机关递交

告知承诺书,并提交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

全部证明材料.

第九条　行政许可决定机关收到申请

人签名的告知承诺书及相关材料,当场作

出行政许可决定,并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送达相关文书.

第十条　行政许可决定机关作出准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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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通过

资料核查、现场检查等方式对申请人的承

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全覆盖核查、检查,

并填写 «特种行业行政许可核查工作记

录»(附件３).发现实际情况与申请人承

诺的内容不符的,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

符合条件的,应当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

定,收回 «特种行业许可证».

第十一条　申请人取得 «特种行业许

可证»后,应接受行政许可决定机关的检

查.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不得开展公章刻

制业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　行政许可决定机关应当建

立诚信档案,发现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

的,记入诚信档案,纳入社会诚信体系管

理,不再实行告知承诺制度.对于隐瞒欺

骗、提供虚假材料的,违反治安管理的,

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十三条　各地可以结合实际制定具

体实施细则.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山东省公安厅治

安警察总队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２０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６年１２月１９
日.

附件:１特种行业行政许可申请表

２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行政

许可告知承诺书

３特种行业行政许可核查工

作记录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６日印发)

注:本文附件详见山东省人民政府网站

SDPR－２０２１－０１１０００５

山东省民政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山东省

城镇居住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
移交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鲁民 〔２０２１〕８３号

各市民政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现将 «山东省城镇居住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移交和使用管理办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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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山 东 省 民 政 厅

山 东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山东省城镇居住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规划、建设、移交和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城镇居住区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移交和使用管理工

作,促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根据

«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等有关法规政策

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山东省行政区

域内商品房住宅小区、拆迁安置小区、经济

适用房等各类城镇居住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的规划、建设、移交和使用管理工作.

根据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

养老服务业的意见» (鲁政发 〔２０１４〕１１

号),本办法中的既有城镇居住区指２０１４

年５月２６日之前已明确拟出让土地规划

条件的小区,新建城镇居住区指２０１４年

５月２６日之后明确拟出让土地规划条件

的小区.

第三条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是指为社

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助餐

助行、上门服务、紧急救援、精神慰藉等

服务的场所.

第四条　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应当

与城镇居住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

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占地面积较小的居住小区,可统筹多

个小区规划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统筹

配建时,应当结合小区密度、人口数量与

分布状况等因素,参照 «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标准» (GB５０１８０—２０１８)、 «完整居

住社区建设标准 (试行)» (建科规

〔２０２０〕７号)进行规划配建.

第五条　各级民政、自然资源、住房

城乡建设、行政审批等部门及相关开发建

设单位,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城

镇居住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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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和使用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　划

第六条　设区的市、县 (市)自然资

源部门提出新建城镇居住区项目用地规划

条件时,应当根据经审查批准的公共服务

设施、养老服务设施等空间类专项规划和

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要求,按照每百户不少

于２０平方米的标准,同步提出配建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要求.有关部门和开发建设

单位应当按照以下步骤将规划要求落实到

位:

(一)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使用权出

让或者划拨前,设区的市、县 (市)自然

资源部门应当通知同级民政部门,就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建规模、建设标准等提

出建设条件意见,由自然资源部门纳入土

地出让方案或划拨条件,作为土地使用权

出让或划拨的依据,并在 «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或 «划拨决定书»中明

确约定产权归属、无偿移交等内容.

(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得人签

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

或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取得 «划拨决定

书»时,应当同时与县级民政部门签订新

建城镇居住区社区养老设施配建移交协

议,明确建设内容、建设标准、开 (竣)

工期限、产权归属、移交方式、违约责任

等内容.

(三)开发建设单位编制新建城镇居

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时,应当同步落实规划条件中配建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的要求.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应当按照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

准»(JGJ４５０－２０１８)、«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 〔GB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年版)〕、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建

标１４３－２０１０)、 «无障碍设计 规 范»

(GB５０７６３－２０１２)等标准规范设计.

１与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统筹规划,相

对集中设置.应当根据各类用房和设施的使

用功能要求,做到流线清晰、服务方便.

２应当安排在建筑的低层,主要出

入口可单独设置;安排在建筑的二层 (含

二层)以上的,应当设置无障碍电梯;不

得安排在建筑的地下层、半地下层和夹

层;应配建无障碍设施.

３出入口前的道路设计应当便于人

车分流的组织管理,并满足消防、疏散及

救护等要求.主要功能用房应当建设在日

照充足、通风良好的位置,并满足规定的

日照标准要求.

４单独选址的养老服务设施项目,

应当选择市政设施条件较好、位置适中、

区域相对独立、通风和采光条件较好、方

便老年人及居民出入、便于服务辖区老年

人的地段,宜靠近广场、公园、绿地等公

共活动空间.

(四)设区的市、县 (市)自然资源

部门审定新建城镇居住区修建性详细规

划、审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时,应当核实

规划设计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是否符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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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条件,并通知民政部门参与并联审查.

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新建城镇居住区修

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调整

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设区的市、县

(市)自然资源部门应当通知民政部门参

与变更审查.未经审查同意,开发建设单

位不得变更.

第七条　本办法施行前未按照要求规

划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新建城镇居住区,

设区的市、县 (市)自然资源部门应当组

织开展排查,分类实施整改.

(一)具备调整规划条件的,设区的

市、县 (市)自然资源部门应当及时组织

调整规划设计方案,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列入规划条件,按照本办法第六条实施.

(二)不具备调整规划条件的,设区的

市、县 (市)自然资源部门应当会同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统筹居住区内已规划或者建设

的公共服务设施或者其他符合条件的建筑设

施,调剂作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第三章　建　设

第八条　已规划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

新建城镇居住区,设区的市、县 (市)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做好

施工管理、竣工验收等工作.

(一)开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设计方

案实施,确保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达到

简单装修、入住即可使用的标准,墙体四

白落地,平整水泥地面,门窗和厕所完

善,水、电、气、暖设施齐全、达到使用

条件,符合无障碍设施要求.

(二)设区的市、县 (市)自然资源

部门应当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是否符

合规划条件进行核实.未经规划核实或者

经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的,不予核发建设

工程竣工规划核实认可文件.

(三)竣工验收阶段,联合验收牵头

部门应当通知民政部门参与联合验收.配

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验收不合格的,牵头

验收部门应当会同民政部门提出具体整改

意见,在开发建设单位整改完成后再行组

织验收.

(四)房地产测绘机构进行建筑面积

预测、实测时,应当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用房单独列项、计算面积,其面积不计入

分摊的共用建筑面积.

第九条　未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

新建城镇居住区,在无法按照第七条规定

整改的情况下,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按照 «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第十一条

规定,通过新建、改建、购置、置换、租

赁等多种方式,按照标准配置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

第十条　未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

既有城镇居住区,县 (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通过新建、改建、购置、置换、租赁

等多种方式,按照标准配置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

设区的市、县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应当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深入挖掘小区

内空间资源,对具备条件的通过新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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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等多种方式,补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短

板.

第四章　移　交

第十一条　产权归政府的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开发建设单位应当自城镇居住区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３个月内,将配

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及有关建设资料全部

无偿移交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

开发建设单位办理居民小区不动产首

次登记时,应当会同县级民政部门对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一并申请不动产登记.县级

民政部门应当将接收的有关建设资料按照

“一设施、一档案”要求,建立专门档案

长期保存管理.

第十二条　产权不归政府的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在不变更产权关系的前提下,

开发建设单位应当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１个月内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纳入县级民

政部门统一登记管理范围;已建成但尚未

纳入民政部门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设施

产权方应当在本办法施行起１个月内纳入

民政部门统一登记管理范围.

第十三条　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对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统一登记造册,实施编号管

理,具体编号规则为SQ 区划代码—设施

代码 (如 济 南 市 历 下 区 为 SQ３７０１０１－

０００１).

第五章　使　用

第十四条　产权归政府的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县级民政部门应当通过公开竞

争、委托等方式,无偿或者低偿委托专业

养老服务组织运营,用于开展非营利性养

老服务,优先保障辖区内特困、经济困

难、失能、高龄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优先选择连锁化、品牌化的专业养老服务

组织作为运营方.

第十五条　产权不归政府的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加强日常指

导和监督管理,确保用于开展养老服务.

第十六条　运营方应当坚持以老年人

需求为导向,按照 «山东省社区养老设施

管理与运行规范» (DB３７∕ T３７７７—

２０２０)等标准和要求,因地制宜为老年人

提供养老服务.

对符合条件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应

当按照有关规定落实资金扶持和税费减免

政策.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应当加

强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和服务情况的监

督管理,规范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

第十八条　未经法定程序,任何组织

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依法规划配建、配置

的养老服务设施使用性质.

第六章　监　管

第十九条　 «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

施行后未按照规定标准规划配置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的,依据 «山东省养老服务条

例»第七十二条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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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开发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

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将城镇居住区建设

项目交付使用的,或者未按照规定将配建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以及有关建设资料全部

无偿移交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的,由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或者负责实施执法的部门依

据 «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第六十七条规

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配套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工程造价二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擅自改变依法规划配

建、配置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使用性质

的,由民政部门或者负责实施执法的部门

依据 «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第六十八条

规定,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

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各设区的市可根据本办

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山东省民政

厅、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负责解释,自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０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６年１２月９日.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印发)

SDPR－２０２１－０１３０００８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山东省省级部门
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鲁财绩 〔２０２１〕１２号

省直各部门、单位:

为引导和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提高第三方服务质量和水平,我们研

究制定了 «山东省省级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暂行办法».现予印

发,请遵照执行.

