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及部省
属驻甬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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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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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有关事项通
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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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可进入浙江省司法厅
官网 http://sft.zj.gov.cn,点击《浙江
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系统》查
阅），经依法审查，予以备案。

附件：予以备案的 2021 年 4
月至 6月间报送备案的行政规范
性文件目录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1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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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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政发
〔2021〕23 号

象政发
〔2021〕22 号

甬水利
〔2021〕14 号

奉政告
〔2021〕14 号

甬资交管办
〔2021〕10 号

鄞政发
〔2021〕33 号

甬水利
〔2021〕17 号

甬金管
〔2021〕30 号

甬建发
〔2021〕53 号

甬资交管办
〔2021〕8 号

慈政办发
〔2021〕34 号

慈政发
〔2021〕23 号

象政办发
〔2021〕22 号

象政发
〔2021〕19 号

象山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土地征收中地
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区片综合
地价的通知

宁波市水利局 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征收宁波市中心
城区自备水源用户污水处理费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销售和
燃放烟花爆竹的公告

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招标代理
机构动态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宁波市鄞州
区姜山镇人民政府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
罚权的公告

关于印发《宁波市水利专业工程师、高级
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实施办法》
的通知

宁波市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工作
实施办法（试行）

宁波市关于非住宅改建租赁住房的指导
意见（试行）

关于修改《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管理
暂行办法》有关条款的通知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推动全域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慈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土地征收青苗
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补充规定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开
展“一户多宅”清理整改落实行动实施方
案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
护稳定粮食生产的实施意见

象山县人民政府

象山县人民政府

市水利局
市财政局
市发改委

宁波市奉化区
人民政府

市政务办

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政府

市水利局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市市场监管局

人行市中心支行
宁波证监局

市住建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政务办

慈溪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

慈溪市人民政府

象山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

象山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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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政通
〔2021〕1 号

甬交办
〔2021〕15 号

甬交发〔2021〕
17 号

奉政办发
〔2021〕28 号

仑政办
〔2021〕33 号

海政发
〔2021〕27 号

仑政办
〔2021〕31 号

余政办发
〔2021〕39 号

甬水利
〔2021〕16 号

甬人社发
〔2021〕16 号

甬财综
〔2021〕282 号

甬财综
〔2021〕376 号

海政发
〔2021〕26 号

甬自然资规规
〔2021〕5 号

仑政
〔2021〕34 号

甬经信软
〔2021〕50 号

甬经信服新
〔2021〕48 号

海政发
〔2021〕24 号

甬人防办通
〔2021〕6 号

甬资交管办
〔2021〕7 号

象政发
〔2021〕17 号

奉政告
〔2021〕13 号

宁海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排放非道路
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的通告

关于印发《2021 年一季度调运力、增空箱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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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
加快推进为老助餐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关 于 印 发 宁 波 市 北 仑 区 人 民 政 府 质 量
奖 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的通知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
村发展留用地管理工作的意见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北仑区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的通知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余姚市
国有土地上低层住宅重建、改建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水利局关于印发宁波市水利水务
监督规定（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深入推进“甬上乐业”计划的若
干措施》的通知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波市罚没财物
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扶持浙贝母
产业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上已登记厂
房仓库类独立宗地权籍调查工作的通知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快医
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宁波市创建特色型中国软件名城实施细则

宁波市加快推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实施
意见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收集体
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

宁波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公布行政规
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关于修订印发《宁波市工程建设项目投标
资格审查办法和招标评标办法》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关于 2021 年象山县海洋
休渔禁渔的通告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奉化城
区“禁货”区域的通告

宁海县人民政府

市交通运输局
市财政局
市口岸办

市交通运输局
市财政局

宁波市奉化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波市北仑区
人民政府

宁波市海曙区
人民政府

宁波市北仑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

余姚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

市水利局

市人力社保局
市发改委
市经信局
市教育局
市财政局
市公安局
市住建局
市医保局

市财政局

市财政局
市发改委
市水利局

宁波市海曙区
人民政府

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宁波市北仑区
人民政府

市经信局
市财政局

市经信局

宁波市海曙区
人民政府

市人防办

市政务办
市发改委
市住建局
市交通局
市水利局

象山县人民政府

宁波市奉化区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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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格达11月8日电
记者 张淼 程帅朋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 7 日发
表声明说，当日凌晨 4 时许，一架
来历不明的无人机向卡迪米住所投
掷炸弹。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视
频和图片看，爆炸造成总理住所内
的门窗和车辆遭到轻微损坏，所幸
卡迪米躲过袭击未受到伤害。据伊
拉克媒体报道，数名卡迪米的安保
人员在袭击中受伤，伊安全部队还
在卡迪米住所屋顶发现了两枚未爆
炸的炸弹。

