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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地名管

理，传承和保护地名文化遗产，提
高地名公共服务水平，根据《地名
管理条例》 和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地名
的命名、更名和销名，标准地名的
使用、地名标志的设置与管理，地
名文化遗产的保护、地名公共服务
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法律、法规对行政区划、海域
等地名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地名，是
指为社会公众指示特定方位、地域
范围的地理实体名称，包括自然地
理实体名称和人文地理实体名称。
其中人文地理实体名称包括行政区
划名称、居民地名称、城镇道路名
称以及具有地名意义的纪念地和旅
游地、专业设施和场所、建筑物

（群） 名称等。
前款所称专业设施和场所指由

专业主管部门管理或者使用的台、
站、港口 （码头）、机场、铁路、
公路、轨道交通、桥梁、隧道、水
库、渠道、堤坝、水 （船） 闸、泵
站以及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
美术馆、体育场 （馆） 等。

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
组成。专名是地名中用来区分地理
实体个体的专有名词，通名是地名
中用来区分地理实体类别的名词。

第四条 地名管理应当尊重历
史，反映地理特征，保持地名相对
稳定，实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

第五条 市和区县 （市） 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对地名工作的领导，
建立健全地名工作协调机制，并将
地名管理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
算。

第六条 市和县 （市） 民政部
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地名工作实施
统一管理，并具体负责本部门职责
范围内的地名管理工作。市辖区民
政部门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权
限，负责本辖区内地名管理的相关
工作。

市和区县 （市） 交通、科技、
体育、文广旅游、水利等有关专业
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相
关专业设施和场所的地名管理工
作。

市和区县 （市） 公安、住房和
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和规划、市场
监督管理、财政等行政主管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做好地名管理相关工
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
当按照相应的职责做好本辖区内的
地名管理工作。

第七条 本市建立地名管理公
众参与制度。

制定地名规划、地名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以及城市快速路、主干
道路和轨道交通站点等重要设施的
命名、更名等事项，民政部门应当
征求社会各界和当地居民的意见，
并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论证。

第二章 地名的命
名、更名、销名

第八条 市和县 （市） 民政部
门应当组织编制城市地名规划，报
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镇地名
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区
县 （市） 民政部门审核后，报区县

（市） 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编制城

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专项规
划时，应当使用地名规划确定的名
称。

第九条 命名地名应当遵循下
列原则：

（一） 地名用字应当使用规范
汉字；

（二） 汉语地名的罗马字母拼
写，应当适用《汉语拼音方案》和

《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
则》；

（三） 同类别地名的专名部分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不得重名，并避
免同音 （含地方方言语音）；

（四） 含有行政区域、区片或
者道路名称的命名，应当与其所处
的地理位置相符合；

（五） 建筑物 （群） 的通名应
当与用地面积、总建筑面积、高
度、绿地率等条件相适应；

（六） 道路街巷、城市桥梁和
隧道、轨道交通站名等不得使用企
业名、商标名、产品名命名。

第十条 地名用词除了符合
《地名管理条例》 的相关要求外，
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 不得使用有损国家主
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词语；

（二） 不得使用违背社会公序
良俗的词语；

（三） 不得使用其他法律、法
规规定禁止使用的词语。

第十一条 村、社区、居民委
员会的名称，由申请设立村、社
区、居民委员会的乡镇人民政府或
者街道办事处提出，经区县 （市）
民政部门审核后，报区县 （市） 人
民政府在依法批准设立村、社区、
居民委员会时一并确定。

第十二条 具有地名意义的专
业设施和场所的名称，在征得同级
人民政府同意后，由专业主管部门
审批。

第十三条 新建城市道路、桥
梁、隧道等基础设施，地名规划已
确定名称的，建设单位在申请立项
时应当使用地名规划确定的名称；
地名规划未确定名称的，建设单位
应 当 在 项 目 报 批 时 向 市 或 者 县

（市） 民政部门办理命名手续。
已建城市道路、桥梁、隧道无

名的，由市或者县 （市） 民政部门
办理命名手续。

新建城市道路跨区的，其名称
应当保持统一。

第十四条 市民政部门应当会
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与轨道
交通建设主管部门在编制轨道交通
规划方案时同步确定轨道交通站点
预命名名称。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在轨道
交通建成使用前，向市民政部门办
理轨道交通站点正式命名手续。

