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海曙区原高塘一村地块已列入年度土地出让
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土地出让前对该地块内的电
力、通讯、供水、排水、燃气、人防工程等设施进行排摸，以
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设施。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
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宁波市海曙区乐居棚户区改
造有限公司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地块

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
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行承
担。

地块四至详见附图。
联系人：唐亮
联系电话：0574-87329985

13819842731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夏

禹路 788 号
宁波市海曙区乐居棚户区

改造有限公司
2020年3月9日

宁波市海曙区原高塘一村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3月17日 星期二
江北：江北区交通建设公司、内河管理处、屠家沿翻水站 （8:30－15:00）

3月18日 星期三
海曙：鄞江镇：鄞江召平石料加工厂、红卫建筑、金勤金属 （8:00-16:00）

江北：江北区司法局 （9:00-16:30）

3月19日 星期四
海曙：石碶街道：拉堡生物科技(宁波)有限公司 5002219132、黄隘 1#公变、黄隘 2#公变、黄隘 3#公变、黄隘 6#公变、黄隘 8#公

变、黄隘 9#公变、泰染整 5320142738、丰特电机 5310111030、海欧阀门 5318111437、海鸥阀门 5320006085、祥和染整 5310111270、昌

谷锻造机械 5310300496、城市管理局 5320261595 （8:00-15:00） 荣峰建筑建材厂 5318112257 （9:00-15:00）

3月20日 星期五
江北：庄桥街道应家村保障住房一带 （8:00-16:0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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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
及部省属驻甬有关单位：

根据 《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
管理办法》（省 政 府 第 372 号 令）
和市政府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浙
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
通知》 等有关规定，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对各区县 （市） 人民政府

和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于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0 日报送
市人民政府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
件进行了审查，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各区县 （市） 人民政府和市
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报送备
案的下列行政规范性文件 （予以

备案的具体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请
见附件，详细内容可进入宁波政府
法 制 信 息 网 http://www.nbfz.gov.cn,
点击 《宁波市行政执法责任制信息
查询系统》 查阅），经依法审查，予
以备案。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1月17日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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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备案的2019年9月至12月间报送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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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甬高科〔2019〕85 号

北区政办发〔2019〕57 号

北区政办发〔2019〕58 号

鄞政办发〔2019〕99 号

宁政发〔2019〕24 号

余政办发〔2019〕114 号

余政发〔2019〕18 号

余政办发〔2019〕106 号

甬民发〔2019〕113 号

甬农发〔2019〕223 号

甬高科〔2019〕81 号

仑政〔2019〕63 号

仑政办〔2019〕101 号

奉政发〔2019〕85 号

奉政发〔2019〕82 号

甬东旅政发〔2019〕36 号

慈政发〔2019〕47 号

甬能源节能〔2019〕111 号

甬退役军人局发〔2019〕44
号

甬文广旅〔2019〕108 号

鄞政办发〔2019〕96 号

甬人社发〔2019〕80 号

甬人社发〔2019〕90 号

甬建发〔2019〕121 号

甬人社发〔2019〕94 号

宁政办发〔2019〕25 号

甬经信转升〔2019〕118 号

奉政发〔2019〕80 号

甬自然资规规〔2019〕3 号

甬人社发〔2019〕74 号

仑政办〔2019〕81 号

甬农发〔2019〕209 号

海政办发〔2019〕41 号

海政发〔2019〕46 号

象政办发〔2019〕61 号

甬自创办〔2019〕7 号

甬科合〔2019〕105 号

甬交法〔2019〕291 号

象政办发〔2019〕58 号

象政办发〔2019〕57 号

甬科资〔2019〕98 号

甬人社办发〔2019〕88 号

甬建发〔2019〕115 号

甬人社办发〔2019〕78 号

甬财政发〔2019〕529 号

文件名称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管委会关于实施高新精英计划的意见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北区引进人才（新就业无房
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区政府及区政府办公室行政规
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鄞州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扩面
及公共租赁住房轮候家庭租赁补贴发放有关事项的通知

宁海县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性文件的决定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余姚市存量安置房有条件公开竞价销
售实施方案的通知

余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余姚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
规定的通知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
的意见的通知

宁波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宁波市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通知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作协调小组办公
室关于印发《宁波市农村厨余垃圾就近就地处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管委会关于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有关
政策的通知

北仑区人民政府 宁波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废止、宣布失效 2018 年底以
前发布的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北仑区政府办 开发区管委办 梅山保税港区管委办关于宣布仑政办
〔2011〕190 号文件失效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体土地征收工作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流动人口量化积分申评办法（暂行）的
通知

慈溪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宁波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实施意见

关于印发宁波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事中事后监管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

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宁波市民政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调整 2019
年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的通知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改革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机制的
通知

关于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享受具体操作办
法的通知

关于下放部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审批权限的通知

宁波市物业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和宁波市物业服务企业和物
业项目经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

关于做好当前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及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