目前仍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
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伊拉克媒体
援引伊内政部及军方的消息称，3架
无人机参与袭击，其中两架被击落，
第三架击中总理住所。这 3架无人机
从巴格达东北约12公里处发射。

分析人士指出，上月举行的伊
拉克国民议会选举正式结果迟迟未
能公布，围绕选举结果的示威活动

近期不断发生。伊拉克局势长期受
到美国等外部势力干预，此次袭击
事件表明伊拉克选后政局动荡加
剧，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动荡持续多日

伊拉克 10 月 10 日举行了新一
届国民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
示，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领导的

“萨德尔运动”获得 73 个席位，位
居首位。与什叶派民兵武装关系紧
密的“法塔赫联盟”较上次选举失
去大量席位，该组织认为选举存在
舞弊，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连日来，对选举结果不满的民
众在“绿区”外安营扎寨，抗议选
举结果。5 日，大量示威抗议者冲
击“绿区”并与安全部队人员发生
冲突，造成人员伤亡。事件发生
后，卡迪米下令要求调查事件起
因。但一些什叶派民兵组织认为政
府需为此负责。什叶派民兵组织

“正义联盟”领导人 6 日称，卡迪
米应对“烈士的鲜血承担责任”，
示威者仅是反对选举舞弊，而政府
的武力回应意味着卡迪米是造成选
举舞弊的第一责任人。

不过，“法塔赫联盟”在袭击
后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对袭击予以
谴责，并称此次袭击正试图引发

“政治洗牌”。
伊拉克媒体分析认为，此次袭

击行动或与示威者连日来举行抗议
活动、示威者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
有关。同时，也有媒体认为，袭击
可能与伊拉克民兵组织相关。

局势不容乐观

分析人士指出，2003 年美国入
侵伊拉克，破坏了伊拉克原有的政
治生态。长年战乱加之外部势力长
期干预，使伊拉克政治宗教及民兵
武装矛盾难以调和。10 月举行国民
议会选举后，伊政治安全局势高度

紧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趁
乱在伊北部不断制造袭击，伊拉克
选后安全和政治局势不容乐观。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
阿里·沙姆哈尼 7 日表示，对卡迪米
住所的袭击是新的“煽动叛乱”，必
须追溯到外国智库，这些智库通过
建立和支持恐怖组织等，给伊拉克
人民带来不安全、不和睦和不稳定。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兰
杰·阿拉丁表示，此次袭击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越界，证明选后伊拉克
紧张局势已显著升级，很可能衍生
出更多强烈的暴力反应。

伊拉克安全问题专家阿卜杜
拉·朱布里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此
次无人机袭击总理住所事件已超过
武力震慑范畴。这一恶性事件很可
能造成伊拉克各方政治分歧进一步
加剧，甚至导致伊拉克局势恶化，
伊拉克政府的当务之急是稳定局
面，尽快顶住各方压力公布正式选
举结果。

总理官邸遇袭凸显伊拉克政局动荡加剧

据新华社马尼拉11月9日电
记者 刘锴 闫洁

本月初达到生效门槛的《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有望成为本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
议关注焦点之一。观察人士认为，
RCEP 生效后，将有利于促进亚太
地区经济互联互通，加速区域经济
一体化进程，推动经贸合作和经济
增长，为地区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促进多边贸易

RCEP 保管机构东盟秘书处 2
日宣布，已收到文莱、柬埔寨、老挝、
新加坡、泰国、越南 6 个东盟成员国
以及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
4 个非东盟成员国提交的核准书，
协定达到生效门槛，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对上述十国生效。

RCEP 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正
式签署，现有 15 个成员国，其总

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额均占全
球总量约 30%，是世界上最大的自
贸区。其中，大多数成员国也是亚
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

东盟秘书长林玉辉说，迅速完
成 RCEP 核准程序，是各成员国致
力于促进公平、开放且有益于本区
域和世界的多边贸易体系的真实反
映。协定生效带来的更高水平开
放、更大市场、更完善的政策，将
催生更多新发展机遇和潜力。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胡逸山表示，在单边主义和保
护主义抬头之际，RCEP 向世界展
示出共享市场、共同繁荣的优势所
在，为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注入新
活力。

加速区域经济融合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自贸区，RCEP 正式生效
后将促进亚太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

互联互通，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

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报告认
为，RCEP 不仅会带来关税下调，
还将通过改善区域内市场准入促进
贸易与投资，带来供应链重构等经
济效果，提高供应链效率。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
算，到 2030 年，RCEP 有望带动
成 员 国 出 口 净 增 加 5190 亿 美 元 ，
国民收入净增加 1860 亿美元。