对已批准的轨道交通线及站点
名称确需更名的，由市民政部门会
同相关单位办理更名手续。

第十五条 新 建 住 宅 小 区
（楼） 和其他具有地名意义的建筑
物 （群） 的名称，由建设单位向市
或者县 （市） 民政部门提出申请，
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 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文件及总平面图；

（二） 拟用地名的用字、拼
音、含义的说明；

（三） 其他与申请命名相关的
材料。

住宅小区 （楼） 和其他具有地
名意义的建筑物 （群） 已经建成
的，可以由所有权人或者受其委托
的管理机构、业主大会或者其授权
的业主委员会向市或者县 （市） 民
政部门提出申请。

市或者县 （市） 民政部门应当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作出是否同意命名的决定，不
予命名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
说明理由。

具有地名意义的建筑物 （群）
的具体认定办法由市民政部门另行
规定。

第十六条 新 建 住 宅 小 区
（楼） 和其他建筑物 （群） 暂不具
备申报标准地名条件的，建设单位
可以凭土地出让合同或者划拨合同
向市或者县 （市） 民政部门办理预
命名登记。

新建住宅小区 （楼） 和其他建
筑物 （群） 项目报批时采用的名称

应当为预命名登记的名称，或者土
地出让合同、划拨合同中确定的地
块名称。

经过登记的预命名名称使用期
限为 12 个月，期满后可以申请延
期，延期每次不超过 6个月，最长
延期至建筑物交付之日。

住宅小区 （楼） 和其他建筑物
（群） 在预命名使用期限内，建设
单位可以以预命名名称发布广告。

第十七条 地名命名后不得更
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
十条规定的地名；

（二） 本市行政区域内同类地
名使用多音字、生僻字和有歧义的
字；

（三） 因自然变化和城市建设
等原因导致地域上的地理实体被改
造、拆除或者消失，造成标准地名
与改变后情况不符的；

（四） 在项目建设施工前或者
施工过程中因开发建设主体发生变
更，需要变更建筑物名称的；

（五） 派生地名与主地名不一
致的。

第十八条 因行政区划调整、
城乡建设、自然变化、原有地名已
经更名等原因，相关地名无存在必
要的，由原地名命名的批准机关予
以销名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地名规划确定的名
称及依法批准的地名为标准地名。

本条例实施前已经使用并由市
和县 （市） 民政部门编入地名志

（图、录、典） 的地名，视为标准
地名。

第二十条 下列范围内涉及的
地名应当使用标准地名：

（一） 地名标志、交通设施标
识牌及指示牌、公共交通站点牌
等；

（二） 地图、电话号码簿、交
通时刻表、邮政编码簿等出版物；

（三）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制发的公文、证照及其他
法律文书；

（四） 媒体广告及户外广告；
（五） 报刊、广播、电视、网

络等载体上的宣传报道；
（六） 互联网电子地图；
（七） 其他应当使用标准地名

的情形。
建设单位对住宅小区 （楼） 或

者 其 他 具 有 地 名 意 义 的 建 筑 物
（群） 推广时，应当使用标准地名
或者预命名的名称。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办
理房屋预售许可时应当使用标准地
名或者建筑物 （群） 预命名名称。

第三章 地名标志管理
第二十一条 下列地理实体应

当编制、设置地名标志：
（一） 重要自然地理实体；
（二） 行政区域界位；

（三） 居民地；
（四） 城镇道路；
（五） 具有地名意义的专业设

施和场所；
（六） 纪念地、旅游地等。
除前款规定外的地理实体，可

以根据实际需要和环境条件设置地
名标志。

地名标志的设置应当位置明
显、导向准确。

第二十二条 地名标志的设置
和维护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 行政区域界线界桩，由
民政部门按照国家行政区域界线管
理的有关规定办理；

（二） 建筑物 （群） 门楼牌和
路、街、巷 （里、弄、坊)等地名
标志，由市和区县 （市） 民政部门
负责设置和维护；

（三） 除一、二项以外的地名
标志，由有关专业主管部门或者专
业设施、专业场所建设经营管理单
位负责设置和维护。

地名标志应当自地名批准命
名、更名之日起60日内设置。

第二十三条 本市建筑物应当
设置门楼牌。建筑物的门楼牌由建
设单位或产权所有人向所在地的区
县 （市） 民政部门申请编制。

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门楼牌设
置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
编制决定。