山东省财政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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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省级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引导和规范第三方机构

(以下简称 “第三方”)参与预算绩效管

理,提高第三方服务质量和水平,推动预

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依据 «财政部关于

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

意见» (财预 〔２０２１〕６号)、 «关于印发

‹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业务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监 〔２０２１〕４号)

和 «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鲁

发 〔２０１９〕２号)及政府采购、政府购买

服务管理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级财政、预算部门 (单

位)(以下统称 “委托方”)开展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对于工作量大、专业性强,

需要委托第三方提供相关服务,且由第三

方独立出具审核意见、结论、报告的,适

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第三方,是指依

法设立并向委托方提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相关服务、独立于委托方和绩效管理对象

的组织,包括专业咨询机构、会计师事务

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等社会组

织或中介机构,以及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等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得作为第三方承

接政府购买预算绩效管理服务.

第四条　委托第三方开展预算绩效管

理,应当聚焦于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

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以及

本部门或单位主体职责的政策和项目.财

政部门重点组织对预算部门及单位、下级

财政部门开展评估评价,也可以根据需要

对重点项目开展评价;预算部门的财务机

构或其他负责绩效管理的机构重点组织对

业务机构、所属单位以及下级部门和单位

开展具体项目的绩效管理工作.

第五条　委托第三方参与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主要包括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

标审核、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复核、

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制定、预算绩效管理

相关课题研究等.

对于绩效目标设定、绩效运行监控、

绩效自评等属于预算部门或单位强化内部

管理的事项,原则上不得委托第三方开

展,确需第三方协助的,应严格限定各方

责任,第三方仅限于协助委托方完成部分

事务性工作,并不得以第三方的名义代替

委托方对外出具相关报告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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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委托第三方参与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应坚持 “权责清晰、主体分离,厉

行节约、突出重点,质量为先、择优选

取”的原则,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严

格界定委托第三方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范围,严格执行利益冲突回避制度,选取

专业能力突出、资质优良、业务过硬的第

三方.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七条　委托方按照预算绩效管理有

关规章制度,指导第三方开展相关工作,

主要职责包括:

(一)提出委托事项总体工作要求、

工作规范,并对第三方进行必要的培训和

指导.

(二)审核第三方提交的工作实施方

案.

(三)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及时提

供准确、真实、完整的文件资料、信息数

据等,为第三方提供必要工作条件,保证

委托工作正常开展.

(四)对委托的工作进行督导,跟踪

掌握第三方工作进展.

(五)尊重第三方的专业性和独立性,

对第三方出具的意见、结论、报告等工作

成果进行审核.

(六)对第三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验

收,并对业务质量进行综合考评.

(七)加强对第三方工作成果的应用.

(八)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的

预算绩效管理事项,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

全法»等规定,合理确定第三方开展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的具体范围;涉及商业秘密的,

按照商业秘密保护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　资金使用单位主要职责包

括:

(一)配合第三方开展工作,按规定

及时收集、提供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基础资

料,并对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

性、有效性负责.

(二)对第三方现场调研、座谈、访

谈、问卷调查等给予必要的配合和支持.

(三)根据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反馈意

见,对相关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第九条　第三方依据有关预算绩效管

理规章制度开展工作,主要职责包括:

(一)第三方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应遵守预算法、保密法等法律法规,并按

照中央和省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办法及操

作规程规定的工作程序和方法依法依规开

展工作;坚持独立公正,严格执行利益冲

突回避制度,对工作行为、服务质量及工

作成果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坚持科学

有效,意见和建议对改进预算管理、优化

财政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

政策效能起到重要参考作用.

(二)成立工作组,确定１名项目负

责人,配备满足需要的工作人员,并保持

工作组成员相对稳定.

(三)拟订工作实施方案,报委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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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

(四)按照预算绩效管理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章制度要求,客观公正、规范有序

地开展受托业务,并全程接受委托方、财

政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五)根据工作需要,真实、完整地取

得数据、资料,并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进

行分析研判;对技术难度大、专业性强的工

作内容,聘请相关领域专家实施论证.

(六)及时向委托方反馈工作进度、

重要事项和相关问题.

(七)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客观独

立地出具意见、结论、报告等工作成果,

对工作成果的客观准确性负责.工作成果

应符合规定要求和文本格式,做到要素完

整、依据充分、结论客观、建议可行.

(八)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守国家秘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

全法»等法律制度规定,合理使用并妥善

保管委托事项相关资料,严格保守工作中

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并有权拒绝单位和个人的非法干预.

未经委托方和资金使用单位同意,不

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提供、泄露或公开委托

事项的有关情况.

(九)做好相关信息资料归档保管工

作.

(十)受托开展绩效评价工作,要按

照相关规定,通过财政部门户网站 “预算

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信用管理平台”,录

入相关信息,并上传有关资料.

第三章　第三方的选取和委托

第十条　委托方选定第三方,应严格

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

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１０２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通过政府采购

确定承接主体的,应当采用公开招标、邀

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

来源等采购方式;非政府采购确定承接主

体的,应当采用竞争性评审、定向委托等

采购方式.

委托方可以从财政部 “预算绩效评价

第三方机构信用管理平台”查询第三方有

关信息,根据所委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

特殊需求,增设选聘第三方的特定条件,

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第三方实行差别

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第十一条　第三方确定后,委托方应

与第三方根据有关规定签订委托协议或合

同 (参考格式见附件１),明确工作范围、

要求、服务期限、委托服务费金额和支付

方式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

第十二条　第三方从事预算绩效管理

业务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未经委托方同意,擅自转包、

分包所承接的业务;

(二)允许其他机构以本机构名义或

者冒用其他机构名义开展业务;

(三)出具本机构未承办业务、未履

行适当程序、存在虚假情况或者重大遗漏

的预算绩效管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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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恶意压价等不正当竞争手段

承揽业务;

(五)聘用或者指定不具备条件的相

关人员开展业务;

(六)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四章　委托服务费用

第十三条　按照 “谁委托,谁付费”

的原则,委托方应根据委托协议或合同约

定向第三方支付委托服务费用.

第十四条　委托方应综合考虑委托业

务的难易程度和工作量、时间与人员资质

要求以及第三方工作成本等因素,采取成

本核算法、计时收费法等方法,科学测

算、合理确定委托服务费的预算控制价.

(一)成本核算法,按照委托第三方

提供服务工作的实际工作量,综合考虑地

域分布、行业特点、难易程度等因素,根

据预计发生的费用 (包括人工费、印刷

费、会议费、差旅费、专家咨询费、税费

等支出)加合理利润测算核定.

(二)计时收费法,可参照开展受托

工作所需人数、工作天数和工作人员日收

费标准核定费用.工作天数根据受托开展

服务的工作量确定,工作人员日收费标准

可根据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等级,依据

相关规定分别确定.

第十五条　第三方委托服务所需费

用,原则上由委托方通过项目支出或公用

经费解决.

第十六条　除与委托方约定的委托服

务费用之外,第三方不得再以任何名义和

形式向委托方和其他主体索取费用报酬或

接受利益输送.

第五章　管理与考核

第十七条　第三方应建立档案管理制

度.按照完整、有序、规范要求,反映和

记录提供服务工作相关过程、结果,及时

对相关业务资料进行收集分类、整理造

册,规范存档和保管.健全档案借阅、使

用和销毁等制度,确保档案资料的规范、

完整和安全.

(一)归档资料范围.主要包括:立

项性材料 (委托协议或合同等)、证明性

材料 (受托工作实施方案、指标体系、基

础数据表、数据信息核查情况及相关证明

材料、评价工作底稿及附件、调查问卷

等)、结论性材料 (绩效目标论证评审意

见、绩效评价报告、专家评审意见、被评

价评估单位和委托方的反馈意见、工作组

的说明).

(二)档案保管期限.通过政府采购

组织的项目,档案材料保存期限为１５年;

其他项目档案材料保存１０年;国家法律

法规有其他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调阅查询.委托方有权调阅、

查询和复制所委托事项的档案资料.未经

委托方同意或授权,第三方不得对外提

供、公布相关档案资料.

(四)变动移交.第三方因合并、撤

销、解散、破产或其他原因而终止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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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受托相关工作的档案资料移交存续方或

委托方管理.

第十八条　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应按照

«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业务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 (财监 〔２０２１〕４号)要求确

定主评人,第三方出具的评价报告应当由

机构负责人和主评人签字确认.其他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成果应由机构负责人和项目

负责人签字.

第十九条　委托方应对第三方的工作

完成情况和业务质量进行验收考评,建立

本部门 (单位)第三方履职情况备案和台

账管理制度,填写 «山东省第三方机构参

与预算绩效管理业务质量综合考评表»

(详见附件２)和 «山东省第三方机构参

与预算绩效管理业务质量综合考评备案汇

总表» (详见附件３),由主管部门汇总

后,于每年２月底前将上年度 «山东省第

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业务质量综合

考评备案汇总表»报省财政厅备案,考评

结果作为向第三方付费和第三方信用管理

的依据.