在非东盟成员中，中国率先完
成 RCEP 协定的核准工作，以实际
行动体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
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决心。中国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日前在第四届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未来中
国将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本地
区乃至全球创造更多的需求，提供
更大的市场、更多的机遇，推动经
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推动地区经济复苏

从去年至今，亚太地区多国新
冠疫情起伏反复，导致经济陷入停
滞甚至衰退。不少国家努力寻求重
新开放经济，把 RCEP 视为本国乃
至区域经济复苏的重要保障。观察
人士认为，协定的生效有望推动地
区经济走出疫情阴霾，为亚太地区
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胡逸山说，RCEP特别有助于削
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现更自由的
商品和服务贸易。东盟国家渴望在
RCEP生效后进一步开发中国庞大的
市场，寻找商机，加速本地区经济复苏。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委员会
执 行 董 事 杰 柯 陛 表 示 ， 推 进 以
RCEP 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促进区域经济深度融合与自由
贸易发展，符合亚太地区乃至世界
经济利益，将对区域和世界经济疫
后复苏产生积极影响。

RCEP将为亚太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据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8 日
电 8 日晚，国际空间站 4 名宇航
员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载
人“龙”飞船安全抵达地球，结束
了为期 199 天的在轨任务期。

美国航天局网站 8 日发布消息
说，参与代号为“Crew-2”航天
任务的 4 名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
员沙恩·金布罗和梅甘·麦克阿
瑟、日本宇航员星出彰彦和欧洲航
天局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美国
东部时间 8 日 22 时 33 分 （北京时

间 9 日 11 时 33 分），他们搭乘的载
人“龙”飞船溅落在佛罗里达州附
近的墨西哥湾内。在溅落点附近等
待的回收船负责对飞船进行打捞和
安全回收。飞船被吊上甲板后，4
名宇航员将立即出舱并接受医学检
查。

此次返航标志着载人“龙”飞
船第二次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轮换宇
航员任务的结束。4 人返航后，国
际空间站上只剩一名美国宇航员和
两名俄罗斯宇航员。

国际空间站4名宇航员
搭乘“龙”飞船返回地球

据新华社英国格拉斯哥11月
8日电（记者郭爽） 英国政府 8 日
发布公报说，英国将承认世界卫生
组织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清单上的疫
苗，其中包括两款中国疫苗。完全
接种这些疫苗的旅客入境英国后将
免除隔离。

英国政府宣布，自本月 22 日 4
时起，科兴新冠疫苗、中国国药新
冠疫苗以及印度本土疫苗 Covaxin
将被列入英国入境旅行批准疫苗清

单，从而让更多已接种上述疫苗的
人更方便地进入英国。

根据这份公报，已完成两剂上
述疫苗接种并获得相关疫苗接种证
明的旅客将无需接受出发前核酸检
测和入境后第 8 天的核酸检测，入
境英国后也无需自我隔离 10 天，
但须在抵英后第 2 天接受快速侧流
抗原检测，如果该检测结果为阳
性，则须再接受一次免费的确认性
核酸检测。

完全接种科兴和国药新冠疫苗者
入境英国将免除隔离

11月8日，在美墨边境城市墨西哥蒂华纳，人们乘车排队等待进入美
国。美国墨西哥陆路边境8日重新开放，允许旅客进行探亲、访友、旅游
等“非必要”活动。 （新华社发）

美墨陆路边境重新开放美墨陆路边境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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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宁波市创业培训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
地运行管理绩效考核试行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生态环境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
印发《宁波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
实施细则》的通知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北
仑区促进粮食生产的若干扶持政策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
社会保险参保工作的通知

关于公布 2021 年度宁波市自主就业退役
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标准的通知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余姚市
小额工程建设项目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粮油生
产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高保供能力的实
施意见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慈溪市
加快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见的
通知

关于印发《梅山灵活用工平台试点 UKey
托管服务奖励办法》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象山县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房产出租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

宁波市气象局关于废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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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余姚市
规划控制地段既有工业仓储用地改扩建
实施规定的通知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镇海区新增工业项目“标准地”控制性指
标（2021 版）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市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
建设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镇海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补偿安置实施
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粮油生
产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高保供能力的实
施意见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
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工作方案的通知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粮油生产高
质量发展进一步提高保供能力的实施意见

宁波市教育局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
清理结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明确矿产资源管理改革有关
事项的通知

慈溪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粮油生产高质
量发展进一步提高保供能力的实施意见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慈溪市国
有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市人力社保局

市人力社保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财政局

宁波市北仑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

象山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余姚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

宁波市海曙区
人民政府

慈溪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

梅山物流产业
集聚区管委会

象山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

市气象局

余姚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

宁波市镇海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民政局

宁波市镇海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波市镇海区
人民政府

宁波市镇海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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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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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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