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宇友攻水径字〔2021〕 685号

市友展改革委 市財政局美子印友 《南京市美子
深化衣村公共基硼没施管押体制改革

工作方案》的通知

江北新区管委会、各有美区人民政府,市各有美部 |¬ 和単位 :

《南京市美子深化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ク体制改革工作方

案》已径市委仝面深化改革委員会会洪、市政府常券会袂常袂ミ

辻,現印友給体11,清結合実体汰真貫御落実。

員会

♂帰
市友展和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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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美子深化衣村公共基FIL没施

管押体制改革工作方案

力貫物落実国家友展改革委、財政部 F「 友的 《美千深化友村

公共基拙浚施管ク体十1改革的指早意見》(以 下筒称 《国家指早意

見》)和省友展改革委、省財政斤印友的《美千深化水村公共基砧

浚施管ゲ体十1改 革的実施方案》(以 下筒称 《省実施方案》)有 美

要求,深化我市水村公共基砧没施管伊体+1改革,結合我市共隊,

+1定 以下工作方案。

一、思体要求

堅持以ヨ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力指早,貫御党

中央、国券院以及省委、省政府決策部署 ,I」l起“争当表率、争倣

示疱、走在前rll"的 省会担当,以 実施多村振米哉略力′ヒ机手,以

推I14_城 多融合友展力曰林,在仝面ネト芥水村公共基袖没施短板的

同時,改革奄1新管伊机キ1,私板杓建既近鹿仝市友展需求,又符

合仝市水立水村特点的公共基袖没施管伊体系,切 央増張声大水

民群余的荻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力 推功“張富美高"新南京建

没提供有力支禅。

二、主要目椋

2021年 6月 前,仝面模清我市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伊家底 ,

十1定各行立水村公共基袖没施管伊実施方案,端 +1区 奴管伊責任

清単,完善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ゲ体+1机 +1,席 功公共基拙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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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多一体化管ク体制改革拭点。

Fl1 2023年 ,政府主早、多方参々、市場近作的水村公共基砧

没施管伊体tll机十1基本建立,管伊主体和責任明晰,管伊林准和

規疱健仝,管 伊径費保障落共,管伊水平和廣量呈著提升。汰真

恙錯推行我市水村公共基砧浚施管ゲ体十1改 革和公共基袖浚施城

多一体化管伊体+1改革拭点姪聡,充分友拝示疱妓鹿,全面推逃

仝市公共基拙没施城多一体化管伊体市1改革。

至12030年 ,仝市水村各炎公共基袖没施管伊机十1建立健仝井

管伊至1位 ,在全国和仝省率先実現公共基袖没施城多一体化管伊。

三、重点任勢

(一 )明晩黙i任券,走立晨久明晰的管ケ■ll皮体系

1。建立水村/Ak共基拙没施管学責任制度。各相美区履行水村公

共基拙没施管伊主体責任,負 責tll定本区水村公共基拙浚施管伊

体十1改革工作方案;制定本区疱国内友村公共基砧浚施管伊清単 ,

負責建立健仝管伊責任+1度 以及有美ネト僕、胸要服券等支持政策 ;

結合共豚,通辻建立坑一管伊机杓、坑一変費保障、坑一林准キ1

定等方式,逐歩格城市公共基袖没施管サ資源、模式わ手段延伸

至1水村。各慎 (渉水街lia)履行属地管理取責,村奴俎鉄 (社 区 )

承担所属没施管伊監督責任。(江北新区管委会、各相美区人民政

府負責 )

市各行立主管部日履行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伊指早、監督和

力各相美区履行責任奄1造有不1条件的責任。カロ張々省各対口部日

利各相美区的工作咲系々洵Ii■ ,+1定各行立水村公共基袖没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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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実施方案,建立完善本頷域水村公共基砧没施管伊十1皮 、林准

和規疱,明 碗管伊曰林、盾量要求、管伊方法、操作規程及鹿魚

保障机+1等 。要接照筒政放杖、提高妓率等要求,逐歩杵城多公

共基拙浚施管伊事券下放至1区 ,由 各区実行坑一管理。(市友改委、

教育局、民政局、規資局、建委、交通局、水勢局、城管局、録

化国林局、衣上衣村局、文旅局、工健委、庄急管理局、体育局、

南京通管亦、由「政局等 (以下筒称力市各行上主管部 i可 }按照取

責分工負責 )