第二十条　财政部门建立第三方服务

质量管理台账,对第三方的综合服务情况

实施动态管理.

第二十一条　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应

加强对第三方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执业质

量监管,对第三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

查,督促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工作纪律

等相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省财政厅应按规定建立

违法违规信息报告制度,将第三方及其工

作人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发生的重大违

法违规案件及时上报财政部.

被评估评价单位对绩效评估评价报告

和相关结论有异议的,可向委托方提出申

请,并提供相关依据,对争议较大的,委

托方可组织重新评估、评价.

第二十三条　第三方有违背职业操守、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门、预算部门相

关规定行为的,应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各省直部门可结合实际

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１９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１８日.

附件:１ 山东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

相关业务委托协议 (参考

格式)

２山东省第三方机构参与预

算绩效管理业务质量综合

考评表 (参考表样)

３山东省第三方机构参与预

算绩效管理业务质量综合

考评备案汇总表 (参考表

样)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８日印发)

注:本文附件详见山东省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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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PR－２０２１－０１５０００７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印发山东省测绘地理信息成果

汇交管理办法的通知
鲁自然资规 〔２０２１〕６号

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山东省测绘地理信息成果汇交管理办法»已经厅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

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２日

山东省测绘地理信息成果汇交

管 理 办 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测绘地理信息成果

汇交的监督管理,促进测绘地理信息成果

资源共享,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

法»«测绘成果管理条例»«山东省测绘地

理信息条例»,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测绘地理信息成

果是指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完成的基础测绘

成果和非基础测绘成果.

第三条　测绘地理信息成果实行无偿

汇交,基础测绘成果应当汇交副本,非基

础测绘成果应当汇交目录.

第四条　测绘地理信息项目出资人与

承担单位商定测绘地理信息成果汇交人.

汇交人应当在测绘地理信息项目完成之日

起三个月内依法应向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登

记所在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汇交其项目

成果副本或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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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省自然资源厅负责全省测绘

地理信息成果汇交的统一监督管理,统筹

省、市、县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的汇交与利

用,并具体负责属于省自然资源厅接收的

成果汇交工作;市、县 (市、区)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测绘地理

信息成果汇交工作.

第六条　省自然资源厅负责接收以下

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的成果汇交:

(一)跨设区的市行政区域的测绘地

理信息项目;

(二)外省测绘单位在我省的测绘地

理信息项目;

(三)涉外测绘地理信息项目;

(四)其他需要接收的测绘地理信息

项目成果.

第七条　本办法第六条规定之外的,

其他测绘地理信息项目成果汇交工作,由

项目所在地设区的市、县 (市、区)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其中,本市行政区域

内跨两个以上县 (市、区)行政区域的测

绘地理信息项目汇交工作应当由设区的市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

第八条　成果副本由汇交人到测绘地

理信息项目登记所在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或者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明确的接收保管

单位进行汇交,成果目录通过全国测绘成

果汇交系统进行汇交.

第九条　基础测绘成果副本汇交应当

包括:项目基本情况表、汇交清单、项目

合同、技术设计书、工作总结、技术总

结、质量检查报告、质量检验报告、项目

验收报告、成果数据及图形范围.

非基础测绘成果目录汇交应当包括项

目的属性信息与图形范围.

第十条　测绘地理信息成果接收单位

在接收到测绘地理信息成果后,应向汇交

单位出具 «测绘地理信息成果汇交凭证».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定期组织编制测绘地

理信息成果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依法保护汇交测绘地理信

息成果副本的知识产权,测绘地理信息成

果接收保管单位应当加强成果的管理工

作,配置相应保管设施,建立健全管理制

度、保密制度.

第十二条　设区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应于每年３月底前向省自然资源厅报送

上一年度的基础测绘成果副本.

第十三条　未依法汇交测绘地理信息

成果资料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六十条规定予以

处罚.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２３日起实施,有效期至２０２６年１２月２２

日.«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 ‹山东

省测绘地理信息成果汇交暂行办法›的通

知»(鲁国土资发 〔２００３〕９１号)同时废

止.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３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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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PR－２０２１－０１５０００８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测绘
地理信息项目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鲁自然资规 〔２０２１〕７号

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山东省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登记管理办法»已经厅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

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２日

山东省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测绘地理信息活动的

监督管理,维护测绘地理信息市场秩序,

保障国家地理信息安全,依据 «山东省测

绘地理信息条例»,结合我省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测绘单

位实施测绘地理信息项目前,应当通过山

东省测绘地理信息综合监管服务平台办理

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登记.

测绘地理信息项目包括:

１大地测量;

２测绘航空摄影;

３摄影测量与遥感;

４工程测量;

５海洋测绘;

６界线与不动产测绘;

７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８地图编制;

９导航电子地图制作;

１０互联网地图服务.

第三条　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登记实行

分级管理.

省自然资源厅负责全省测绘地理信息

项目登记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并具体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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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属于省自然资源厅直接管理的测绘地理

信息项目登记工作;市、县 (市、区)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登记工作.

第四条　省自然资源厅负责下列测绘

地理信息项目的登记:

(一)跨设区的市行政区域的测绘地

理信息项目;

(二)省外测绘单位在我省的测绘地

理信息项目;

(三)涉外测绘地理信息项目.

设区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市

行政区域内跨两个以上县 (市、区)行政

区域的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登记工作.

其他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登记工作,由

项目所在地县 (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负责.

第五条　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由项目总

承接方进行统一登记.

第六条　测绘单位应当在项目实施

前通过山 东 省 测 绘 地 理 信 息 综 合 监 管

服务平台 中 的 测 绘 地 理 信 息 项 目 登 记

系 统 (http://searchshandonggovcn/或

http://１２４１２８４８２１０:８０８１/giszhjg/home/

indexhtml)在线办理,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测绘资质证书»副本;

(二)项目来源材料.

与国 (境)外组织或个人采取合作方

式开展的测绘地理信息项目,还应当提交自

然资源部会同军队测绘部门批准的文件.

第七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收到符

合登记条件的材料后,应当在５个工作日

内完成登记并出具电子登记凭证.

测绘单位提交的登记材料不齐全的,

应当在收到登记材料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

一次性告知并要求补正;对不属于本部门

登记职权范围的,应当在收到登记材料之

日起５个工作日内退回并说明理由.

第八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完成登记

后,测绘单位应当通过测绘地理信息项目

登记系统在线打印登记凭证,与其他项目

成果资料一并归档管理.

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登记后,登记范围

或内容有变更的,对变更的部分应当补充

登记手续.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不予办理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登

记,应当告知理由:

(一)经补正后提交的登记材料仍不

齐全、不符合规定要求的;

(二)已有适宜的测绘地理信息成果,

且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的现势性、精度等能

够满足项目实施要求的;

(三)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

形的.

第十条　因应急、自然灾害等不可预

测的原因未能在项目实施前办理测绘地理

信息项目登记的,测绘单位应当说明理

由,并补办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　同一测绘地理信息项目只

办理一次登记.在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已经办理登记的,下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８４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１年第３３期



省政府部门文件

不得要求重复登记.

第十二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工作人

员,在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登记工作中应当

依法行政,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依

法给予相应处理.

第十三条　测绘单位的测绘地理信息

项目登记情况纳入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用

管理,未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义务的,

作为失信行为记入其信用信息.

第十四条　存在失信行为的测绘单位

作为行政执法监督检查重点对象.属省外

测绘单位的,由山东省自然资源厅通报其

所在地省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２３日起实施,有效期至２０２６年１２月２２

日.«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 ‹山东

省测绘项目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鲁

国土资字 〔２００５〕４３５号)同时废止.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３日印发)

SDPR－２０２１－０１９０００３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印发山东省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处理管理办法的通知
鲁农法字 〔２０２１〕２２号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山东省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组织实施.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 东 省 财 政 厅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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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防治农药包装废弃物污

染,保障公众健康,保护生态环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农药管理条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

理管理办法»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２０２１
年版)»等法律、法规及规章,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

内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

处理活动及其监督管理.

本办法所称农药包装废弃物,是指农

药使用后被废弃的与农药直接接触或含有

农药残余物的包装物,包括瓶、罐、桶、

袋等.

第三条　按照市场运作、政府引导、

属地管理的原则,建立以 “谁使用谁收

集、谁生产经营谁回收、专业机构处理、

市场主体承担、公共财政补充”为主要模

式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体系.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的

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回收处理体系,统筹

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等设施建

设,根据本地实际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处理经费予以保障;组织、协调、督促相

关部门依法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

监督管理职责.

第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布局

建设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设立１家以

上县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通过政府

采购、招投标等方式委托１家以上符合法

律法规要求的市场主体负责农药包装废弃

物的集中贮存和运输,建立农药生产者、

经营者、使用者、回收站 (点)等组成的

回收体系.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

做好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指导、服

务等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处理的监督管理,同时做好农药包

装废弃物产生情况的调查监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

理活动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

施,加强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宣

传和教育;鼓励企业和行业协会、社会组

织等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宣传

教育和培训.