经民政部门依法编制的门楼牌
为标准地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变更。

自然资源和规划、市场监督管
理等行政管理部门在办理产权登
记、工商登记时，应当以民政部门
编制的门楼牌号码作为地名进行记
载。

第二十四条 门楼牌号的编排
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 使用阿拉伯数字编号；
（二） 同一标准地名范围内的

建筑物，按照坐落顺序统一编排，
不得跳号、同号；

（三） 道路两侧的建筑物按照
规定的间距标准编排，相邻建筑间
距超过规定标准的，预留备用门牌
号；

（四） 居民区的门号、楼栋
号、楼单元号、户室号按照统一序
列编排。

第二十五条 区县 （市） 人民
政府应当将门楼牌号标志和其他地
名标志的检查工作纳入基层治理网
格化管理体系。

网格化管理中发现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按照相关规定由所在地民
政部门予以维修、更换或者通知有
关管理单位在 30 日内进行维修、
更换：

（一） 非标准地名或用字不规
范的；

（二） 已更名的地名，地名标
志仍未改名称的；

（三） 锈蚀、破损、字迹模糊
或残缺不全的；

（四） 设置位置不当的。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涂改地名标志；
（二） 在地名标志上悬挂物品；
（三） 擅自设置、更换地名标

志；
（四） 擅自移动、拆除、遮

拦、覆盖地名标志；
（五） 其他损害地名标志行为。
因施工等原因确需移动、拆

除、遮拦、覆盖地名标志的，建设
单位应当在施工结束前恢复原状，
并承担所需费用。

第二十七条 除民政部门和有
关专业主管部门可以编辑出版本行
政区域或者本系统的标准地名出版
物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
版标准地名出版物。

第四章 历史地名的
保护和利用

第二十八条 民政部门应当开
展历史地名普查工作，建立地名文
化遗产普查档案。区县 （市） 民政
部门应当将普查成果报市民政部门
备案。

第二十九条 区县 （市） 民政
部门应当编制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并向社会公布。

对纳入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的历史地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随意更名或者销名；对暂不使用的
历史地名，民政部门和相关部门应
当采取就近移用、优先启用、挂牌
立碑等措施予以保护。对失去保护
价值的历史地名，在征求有关主管
部门和专家的意见后，可以从保护
名录中删除。

地理实体在原址重建的，鼓励
优先使用原地名。

第三十条 区县 （市） 民政部
门可以根据历史地名保护利用工作
需要，编制历史地名保护利用专项
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实施。

历史地名保护利用专项方案应
当明确保护内容、保护范围、保护
措施、建设控制要求和分期实施方
案等。专项方案应当与有关城乡规
划相衔接。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历史
地名的保护与利用。

第三十一条 民政部门应当会
同文广旅游、宣传等部门加强对历
史地名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注重传
承历史文化，发挥资政育人作用。

第五章 地名公共服
务与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测绘地理信息主
管部门和民政部门应当建立地名地
址数据联动更新机制，完善地名地
址数据库的资料。

民政部门应当建立基于空间位
置的地名地址数据库，并将地名地
址信息通过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实时汇集；其他专业主管部门应当
在专业设施和场所名称命名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将地理信息数据在线归
集到本级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在
收到相关信息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
地名地址数据库的更新工作，并通
过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发布。

第三十三条 市民政部门应当
建立地名专名采词库和禁限用字词
库，为有关单位开展地名命名提供
便利。

地名专名采词库应当按照不同
的类别分别设立，并将道路、桥
梁、隧道等公共交通设施的专名和
建筑物 （群） 的专名予以区分。

第三十四条 民政部门和有关专
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命
名、更名和销名信息。

行政机关依照职权主动作出地名
更名和销名决定后，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根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申请，免费为其换发证照。

第三十五条 市民政部门应当根
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组织开发地名查
询系统等地名公共服务产品，并向社
会无偿提供地名信息查询服务。