宁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海县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市绿色制造专项经费使用实施细则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奉化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实施
意见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宁波市地质灾害群策群防员管理办
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市本土人才培养升级奖励实施细则的通知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波市北仑区加快低效产业用
地再开发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宁波市 2019 年种植业绿色发展专项等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构建城乡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
实施意见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市海曙区打赢蓝天保卫战行动方
案（2019-2020 年）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县政府及县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
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宁波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与发展管理办法（试行）

宁波市产业技术研究院绩效管理办法(试行)

宁波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浙江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宁波特有事项裁
量基准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象山县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办
法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象山红美人柑橘产业高质量、高水平
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科技专家库管理细则

关于公布局发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市场信用信息和项目信
息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转发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
省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市会计人员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报备机关
宁波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宁海县人民政府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余姚市人民政府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民政局

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

东钱湖管委会

慈溪市人民政府

市能源局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市
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文广旅游局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市人力社保局
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税务局

市人力社保局

市住建局
市政务办

市人力社保局

宁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经信局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市委组织部
市人力社保局
市财政局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象山县人民政府

市科技局

市科技局

市 交 通 局（市 港 口 管 理
局）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科技局

市人力社保局

市住建局

市人力社保局
市财政局

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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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财政发〔2019〕881 号

甬财政发〔2019〕847 号

甬财政发〔2019〕905 号

甬人社办发〔2019〕45 号

北区政办发〔2019〕37 号

北区政办发〔2019〕24 号

北区政办发〔2019〕14 号

北区政办发〔2019〕13 号

甬气发〔2019〕28 号

北区政发〔2019〕6 号

北区政发〔2019〕5 号

慈政办发〔2019〕100 号

慈政办发〔2019〕101 号

甬农发〔2019〕192 号

甬农〔2019〕188 号

甬保税政〔2019〕46 号

甬保税政〔2019〕47 号

甬综执〔2019〕51 号

仑政〔2019〕55 号

甬农发〔2019〕154 号

奉政办发〔2019〕33 号

镇政发〔2019〕32 号

甬人社办发〔2019〕48 号

甬建发〔2019〕108 号

象政发〔2019〕147 号

慈政办发〔2019〕95 号

慈政办发〔2019〕92 号

甬人社发〔2019〕75 号

甬人社发〔2019〕76 号

鄞政办发〔2019〕83 号

仑政办〔2019〕84 号

甬交港〔2019〕237 号

甬交〔2019〕14 号

甬教政〔2019〕259 号

象政发〔2019〕143 号

甬卫发（2019）76 号

鄞政办发〔2019〕81 号

甬人社发〔2019〕66 号

宁政发〔2019〕19 号

镇政办发〔2019〕94 号

镇政办发〔2019〕86 号

甬经信中小〔2019〕106 号

甬农发〔2019〕158 号

关于印发宁波市市级产业发展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市市级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市农村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财政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调整部分宁波市博士后工作资助政策的通知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北区推进食品安全责任商业
保险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波市江北区城市户外广告设
施设置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快软件信息产业发展助推数
字经济建设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促进金融服务民营企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

关于印发宁波市防雷装置检测机构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北区关于强化科技创新支撑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全市国家直管公房管理工
作若干意见的通知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扶持慈溪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的
若干意见的通知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 2019 年宁波市畜牧兽医专项扶持资金项目
等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宁波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产业基金管理
办法（修订）的通知

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开放发展的若干意见

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查处生活垃圾分类违法
行为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国Ⅲ及以下柴油货车区域禁行的通告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18-2020 年中央农机新
产品购置补贴试点工作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促进奉化与吉林延边州（安图
珲春）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和消费扶贫实施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关于镇海区集体所有土地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
的实施意见

关于印发宁波市高技能人才直接认定暂行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试行）和宁波市存量房交易资金
监管办法（试行）

象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象山县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实施
细则的通知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慈溪市户口迁移政策实施细则补充意
见的通知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慈溪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实施细
则的通知

关于调整精减退职人员生活困难补助费标准的通知

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等标准的
通知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提升美丽宜居村建设工作的
补充意见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北仑区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

关于实施宁波船舶水污染物转移处置联合监管办法(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集装箱海铁联运扶持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调整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行政审批与管理体制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象山县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调整部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标准的通知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村级集体经济“飞地”抱团发展
的实施意见

关于调整企业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等标准的通知

宁海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海县进一步扶持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
办教育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镇海区轴承行业数字化改造实
施方案的通知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促进紧固件产业提升发展的若
干意见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市“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专项资金使用管理
实施细则的通知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宁波市规模种粮大户种植补贴工作方案的
通知

市财政局
市国资委

市财政局

市财政局

市委组织部
市人力社保局
市财政局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市气象局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农业农村局

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保税区管委会

宁波保税区管委会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城
管局）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

市农业农村局
市财政局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

市人力社保局

市住建局
人行市中心支行
宁波银保监局

象山县人民政府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委组织部
市人力社保局
市财政局

市委组织部
市人力社保局
市财政局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市交通局（市港口管理局）

市交通局（市港口管理局）

市教育局

象山县人民政府

市卫生健康委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市人力社保局
市财政局

宁海县人民政府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市经信局
市财政局

市农业农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