第八条　农药生产者应当改进农药包

装,便于清洗和回收.鼓励农药生产者使

用易回收利用、易处置或者在环境中易降

解的包装物,鼓励使用便于回收的大容量

包装物.

第九条　农药使用者在施用农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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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通过多次清洗等方式减少、清除农药

包装废弃物内的残留农药,妥善收集农药

包装废弃物并及时交回农药经营者或回收

站 (点),不得随意丢弃.

农药经营者不得拒收其销售农药的包

装废弃物,并要求购买者退回剧毒、高毒

农药使用后的包装废弃物.

第十条　农药经营者、回收站 (点)

应当设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场

所,对可资源化利用和不能资源化利用的

农药包装废弃物进行分类贮存.

农药经营者、回收站 (点)应当设立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台账,记录农药包装

废弃物的回收日期、数量、去向等信息.

回收台账应当保存两年以上.

第十一条　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应当

按照谁生产经营谁回收处理的原则,履行

相应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义务.农

药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农药经营者上下

游之间,可以协商确定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处理义务的具体履行方式并签署相应协

议.

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

施,引导农药使用者及时交回农药包装废

弃物.

第十二条　丢弃在田间地头等处的农

药包装废弃物,难以确定责任主体的,由

当地人民政府布局建设的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站 (点)或委托的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的市场主体负责回收,费用由所在地县级

人民政府财政列支.

第十三条　农药经营者和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站 (点)应当加强相关设施设

备、场所的管理和维护,对收集的农药包

装废弃物进行妥善贮存,不得擅自倾倒、

堆放、遗撒农药包装废弃物,农药包装废

弃物的收集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第十四条　运输农药经营者或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站 (点)收集的农药包装废

弃物,应当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

得丢弃、遗撒农药包装废弃物,运输工具

应当满足防雨、防渗漏、防遗撒要求,农

药包装废弃物在运输环节实行危险废物豁

免管理,按照普通货物进行运输.

第十五条　鼓励和支持按照 “风险可

控、定点定向、全程追溯”的原则,建立

市场化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机制,由资源

化利用单位对农药包装废弃物进行资源化

利用.资源化利用不得用于制造餐饮用

具、儿童玩具等产品,防止危害人体健

康.资源化利用单位不得倒卖农药包装废

弃物.进入确定的资源化利用单位进行农

药包装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利用过程不按

危险废物管理.

第十六条　资源化利用单位由省级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按照以下程序确定.

(一)发布农药包装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单位征集公告;

(二)受理资源化利用申请;

(三)组织废弃物回收处理和环境污

染防治监督管理、生产工艺、安全生产等

领域专家,成立审查组,对申请单位开展

资源化利用审查;

(四)审查结论公示;

(五)确定资源化利用单位并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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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第十七条　资源化利用以外的农药包

装废弃物,应当依法依规进行填埋、焚烧

等无害化处置.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

埋、生活垃圾焚烧厂焚烧处置,处置过程

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或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未按规定

履行职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农药生产者、经营者、使

用者未按规定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

理义务的,由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条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

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的,由属地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的有

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农药经营者和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站 (点)未按规定建立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台账的,由属地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予以处

罚.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１６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６年１２月１５
日.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关

于印发山东省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

理办法的通知»(鲁农法字 〔２０１９〕３号)

同时废止.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６日印发)

SDPR－２０２１－０４３０００４

山东省医疗保障局 山东省民政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银保监会山东监管局关于建立省直

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通知
鲁医保发 〔２０２１〕４７号

省直各部门、各直属机构,省属驻济各高

等院校,中央、省属驻济企业:

为保障失能人员基本照护需求,提高

失能人员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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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健全医疗保障体系,

根据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贯

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

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国

家医疗保障局、财政部关于扩大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经省政府同

意,现就建立省直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坚持保障基本,合理确定保障范围和

待遇标准,重点解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

障问题;坚持责任共担,合理划分筹资责

任和保障责任;坚持机制创新,提升保障

效能和管理服务水平;坚持系统协调,以

长期护理保险为基础,积极引导发挥社会

救助、商业保险、慈善事业等各类社会力

量的作用,满足参保人员多元化、多层次

的护理保障需求.

二、参保范围

参加省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

(含退休人员.以下统称 “参保人员”)

全部纳入省直职工长期护理保险覆盖范

围.正常享受省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的参保人员,符合长期护理条件的,自核

准之日起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三、资金筹集

省直职工长期护理保险资金按照以收

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原则筹集,实

行按年缴费机制,由参保单位、参保人员

个人合理分担,探索通过财政补贴等其他

筹资渠道对特殊困难退休人员缴费给予适

当资助,接受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捐

助.起步阶段参保单位缴费部分从职工医

保统筹基金划转,个人缴费部分从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划转.

省直职工长期护理保险资金暂按每人

每年１１５元标准筹集,职工医保统筹基金、

个人分别承担１００元、１５元.２０２１年度按

１１月３０日参保人数一次性筹集,２０２２年

度不再筹集,２０２３年起每年１月按上年１２

月３１日参保人数一次性筹集.统一缴费日

以后的新增参保人员当年度不缴纳长期护

理保险费.省医疗保障局会同省财政厅,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护理保障水平及护理

服务成本等因素适时调整筹资标准.

四、资金管理

省直职工长期护理保险资金参照国家

及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规定执行,纳入社

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单独建账,单

独核算,专款专用.建立健全资金监管机

制,完善举报投诉、信息披露、内部控制

等风险管理制度,按照规定接受财政、审

计部门的监督,确保资金安全.加强长期

护理保险资金支出管理,资金出现支付不

足时,通过调整筹资标准、待遇水平、给

予财政补贴等方式解决.

五、定点机构服务

(一)定点确定.具备相应资质的医

疗、养老机构,可以自愿向省医保中心提

出申请,经省医保中心组织评估,并签订

服务协议后,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机构

(以下简称定点机构).

３５ 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１年第３３期



省政府部门文件

(二)定点管理.建立定点机构纳入、

退出机制,设定定点机构标准,建立协议

管理和考核评价制度,明确服务内涵、服

务标准以及质量评价等管理服务规范,加

强省直定点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管理,考核

结果与费用结算相挂钩.

(三)从业人员.定点机构中从事医

疗、护理服务的人员应当是执业医师、执

业护士或参加养老护理员 (医疗照护)、

健康照护等职业培训并考核合格的人员,

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护工人员.

六、待遇政策

(一)失能评估.参保人员享受长期护

理保险待遇,需通过长期护理保险照护需求

等级评估.评估及待遇认定工作由省医保中

心或其委托的相关机构和人员组织实施.长

期护理保险资金可支付评估费用.

(二)保障方式及内容.长期护理保

险服务方式分为医疗专护、医养院护、居

家护理.

医疗专护 (简称专护),指定点机构

开设医疗专护区,为入住本机构的参保人

员提供医疗护理服务.医疗专护的服务内

容,参照执行职工医保的药品、诊疗项

目、医疗服务设施范围.

医养院护 (简称院护),指定点机构

开设医养院护区,为入住本机构的参保人

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

关的医疗护理服务.

居家护理 (简称家护),指定点机构

定期指派医疗或照护人员,为符合家护准

入条件的参保人员定期提供上门照护或社

区日间集中照护等基本生活照料及相关医

疗护理服务.

(三)待遇水平.参保人员提出护理

需求评估申请,评估符合要求且在评估有

效期内,可以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参

保人员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基本生活照料和

相关的医疗护理费用由长期护理保险资金

和个人按比例分担,长期护理保险资金支

付比例为９０％,个人负担１０％,个人负

担部分可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支

付.不符合长期护理保险规定的服务费用

由参保人员承担.

(四)待遇衔接.参保人员在享受专

护期间,不再重复享受住院、门诊慢特

病、普通门诊统筹等应由职工医疗保险支

付的待遇;在享受院护、家护待遇期间,

参保人可同时享受门诊慢特病、普通门诊

统筹待遇.

(五)不予支付的范围.按照现行国

家法律法规已享受相关护理待遇,以及应

由第三方支付的护理费用,长期护理保险

资金不再支付.

七、费用结算

定点机构应及时准确将服务对象的服

务内容、服务时间、服务费用等明细数

据,上传至长期护理保险管理信息系统.

长期护理保险费用按护理服务的形式、定

点机构的级别、资金收支等情况,实行差

别化定额结算办法,通过服务协议明确具

体结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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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管理服务

(一)经办服务.省医保中心负责长

期护理保险照护需求等级评估、资金支付

管理和经办服务.按照证明材料最少、办

事流程最简、办理时限最短、服务质量最

优 “四个最”和统一事项名称、统一申办

材料、统一经办方式、统一经办流程、统

一办理时限、统一服务标准 “六统一”的

要求,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能.

(二)委托经办.省医保中心引入具

有相应专业服务能力的商业保险机构等社

会力量承办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服务业务,

签订服务协议,按照 “结余返还、超支分

担”的原则,明确双方权责义务,建立长

期护理保险资金使用绩效考核、费用清

算、风险防范机制.

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的经办服务

费,可综合考虑服务人口、机构运行成本、

工作绩效等因素,从长期护理保险资金中按

比例或按定额支付,原则上控制在长期护理

保险资金年度筹资总额的２％左右.