民政部门和其他专业主管部门应
当及时互通与地名有关的基础信息，
促进信息资源共享。

第三十六条 民政部门应当会同
有关专业主管部门制定地名档案管理
制度，加强地名档案的收集、整理和
保管工作，维护地名档案系统、完整
和安全。

第三十七条 市和县 （市） 民政
部门对违法命名的地名，应当作出不
得使用的决定，并通过政府网站、政
务新媒体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
于社会公众知晓的途径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八条 民政部门应当加强
地名信用信息管理，将相关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在履行本条例过程中产生的
不良信息，按照公用信用信息管理有
关规定，纳入统一的公共信用平台。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相关规定
的行为，按照下列规定予以行政处
罚：

（一） 违反第十五条规定，住宅
小区 （楼） 或者具有地名意义的建筑
物未经批准，擅自命名的，由民政部
门责令其停止使用、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罚款。

（二） 违反第十七条规定，擅自
更名的，由民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万
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三） 违反第二十条第一款规
定，未按要求使用标准地名的，由民
政部门、专业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其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四） 违反第二十条第二款规
定，建设单位在住宅小区 （楼） 或者
具有地名意义的建筑物 （群） 推广
时，未使用标准地名或者预命名的名
称的，由民政部门责令其停止使用、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1万元
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五） 违反第二十六条规定，有
损害地名标志行为的，由民政部门或
者有关专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六） 违反第二十七条规定，擅
自出版标准地名出版物，由民政部门
或者有关专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民政部门和有关专
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
本条例规定的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按照管理权限由有权机关责令改
正，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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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不依法办理地名命名、更
名、销名等管理事项的；

（二） 未按规定设置地名标志或
者门楼牌号的；

（三） 不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能
的；

（四） 利用职权非法牟取利益的；
（五）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

法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宁波市地名管理条例（草案）

为了加强和规范地名管理，
传承和保护地名文化遗产，提高
地名公共服务水平，宁波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了市人民政府提请的《宁波市地
名管理条例（草案）》，市人大法制
委员会拟在广泛征求意见和进一
步修改的基础上将草案提请常委
会会议再次审议。现将草案全文公
布，市民和社会各界如有修改意见
和建议，请于8月4日前告知市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联系地址：宁波市宁穿路

2001 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

邮编：315066
联系电话：89182967
传真：89182967
电子邮箱：nbrdfz@ningbo.

gov.cn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

2019年7月2日

关于征求《宁波市地名管理
条例（草案）》意见的通告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陈
伟奋 侯静） 在昨日召开的全市智
能治水工作现场会上，一艘长约一
米的“小黄船”火了，成为多家媒
体争先报道的对象。“小黄船”叫
智能无人监测船，近期正在多条河
道“试水”巡查。该船搭载多参数
监测仪，可以自动监测水温、pH
值、溶解氧等，通过智能化监测手
段，弥补现阶段河道徒步巡查的短
板。

近年来，我市水污染防治工
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到去年底，
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 100%，
市控以上断面水质优良率和功能

区达标率分别达 80%和 86.3%，全
省地表水环境年度排名由 2013 年
的 第 10 位 上 升 至 2018 年 的 第 5
位，县级以上饮用水源达标率持
续保持 100%。

但当前我市水污染防治工作也
遇到了监测手段不健全的问题。据
介绍，我市目前的水环境质量监测
监控仍以手工采样、实验室分析为
主，且监测数据时效性不足、易受
外部因素干扰。对此，我市探索

“智能化”治水，尝试借助科技力
量建立一套自动化、精细化、智能
化且能分析水质变化原因的监测监
控自动预警体系。

除了“小黄船”，这次现场会
还展出了十几项高科技治水技术及
产品。有能给雨 （污） 管网做“胃
镜”治疗的小型机器人，可钻进管
道内智能查找漏水点并进行修补；
有潜在水底的遥测终端机，可全天
24 小时采集水体样本数据；有垃
圾自动清捞船，这款保洁“神器”
既能解放河道保洁员的双手，又能
增加保洁频次，确保水体表面无垃
圾漂浮物。

另据了解，下阶段，我市计划
在全市范围内新建水质自动监测站

（点） 285 个，将治理目标和任务
精准落到区域、流域和控制单元。

我市探索“智能化”治水
计划新建285个水质自动监测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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