供水、屯力、燃気、週信、由F政 等没施近菅企立,以及学校

(幼 ノL国 )、 医院 (工 生院 )、 界老院、村坂姐鉄 (社 区)妹 合服

券、疾葬服芥等水村公共服芥供給単位,鹿 張化水村公共基拙没

施管伊責任,建立制度、責任至1人 。(市各行立主管部門按照取責

分工加張支持指尋 }

2。建立水村/Ak共基拙没施声杖管理制度。接照声叔リヨ属落共水

村公共基砧没施管伊責任。2021年 6月 前,各相美区要結合区域

内水村集体声杖キ1度 改革,建立健仝水村公共基砧没施声枚管理

制度,接照明碗主体、明晰叔責、落共責任原只1,科 学推功各美

水村公共基砧没施碗杖登泥頒江,形成以鎮 (渉水街道 )力 単位

清晰明碗的水村公共基拙没施声杖台敗。碗叔登泥頒江成果幼入

区象相美信′息平台,実行信′息化、功恣化管理。(江北新区管委会、

各相美区人民政府負責 )

3。建立友村/Ak共基拙没施管夕清単制度。各相美区要仝面模清

各 自区域内水村公共基砧没施管伊家底,明 碗没施炎男1、 没施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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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管伊内容和責任単位。根据財政事枚和各炎浚施所有枚、姪

菅枚、管理枚表1分 ,参照 《江沐省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伊清単》,

十1定本区疱国内水村公共基砧没施管伊清単,分男1明 碗管伊対象、

主体、林准和径費保障。管伊清単実行功恣公示+1度 ,由 各相美

区毎三年逃行一蛯端修調整井予以公示。{江北新区管委会、各相

美区人民政府負責 )

2021年 6月 前,各行立主管部 |¬ 要仝面摸清各 自頷域内水村

公共基砧没施管′基本情況,建立本頷域水村公共基砧没施管伊

清単,井依据管サ要求、行立林准禾口不同杖属,指早各相美区碗

定各 自頷域内水村公共基袖没施管伊清単及管伊責任。(市各行土

主管部門按照取責分工負責 )

(二 )明 功林准和規疱,分行止建立各板咸サケ汗介体系

4.建立行上管学林准体系。参照省象管伊清単分炎,結合部日

取責分工,tll定 完善本頷域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伊林准和規疱 ,

形成我市坑一的行立管伊林准体系。相美行並林准禾口規疱要倣好

々国家和省定行立管伊林准規疱相衛接、与仝市水村公共基袖浚

施管伊水平相遺鹿、々城多一体化管伊曰林要求相一致。{市各行

上主管部門按照取責分工負責 )

5.建立行立管伊汗合体系。推逃管伊信′息化、智慧化建没,建

立科学合理的汗介指林体系、宗合坪介指数,促逃各炎没施安全

有妓持象使用。建立管伊須数監淑1萩 警系坑,実現対管伊墳数的

及叶監淑1、 通叶珍断、評介萩扱,萩先防疱わ及吋釆取化解措施 ,

提升科学管伊水平。根据管伊曰林Iit展情況,由 市友茨委、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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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姐鉄或者聘清第二方服券机杓升晨須妓汗介与涯′こ通扱。(市友

改委、財政局車共ヮ市各行上主管部門配合 )