(三)护理服务管理.定点机构应当

按照服务协议,落实相关管理要求,规范

收费管理,在本机构显要位置公示服务项

目及收费标准.根据护理服务对象的评估

结果,制定服务方案,提供必要的、适宜

适度的护理服务,不得转包分包服务.

(四)其他服务.各参保单位负责做好

本单位参保人员政策宣传,配合做好本单位

失能人员认定、定点机构确认等工作.

九、监督检查

加强长期护理保险监督检查,综合运

用日常稽核、重点核查和专项检查等方

式,对护理需求评估、服务行为、服务费

用、保险资金支付等进行全程监管,对参

保人员、定点机构和经办机构涉嫌违法违

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管理信息系统,实

现护理保险照护需求评估、护理服务申请

与提供、待遇支付、费用结算、护理服务

机构和人员管理等全流程网上运行和监

管,逐步实现与行业等相关管理部门信息

共享和互联互通.

十、部门职责

省医疗保障局负责长期护理保险的政

策制定和组织实施.省民政厅对提供长期

护理服务的养老服务机构进行行业管理,

统筹配置养老服务资源.省财政厅按照规

定做好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资金保障和资金

监督管理等工作.省卫生健康委对提供长

期护理服务的医疗机构进行行业管理.中

国银保监会山东监管局负责对商业保险机

构承办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服务进行监管.

十一、其他事项

(一)省直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估

标准、申办流程、服务项目、定点机构标准

和结算标准等管理服务具体政策另行制定.

(二)基本医疗保险在省直和济南市

管理的军队退休人员,长期护理保险的筹

资和待遇支付执行本规定,筹集资金统一

纳入各自统筹区资金管理,经办服务方式

同基本医疗保险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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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纳入省直医药费统筹的离休干

部 (含普通离休及离休特字保健干部)、

省直代管的军队离休干部、省直非离休特

字保健干部医疗护理服务按照 «关于完善

省直离休干部医疗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

(鲁医保发 〔２０２１〕２７号)文件规定执行,

省直非离休特字保健干部单位及个人缴费

部分统一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列支.

(四)胜利油田职工长期护理保险的

筹资和待遇支付执行本规定,胜利油田医

疗保险管理服务中心按照本通知规定负责

本单位职工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服务.

本通知自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０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２０２６年１２月１９日.

山 东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山 东 省 民 政 厅

山 东 省 财 政 厅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银保监会山东监管局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日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印发)

SDPR－２０２１－０４４０００７

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 «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系统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通知
鲁金监发 〔２０２１〕７号

各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各县 (市、区)地

方金融监管局:

现将 «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系统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印发你们,请参照执

行;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

处罚 裁 量 基 准 的 具 体 标 准.本 通 知 自

２０２１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起 施 行,有 效 期 至

２０２６年１２月２０日.

附件: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系统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６日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０日印发)

注:本文附件详见山东省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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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PR－２０２１－０４９０００２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
关于印发 «山东省生猪定点屠宰企业

审查办法»的通知
鲁牧屠管发 〔２０２１〕２号

各市农业农村局 (畜牧兽医局)、各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有关市畜牧兽医中心:

根据工作需要,我局对 «山东省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审查办法»(鲁牧屠管发 〔２０２０〕

４号),进行了修订完善,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９日

山东省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审查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生猪定点屠宰企业

审查,有效保障肉类产品质量安全,根据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７４２

号)、«山东省畜禽屠宰管理办法» (省政

府令第 ３２８ 号)、国家发改委修订发布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９年本)»

(国家发改委令第２９号)和 «山东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若干措施的通知» (鲁政办字 〔２０２１〕６６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应当达到

年屠宰生猪１５万头以上的设计能力,具

有有效的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排污

许可证»,以及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其他条

件.

第三条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负责全省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资格条件制定和监督管

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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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对生猪定点屠宰

企业进行确定,并颁发生猪定点屠宰证书

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确定的生猪定点

屠宰办理机构实施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的办

理.

市、县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监督管

理工作.

第四条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审查应当

遵循公开、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

第五条　省畜牧兽医局负责建立全省

统一的屠宰行业专家库.

第二章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条件

第六条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选址应当

符合下列条件:

(一)厂区应远离受污染的水体,并

应避开产生有害气体、烟雾、粉尘等污染

源的工业企业或其他产生污染源的地区或

场所;

(二)符合 «GB/T３９４９９－２０２０大气

有害物质无组织排放卫生防护距离推导技

术导则»要求;

(三)符合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发证机关选址风险评估要求.

第七条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布局应当

符合下列条件:

(一)企业周围建有围墙;

(二)运输生猪车辆出入口设置与门

同宽,长４米、深０３米以上的消毒池;

(三)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并

建有隔离设施;

(四)配备生猪及生猪产品运输车辆

洗消间;

(五)生猪入场口和生猪产品出场口

应当分别设置;

(六)屠宰加工间入口设置人员更衣

消毒室;

(七)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独立检

疫室、化验室、办公室;

(八)有待宰圈、患病动物隔离观察

圈、急宰间;

(九)厂区内禁止饲养与屠宰加工无

关的动物;

(十)待宰圈、急宰间、屠宰车间的

面积应达到设计规模标准.

第八条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应当具有

下列设施设备:

(一)配备生猪清洗装置、致昏设备、

悬挂输送机、隧道式喷淋烫毛机或运河式

猪体浸烫机、脱毛机 (或剥皮机)、劈半

设备等;有与屠宰数量相适应的头、蹄、

内脏存放设备,实行一猪一筐 (篮、桶);

(二)有病害生猪或不合格肉品专用

轨道及密闭不漏水的专用容器、运输工

具;

(三)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设备,地

面、操作台、墙壁、天棚应当耐腐蚀、不

吸潮、易清洗;

(四)屠宰间配备检疫操作台和照度

不小于５００Lx的照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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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备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无害

化处理 (委托专业无害化处理厂进行处理

的需签订有效合同)、污水污物处理设施

设备;

(六)生猪及生猪产品运输车辆洗消

间配备清洗、消毒设备;

(七)配备与规模相适应的冷链设施

设备.

第九条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兽医卫生

检验员和技术人员应当具有下列条件:

(一)配备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经考

核合格的兽医卫生检验员,年屠宰１５万

头 － ２０ 万 头 之 间 配 备 ８ 名 以 上,

２０万头－３０万头之间配备１６名以上,年

屠宰规模在３０万头以上配备２０名以上;

(二)兽医卫生检验员和屠宰技术工

人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统一着装,不同岗

位人员配备不同颜色工作服.

第十条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应当建立

下列制度:生猪入场登记查验、停食静

养、 “瘦肉精”等违禁物质检测、非洲猪

瘟自检实验室管理、屠宰车间管理、清洗

消毒、肉品品质检验管理、检验检测设施

设备使用管理、产品出厂及不合格产品召

回、安全生产及应急管理、无害化处理、

生产设备管理等制度.

第十一条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应建立

产品追溯体系,配备网络、电脑和打印机

等开展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出证的相关设

施设备.

第三章　审查发证

第十二条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应当向

所在地市级生猪定点屠宰办理机构提出申

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设立申请

表»(样式见附件１);

(二)屠宰企业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方

案;

(三)地理位置图、屠宰企业各功能

区平面规划布局图、屠宰车间设计图、屠

宰操作工艺流程图和非洲猪瘟自检实验室

布局图;

(四)管理制度文本.

第十三条　市级生猪定点屠宰办理机

构自受理申请１０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办法

和省、市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设置规划,对

受理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查意

见,并征求省畜牧兽医局意见,审查不合

格的书面通知被审查单位.

征求省畜牧兽医局意见时,应上报符

合省、市设置规划的函和屠宰企业可行性

研究报告或方案 (包括地理位置图、平面

规划布局图、屠宰车间设计图、屠宰操作

工艺流程图和非洲猪瘟自检实验室布局

图).

省畜牧兽医局自收到市级生猪定点屠

宰办理机构征求意见函起１０个工作日内

作出答复意见.

第十四条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竣工

后,市级生猪屠宰办理机构从省级屠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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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专家库随机抽取至少３名专家进行现场

验收评分 (评分表样式见附件２),验收

实行组长负责制,专家组验收意见作为发

放生猪定点屠宰证书、生猪定点屠宰标志

牌的主要依据.生猪定点屠宰办理机构自

收到验收意见后,提出生猪定点屠宰企业

审批意见,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应书

面告知申请企业并说明理由.

生猪定点屠宰证书编码按照 «农业部

办公厅关于生猪定点屠宰证章标志印制和

使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农办医

〔２０１５〕２８号)执行 (具体见附件３).

第十五条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批准

文件,官方兽医配备情况 (附件４)及相

关验收材料由市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及时

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具体格式见附件５).

省畜牧兽医局代表省人民政府接收备案材

料,审查合格后,报送农业农村部申请录

入全国畜禽屠宰行业管理系统.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迁建、

改建、扩建的,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重

新申请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

标志牌.

第十七条　变更屠宰企业名称、法定

代表人 (负责人)的,应当在完成工商变

更手续后１５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

办理变更生猪定点屠宰证书.

变更信息、官方兽医和兽医卫生检验

员配备情况由市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报省

人民政府备案 (具体格式见附件６).省

畜牧兽医局代表省人民政府接受备案材

料,审查合格后,报送农业农村部申请变

更企业相关信息.

第十八条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被删除

的,原发证机关应于３０日内将生猪定点

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收回并注

销.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删除情况由市级畜

牧兽医主管部门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具体

格式见附件７).省畜牧兽医局代表省人

民政府接受备案材料,审查合格后,报送

农业农村部申请删除企业相关信息.

第十九条　禁止转让、伪造或者变造

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

牌.

第二十条　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

定点屠宰标志牌丢失或者损毁的,应当向

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发.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山东省畜牧兽

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１０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６年１２月９

日.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原来印发的有关生

猪定点屠宰企业审查文件同时废止.

附件:１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设立申

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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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山东省生猪定点屠宰企业

审查评分表

３生猪定点屠宰区域编码规

则

４官方兽医配备情况表

５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备案表

６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变更备

案表

７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删除备

案表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９日印发)

注:本文附件详见山东省人民政府网站

SDPR－２０２１－０４９０００３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
关于印发 «山东省畜禽屠宰企业

分级管理办法»的通知
鲁牧屠管发 〔２０２１〕３号

各市农业农村局 (畜牧兽医局)、有关市畜牧兽医中心:

根据工作需要,我局对 «山东省畜禽屠宰企业分级管理办法»(鲁牧屠管发 〔２０２０〕

３号),进行了修订完善,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９日

山东省畜禽屠宰企业分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我省畜禽屠宰企业向

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数字化、冷链

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提高畜禽屠宰企业

生产技术水平,保障肉类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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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修订的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７４２号)、 «山东省畜禽屠宰

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３２８号)和 «山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食品安

全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鲁政办字

〔２０２１〕６６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

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山东省辖区内

纳入农业农村部 «全国畜禽屠宰行业管理

系统»管理的猪、牛、羊、驴、鸡、鸭、

鹅、兔等屠宰企业.

第三条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主管全省

畜禽屠宰企业分级管理工作.

设区的市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负责开

展本辖区内的畜禽屠宰企业分级管理及监

管工作.

县 (市、区)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

当对本辖区内畜禽屠宰企业分级进行统计

核实,掌握基本情况,完成建档及监管工

作.

对畜禽屠宰企业分级管理,县级以

上畜牧兽医部门按照权限在山东省畜禽

屠宰企 业 分 级 管 理 系 统 登 录 进 行 操 作

(http://１１７７３２５４１６２:９０１７/＃/

login).

第四条　加强产销衔接,提升产业链

质量,完善配送体系,实现一体化经营.

第五条　畜禽屠宰企业分级管理工作

坚持依法依规、全面覆盖、量化评级、动

态监管、公开透明、鼓励引导的原则.

第二章　等级与认定程序

第六条　根据畜禽屠宰企业的生产规

模及与之相对应的生产技术条件、生产工

艺及设备配套、质量安全控制状况和信用

情况,实行畜禽屠宰企业分级管理,由高

到低分为 A级、B级、C级三个等级.

第七条　畜禽屠宰企业等级认定内容

主要包括企业发展规划与布局、设施及设

备、屠宰生产加工、机构与人员、质量控

制、产品经营、检验检测、管理制度和信

用评价情况等.

第八条　畜禽屠宰企业分级认定程序

包括:现场核查、认定、公示、公告.

第九条　分级评定按照县级汇总上

报、市级组织现场核查、征求省畜牧兽医

局意见确定的程序进行.

现场核查组成人员由市级畜牧兽医主

管部门从省或市畜禽屠宰行业专家库随机

抽取３－５人组成专家组,实行组长负责

制,专家组应根据现场审查情况填写畜禽

屠宰企业等级认定审核报告表 (附件３).

第十条　山东省畜禽屠宰企业分级评

价表 (样式见附件１)满分为１００分,按

以下标准划分等级:

(一)９０分 (含)以上的,为 A级;

(二)７５分 (含)至８９分的,为 B

级;

(三 )７４ 分 (含 ) 以 下 至 ６０ 分

(含),为C级.

评定分数在６０分以下的,或者有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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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以上 (含１项)关键项不合格的,不认

定等级.

第十一条　认定为 A 级的企业数量

不超过辖区内企业总数的３０％,认定为

B、C级的企业数量根据认定情况由各市

确定.

第十二条　畜禽屠宰企业已经通过等

级认定一年以上,且市级畜牧兽医主管部

门认为符合更高等级标准要求的,可以进

行高一等级的认定.等级认定有效期为五

年.

第十三条　对新设立、迁址新建的畜

禽屠宰企业,应纳入农业农村部 «全国畜

禽屠宰行业管理系统»管理两个月后再进

行等级评定.对停产超过三个月以上的,

应重新进行等级评定.

第十四条　市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每

年应当在１２月１日前完成畜禽屠宰企业

等级认定工作,并通过系统上报初定等级

审核报告表和统计表 (附件２、３),在与

省畜牧兽医局会商确定认定结果的３０个

工作日内,在其门户网站公布等级认定结

果.

畜禽屠宰企业等级认定实行动态管

理,每年更新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等级标志与公示

第十五条　省畜牧兽医局汇总全省畜

禽屠宰企业等级认定结果并在其门户网站

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市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在

等级认定结果向社会公布后一个月内按照

省畜牧兽医局统一规定的模板和格式制作

发放和收回标志牌.标志牌名称为 “山东

省畜禽屠宰企业等级标志牌”,样式、规

格、材质和文字要求等 (见附件４).

第十七条　畜禽屠宰企业应将 “山东

省畜禽屠宰企业等级标志牌”悬挂在企业

大门或办公楼一楼大厅等显著位置.

第四章　等级管理

第十八条　畜禽屠宰企业的认定等级

是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确定监督检查频次的

依据.

省、市、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对不

同等级的畜禽屠宰企业,采取不同的监督

抽查频次,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监督抽

查次数均应计算在内.

对 A 级畜禽屠宰企业,每年随机抽

查１次;对 B级畜禽屠宰企业,每年随

机抽查２次;对 C 级畜禽屠宰企业,每

年随机抽查４次.

第十九条　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在

双随机检查、日常监管和跟踪检查中,发

现畜禽屠宰企业不符合相应等级标准要求

的,应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未能改正

的,由所在地市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或省

畜牧兽医局视情况进行降级或撤级处理.

对降级或撤级处理的,收回原发标志牌,

按程序列入 “失信黑名单”管理,直至撤

销关停.

第二十条　达不到认定等级的畜禽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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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企业,纳入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重点

监管企业,限期三个月整改达到认定等级

条件,在规定时间内不达标的,按程序列

入 “失信黑名单”管理,将其提供给其他

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并依法通过国家

有关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第二十一条　畜禽屠宰企业分级认定

实行动态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屠

宰企业等级予以降一级处理:

(一)停产超过六个月的;

(二)不落实建立肉品品质检验管理

制度,不按规定对肉品品质检验实行电子

出证的;

(三)因违法违规违反有关规定行为

的,近一年内受到两次以上省级以上通报

的;

(四)因违反有关规定,近一年内受

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屠宰企业等级

予以降两级处理:

(一)检疫、检验制度不落实,产品

质量不符合标准规定的;

(二)畜禽屠宰企业发生重大安全生

产和质量安全事故的,或者连续２次以上

产品监督抽检结果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

的,以及不按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要求

整改的;

(三)国家和省级 “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中发现问题被通报的.

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对屠宰企业等

级予以撤销,一年内不得参加等级评定:

(一)企业重点监控系统每月超过２

次遮挡或拒不接受畜牧兽医执法机构监

管、抗拒执法的;

(二)被媒体曝光或被举报造成不良

影响,经查证属实的;

(三)原认定C级企业被降一级处理

的或原认定B级企业被降两级处理的;

(四)按照企业质量安全信用评价相

关要求,被列入 “失信黑名单”的.

第二十二条　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要加强对畜禽屠宰企业分级管理的监督指

导,落实监管责任、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推动畜禽屠宰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

质量发展.

第二十三条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管理

人员和其他参与人员,在组织开展畜禽屠

宰企业量化分级评级管理工作中,应当建

立书面档案资料和记录,客观公正、廉洁

自律、遵守党纪国法,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并及时处理群众举报信函、电话.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山东省畜牧兽

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１０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６年１２月９

日.«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印发 ‹山东

省畜禽屠宰企业分级管理办法›的通知»

(鲁牧屠管发 〔２０２０〕３号)同时废止.

附件:１ 山东省畜禽屠宰企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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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量化评分表

２山东省畜禽屠宰企业等级

认定审核报告表

３ 　　市畜禽屠宰企业初定

等级情况统计表

４山东省畜禽屠宰企业等级

标志牌样式

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令第２９号

６生猪定点屠宰区域编码规

则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９日印发)

注:本文附件详见山东省人民政府网站

SDPR－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０１１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山东省药品生产日常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鲁药监规 〔２０２１〕１１号

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局各处室、各检查分局、各直属单位:

«山东省药品生产日常监督管理办法»已经省局局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７日

山东省药品生产日常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药品生产日常监督管

理,规范药品生产行为,保障药品安全、

有效、质量可控,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和合

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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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

范,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设

区的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承担药品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以下称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对本省行政区域内药品生产单位

开展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药品生产单位,包括取得

«药品生产许可证»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 (以下简称持有人)及药品生产企业,

经批准或者通过关联审评审批的原料药、

药用辅料、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

器 (以下简称药包材)的生产企业,取得

«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制剂

室,经备案的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药品生产日常监

督管理,是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药品生

产单位的生产 (含配制,下同)条件、生

产过程和质量管理等,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所进行的监督检查、抽检、监测、行政处

罚等监督管理活动.

第四条　药品生产日常监督管理应当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遵循风险管理、全程

管控、社会共治理念,坚持权责法定、依

法行政、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上下联

动、闭环管理原则,加强责任体系和风险

防控体系建设,落实药品生产单位主体责

任,消除风险隐患.

第五条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

下简称省药监局)负责全省药品生产监督

管理的组织、指导和监督工作,制定并监

督实施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根据计划组织

监督检查,开展药品生产质量风险研判,

指导各地开展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并进行评

价.

省药监局区域检查分局 (以下简称检

查分局)、执法监察局、省食品药品检验

研究院、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

院、省食品药品审评查验中心、省药品不

良反应监测中心依职责和有关事权划分规

定,做好药品生产监管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加强医疗机构配制中药制剂的监督管

理.市、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检查分

局应当建立健全协同监管、信息共享、联

动执法等制度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协同

配合原则,必要时配合省药监局开展监督

检查工作.

第七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

与行业协会、科研院所、新闻媒体等相关

单位的协作,推进药品安全法律法规宣

传、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等工作.

药品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建

立健全行业规范,推动行业诚信体系建

设,引导和督促会员依法开展药品生产经

营等活动;加强药品安全宣传教育,开展

药品安全法律法规等普及工作.

第八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创新

监管方式,深化 “互联网＋监管”,推进

监管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提升监管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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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药品生产单位主体责任

第九条　从事药品生产活动,应当遵

守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保证

全过程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和可追溯.

药品生产单位接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监督检查时,应当积极予以配合,并及时

提供相关记录、票据、数据、信息等资

料,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逃避、拖延或

阻碍检查.

第十条　持有人依法对药品全生命周

期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负责,

定期审核受托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

业以及供应商等相关方的质量管理体系并

监督其履行有关协议,制定药品上市后风

险管理计划,开展上市后研究,建立药品

上市后变更控制体系,制定药品安全事件

处置方案,建立并实施药品追溯制度,开

展药物警戒工作等.鼓励持有人采取聘请

外部专家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等方式对其

进行质量审计.

第十一条　持有人委托境内药品生产

企业生产药品的,持有人和受托生产企业

应当签订并严格履行委托协议和质量协

议,按照核准的药品标准和生产工艺组织

生产,经持有人依法审核后上市放行,保

证药品生产全过程持续符合法定要求.

持有人委托境外药品生产企业生产药

品以及境外持有人委托境内药品生产企业

生产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

医疗机构委托配制中药制剂的,医疗

机构和受托配制单位应当签订并严格履行

委托协议和质量协议,按照核准的制剂质

量标准和配制工艺进行配制.

第十二条　受托药品生产企业应当具

备受托产品的生产条件,建立质量管理体

系,按照双方的委托协议和质量协议依法

开展药品生产活动,接受委托方的质量审

核,建立并实施出厂放行规程,确保药品

符合国家药品标准或者经核准的药品质量

标准.

第十三条　经批准或者通过关联审评

审批的原料药、药用辅料、药包材生产企

业以及经备案的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应

当依法按照核准或备案的生产工艺和标准

组织生产,确保质量保证体系及生产过程

持续合规,产品符合法定要求;接受下游

药品生产单位的质量审核以及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的监督检查或者延伸检查,依法履

行相关义务、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持有人应当对已上市药品

持续开展药品风险获益评估和控制,制定

并实施药品上市后风险管理计划,主动开

展上市后研究,对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

和质量可控性进行进一步确证.

第十五条　持有人应当按照药品管理

有关规定建立药品上市后变更控制体系,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等要

求确定变更管理类别,全面评估、验证变

更事项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

性的影响,依法经批准、备案后实施或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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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经批准或者通过关联审评

审批的原料药、药用辅料、药包材发生变

更的,登记人应当主动开展研究,及时更

新登记资料,在年报中体现相关变更情

况,并及时通知相关药品制剂生产企业

(持有人).登记状态标识为 “A”的原料

药发生技术变更的,按照现行药品注册管

理有关规定提交变更申请,经批准后实

施.

第十七条　药品生产单位应当加强风

险管理理念,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督检

查发现的缺陷全面分析原因,科学评估对

药品质量的潜在影响,采取风险控制措

施,按照要求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

第十八条　药品生产单位应当建立并

完善药品召回制度,收集药品安全的相关

信息,对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药品进行调

查、评估,及时召回安全隐患药品.

第十九条　持有人应当建立并实施年

度报告制度,按照规定每年报告药品生产

销售、上市后研究、风险管理等情况,总

结分析本年度所有药品变更情况,在持有

人变更后的首次年度报告中重点说明转让

的药品情况,确保上报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和可追溯.

第二十条　持有人和药品生产企业应

当建立风险定期自查报告制度,履行药品

安全风险定期自查和报告义务,健全风险

自查、风险评估、风险自纠、风险控制、

风险报告的闭环运行机制.对发现重大质

量安全风险隐患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经

营活动并向所在地检查分局报告.

第二十一条　持有人应当建立药物警

戒体系,按照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要求

开展药物警戒工作,确保药物警戒活动持

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有效管控

风险.持有人依法委托开展药物警戒工作

的,相应法律责任由持有人承担.

第二十二条　药品生产企业、医疗机

构制剂室应当向承担日常监管的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报告停产情况.药品生产企业

(含药品生产车间)、医疗机构制剂室拟长

期停产的 (连续停产超过六个月),应当

在计划停产前五日内报告.长期停产拟恢

复生产的,应当在完成准备工作后,向承

担日常监管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恢复

生产报告.

纳入国家和山东省短缺药品清单的药

品、集采中选药品拟停止生产的,应当在

计划停产前三十日内报告.短缺药品发生

非预期停产的,应当在三日内报告.

第二十三条　持有人和药品生产企业

应当履行药品追溯的主体责任,负责按照

相关法规和技术标准建立并实施药品追溯

体系,按照规定赋予药品各级销售包装单

元追溯标识,依法记录相关活动,确保记

录真实、准确、完整和可追溯,并向药品

追溯协同服务平台提供追溯信息.

第二十四条　持有人应当进行生物制

品批签发的,每批产品上市销售前,应当

主动提出批签发申请,依法履行批签发活

动中的法定义务,保证申请批签发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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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可靠以及批签发申请资料和样品的真

实性.

第二十五条　持有人和药品生产企业

应当依法按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生

产地址和生产范围组织生产.持有人、药

品生产企业在 «药品生产许可证»载明的

生产地址生产非药品等其他产品的,应当

在生产前开展风险评估,不得对已批准上

市药品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并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

第二十六条　持有人、药品生产企

业、医疗机构等应当制定药品安全事件处

置方案,并定期组织开展应急培训、演

练,及时进行舆情处置.

发生与药品质量有关的重大安全事

件,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医疗机构等

应当立即采取封存等控制措施,并立即报

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按照制

定的药品安全事件处置方案开展风险处

置,调查分析药品安全事件发生原因,采

取有针对性的纠正预防措施.

第二十七条　持有人应当具备所持有

药品导致侵权伤害的责任赔偿能力,可以

购买承担药品侵权责任的商业保险,或者

签订承担药品侵权责任的商业担保.因药

品质量问题给用药者造成损害的,持有人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章　日常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省药监局应当遵循风险

管理、全程管控的原则,围绕上市后药品

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根据风险研判

情况,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年度监督

检查计划至少包括检查范围、内容、方

式、频次、重点、要求、时限以及承担检

查任务的机构等.

第二十九条　药品生产单位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列为日常监督检查的重

点:

(一)生产高风险产品、基本药物、

纳入短缺药品清单药品和集采中选药品

的;

(二)产品质量抽检一年内连续出现

多批不合格或者存在重大药品质量安全隐

患的;

(三)发生药品不良反应聚集性事件

或者药品不良反应数据存在异常趋势的;

(四)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

罚的,一年内有群众举报或者媒体曝光并

经查属实的;

(五)长期停产、间歇生产或者长期

停产拟恢复生产的,已取得 «药品生产许

可证»尚未取得药品注册批件或者未通过

药品 GMP符合性检查的;

(六)一个信用记录周期内药品安全

信用等级被评定为 C级或 D 级,或者被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

(七)存在其他重大药品质量安全风

险的.

第三十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药品

生产单位的监督检查主要内容一般包括:

(一)药品生产单位执行有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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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以及有

关技术规范等情况,必要时对企业生产质

量活动管理和操作人员履职能力进行评

估;

(二)药品生产活动是否与药品品种

档案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三)疫苗储存、运输管理规范执行

情况;

(四)药品委托生产质量协议、委托

协议签订及履行情况;

(五)风险管理计划和风险自查实施

情况;

(六)变更管理情况;

(七)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为需要检

查的其他内容.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开展日常监督检查

时,可以根据被检查单位风险情况进行全

面检查,也可以对某一环节或者依据检查

方案规定的内容进行检查.

第三十一条　特殊药品检查频次应当

按照药品生产管理相关规章要求执行,其

中:

(一)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企业每季度检查

不少于一次;

(二)第二类精神药品生产企业每半

年检查不少于一次;

(三)放射性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

生产企业每年检查不少于一次.

除第三十条要求外,特殊药品生产企

业检查还应当包括企业保障药品管理安

全、防止流入非法渠道等有关规定的执行

情况.

第三十二条　检查组应当由两名以上

检查人员组成,实行组长负责制.检查员

应当具备与被检查品种、单位相应的专业

知识、培训经历、从业经验和必要的法律

知识.必要时可以选派相关领域专家参加

检查工作.

第三十三条　检查组应当通过文字、

音像等形式对检查全过程进行记录.一般

按照以下程序检查:

(一)向被检查单位出示执法证明文

件或者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权开展检查的

证明文件,并告知检查的目的、范围、日

程安排,落实配合检查人员.

(二)实施现场检查,如实记录现场

检查情况,必要时取证.记录应当及时、

准确、完整,客观真实反映现场检查情

况.检查中发现被检查单位可能存在药品

质量安全风险的,执法人员应当立即固定

相关证据;需要抽样的,应当按照药品抽

检有关规定执行.

(三)汇总检查情况,客观、公平、

公正地对检查中发现的缺陷依据 «药品生

产现场检查风险评定指导原则»等规定,

进行风险评定并作出符合、基本符合或不

符合的现场检查结论,制作检查报告及相

关的行政执法文书.

(四)检查组组长向被检查单位通报

检查情况,检查人员和被检查单位负责人

(或者质量负责人)在检查报告及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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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文书上签字确认,双方各执一

份.被检查单位有异议的,可以陈述申

辩,检查组应当如实记录.

(五)检查完成后,检查组应当在三

个工作日内将检查报告等资料报检查派出

单位.检查派出单位及时将检查情况上传

省药监局日常监管信息系统.

第三十四条　检查派出单位应当基于

风险研判和风险管控原则,对现场检查报

告、企业整改情况、复查报告等资料进行

审核,出具 «药品检查综合评定报告书».

检查派出单位认为需要补充检查或者

重新进行检查的,应当再次开展检查.

第三十五条　开展药品生产监督检查

过程中,发现存在重大药品质量安全风险

或者涉嫌违法的,检查组应当立即向检查

派出单位报告,并做好取证相关工作.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采取风险防控措

施.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经研判属于重大药

品质量安全风险的,应当及时向上一级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同级地方人民政府报

告.

第三十六条　省药监局向在产疫苗生

产企业派驻检查员,负责检查所驻企业执

行药品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况,收集质量安

全风险和违法违规线索,督促所驻企业对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检查发现的缺陷问题进

行整改,并负责所驻企业批签发抽样工

作.派驻检查工作按照省药监局有关要求

执行.

第三十七条　持有人和受托生产企业

不在同一监管区域的,分别由持有人和受

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的检查分局负责日常监

督管理.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监督

检查信息互相通报,及时将监督检查信息

更新到药品安全信用档案中,可以根据通

报情况和药品安全信用档案更新情况开展

调查,对持有人或者受托生产企业依法作

出行政处理,必要时开展联合检查或者延

伸检查.

第三十八条　药品检查机构应当建立

质量管理体系,不断提升检查员能力素

质,创新检查方式方法,强化检查的突击

性、实效性,持续改进药品检查工作,保

证药品检查质量.

第三十九条　省药监局应当根据药品

监管需要,按照规范性、科学性、靶向性

的原则,制定年度药品抽检计划,组织实

施药品抽检工作,发布药品抽检结果信

息.开展药品抽样时,抽样人员应当先进

行必要的监督检查,按规定进行抽样.

第四十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药品

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应当对持有人的药物警

戒工作开展情况实施检查,督促持有人依

法依规建立药物警戒体系,按照药物警戒

质量管理规范开展药物警戒工作,确保药

物警戒活动持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第四十一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监督持有人建立并实施年度报告制度,结

合监督检查对持有人年度报告进行抽查,

并将抽查情况记录在监督检查报告中.

第四十二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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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落实风险自查

报告制度,通过监督检查对企业自查制

度、自查记录和处置情况进行核实,并将

核实情况记录在监督检查报告中.

第四十三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辖区内长期停产药品生产企业、医疗机构

制剂室停产期间的监督检查和恢复生产的

监督检查工作,督促落实长期停产报告责

任,将停产单位纳入日常监管,拟恢复生

产的应当开展现场检查.

第四十四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将药品上市后变更情况纳入日常监管,督

促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遵守药品上市后

变更管理有关规定,履行变更管理的责

任,对持有人变更控制体系进行监督检

查,必要时实施监督抽检.

第四十五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将药品生产单位日常监督管理信息纳入药

品安全信用档案,并及时更新.药品安全

信用档案包括以下内容:

(一)基本情况

１ «药品生产许可证»、«医疗机构制

剂许可证»、产品注册批件的核发、换发

(再注册)、补发、变更、注销等相关信

息;

２单位负责人和生产负责人、质量

负责人、质量受权人变更情况备案信息;

３ 委托生产批准 (备案)信息、委

托检验备案信息.

(二)监督检查方面

１监督检查记录、相应整改报告及

复查记录;

２采取的风险控制后处置措施记录;

３群众举报、媒体曝光和投诉调查

记录,重大药品质量安全事件、药品不良

反应聚集性事件和严重药品不良反应调查

处理情况;

４抽检结果及对不合格药品追踪调

查和产品召回情况.

(三)处罚方面

违法、违规行为被查处的情况.

第四十六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按照风险评估和药品安全信用等级等情

况,对药品生产单位实行分级分类监管.

对信用较好、风险较低的药品生产单位,

可以合理降低检查频次;对信用状况一般

的药品生产单位,按照常规频次进行检

查;对违法失信、风险较高的药品生产单

位,适当提高检查频次,依法实施联合惩

戒.

第四十七条　个人 (包括药品生产单

位内部员工)和组织发现药品生产单位进

行违法生产活动的,有权向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举报,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及时核实、处理,按照规定给予奖

励.

第四十八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加强药品生产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配备

足够数量的监管人员,加强检查员培训,

不断提升检查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以满足

辖区内药品监督管理工作需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检验监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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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等单位的兼职检查员,统一纳入

省级药品检查员库调配使用.兼职检查员

所在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检查员的日常

管理和教育培训,积极推荐检查员参与省

级检查.

第四章　行政处理

第四十九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

监督检查情况,对有证据证明可能存在安

全隐患的,应当依法采取告诫、约谈、限

期整改以及暂停生产、销售、使用、进口

等措施.同时责令被检查单位对已上市药

品的风险进行全面分析,采取召回等控制

措施.

第五十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

照药品生产监督检查后处置工作程序规

定,做好检查后处置工作.检查结论符合

要求的,在下一次监督检查时对整改情况

一并进行复查.检查结论基本符合或者不

符合要求的,应当在收到整改报告后,按

时完成现场复查.

第五十一条　检查结论判定为不符合

要求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整改、

告诫的基础上,采取暂停生产、销售、使

用的风险控制措施,除依法不予处罚外,

依据 «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

进行处理.

第五十二条　检查结论判定为不符合

要求并发现存在其他涉嫌违法违规行为

的,应当依法进行查处.

第五十三条　药品生产单位一年内受

到二次及以上行政处罚或者情节严重的,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监督检查情

况,对发现重大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的,依

法采取暂停生产、销售等风险控制措施;

发现违法行为的,依法从重处罚.

第五十四条　对有全省性影响或者跨

区域的药品生产重大案件,检查分局和

市、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查处的

同时报省药监局执法监察局.执法监察局

组织协调、督查督办案件查处工作.

第五十五条　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质

量问题或者安全隐患药品的,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按照药品召回管理的相关规定

处理;药品生产单位应当召回药品而未召

回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其召

回.

第五十六条　检查发现药品生产单位

或者其部分生产范围不具备药品生产条件

的 (停产改造除外),药品生产单位应当

在三十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注销 «药品

生产许可证»、«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或

者核减相应生产范围.

第五十七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依法公开药品生产监督检查和抽检结果信

息.信息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经济安全及社会稳定的,不予公开.

第五章　工作纪律与责任追究

第五十八条　药品监督管理人员应当

熟练掌握药品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相

关的专业知识,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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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忠于职守,公平公正.监管人员对

知悉的企业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应当保

密.

第五十九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开展

日常监管工作,不得妨碍药品生产单位的

正常生产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药品生

产单位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第六十条　药品监督管理人员未按规

定履行日常监管职责、失职渎职或存在违

法违纪行为的,造成危害后果或者不良影

响的,依法追究责任,并按有关规定处

理.

第六十一条　药品监督管理人员已依

法履行监管职责,符合 «市场监督管理行

政执法责任制规定»尽职免责情形的,不

构成行政执法过错行为,不应追究有关工

作人员的行政执法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２年１月

１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６年１２月３１

日.此前省药监局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

办法要求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７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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