6.建立行立指早上督体系。2021年 9月 前,市各行立主管部

|¬ 俎鉄本部 |¬ 系坑培〕|,カロ張対各区的指早和監督,毎年対頷域

内水村公共基拙没施行立管伊工作升展考核汗レヒ;市友政委会同

市財政局毎年逃捧 1‐2企行立,対 4El美 区頷域内水村公共基拙没施

行立管伊工作升展監督考核。(市各行立主管部 i可按照取責分工負

責 }

(二 )区分没施美男1,走立多え的姪費保障れlll

7.建立ヨト姿菅性没施財政預算保障机制。カロ大対水村公共基拙

没施管ケ的投入力度。水村集体埜菅性建没用地入市后,可格一

定しヒ例入市牧益用千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伊。没有牧益的水村公

共管理和公共服4‐
‐没施、家化没施、道路等♯径菅性基拙没施 ,

接照杖属美系,由 鎮 (渉水街道 )或村象姐奴負責管P。 管ナ径

費由各行立主管部日会同財政部日,依据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伊

林准和管ナ清単,分叔属逃行妹合双1算 ,財政予以保障。(江北新

区管委会、各相美区人民政府ヮ市各行立主管部 l可 按照取責分工

負責 }

8.完善准盗菅性没施管絆径費ネト僕机制。径菅牧益不足以弥ネト

建没和近菅成本的准径菅性没施,接照叔属美系,由 近菅企立、

鎮 (渉水街道 )或 村象姐鉄負責管伊。各区泣対照水村公共基袖

没施管伊清単,端帝1准径菅性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伊曰永,分行

立科学キ1定ネト僕支持政策。{江北新区管委会、各相美区人民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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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各行止主管部門按照取責分工負責 )

9.奄1新姿菅性没施管学姿費市場化寿措机制。径菅1丈 益可以弥

ネト建没和込菅成本的径菅性没施,由 近菅企立自行或委托第二方

管伊。各相美区皮完善IEl美 支持政策,鼓励各炎企立、寺立机杓

八事近菅管伊。逐歩完善准径菅性、径菅性水村基砧没施牧費+1

度。鼓励近菅企立有村象姐鉄升晨管伊合作,聘用当地村民参々

管伊,控十1近菅成本、提高妓益。{江北新区管委会、各相美区人

民政府,市各行上主管部 i可按照取責分工負責 )

(四 )遵循一体化友晨方向,走立鬼善相美管ケ配奏■ll度

10。建立没施建没寺管デ机制同歩落共制度。在布局和建没水

村公共基拙没施叶,要通盈考慮没施建没禾口近菅象ゲ,在項 目規

火1没汁除段要明碗没施管伊主体、管伊責任、管伊方式、管伊径

費来源等,在項目竣工詮 1文 后,鹿及吋按照有美規定亦理姿声交

付手数。接照“堆受益、進管伊,進使用、進管ナ"的 原只1明 碗エ

程管伊主体,似定管伊制度,落共管伊責任,保障工程在没汁使

用期限内正常近行。(江北新区管委会、各相美区人民政府り市各

行上主管部門按照取責分工負責 )

11。建立市場化寺立化管学制度。鼓励水村公共基袖没施管伊

逐歩由宣接提供管ク服券向殉要服券装交,釆用多紳形式,有序

引早社会力量参有管伊。市各行立主管部日要分行立tll定 鼓励社

会資本和寺立化企立有序参均水村公共基砧没施管伊的政策措

施,格炊事水村公共基袖没施管伊的社会主体坑箸幼入政府殉要

服券承接主体疱曰 (政府和社会資本合作模式的接照相美政策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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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保障管伊主体合理 1文 益。対千水村公路、供水、泣坂汚水丈

理等没施,可探索週辻出■冠絡杖、声告杖等方式,引 入を立化

企立逃行管′ (政府和社会資本合作模式的由項目公司或社会姿

本負責鍵ゲ )。 (江北新区管委会、各相美区人民政府ヮ市各行立

主管部門按照取責分工負責 )

12.完善使用者付費制度。正碗処理好使用者合理付費寺増カロ

水民支出的美系,逐歩完善水村准姪菅性、変菅性基袖没施 1丈 費

+1度 。逐歩理順水村公共基拙没施声品、服券介格形成机+1,充

分考慮成本交化、水声承受能力、政府財政能力等因索,合理碗

定和調整介格水平,逐歩実現城多同国同盾同介。具各条件的 ,

促逃合格由市場形成。{市友改委、市財政局、市各相美行立主管

部門按照取責分工負責 }

13。建立没施管学寺多村振共衛接制度。仝面実施多村振米哉

略,カロ大対餐済薄弱村公共基拙没施管伊的ネト助力度,鼓励集体

径済実力張的村対所属各炎水村公共基袖浚施実行坑一管伊。鼓

励村象姐鉄没立公益性管ナ閃位,仇先八径済困准戸中聘清管ゲ

貝,負 責村属公共基拙没施日常巡査、小修、保浩等管伊工作。{江

北新区管委会、各相美区人民政府負責 }

四、孤好武点示茫工作ヮ推辻公共基硼没施管神城多一体化

14。机好拭点示疱。市政府研究決定,深水区作力我市公共基

拙没施城多一体化管伊体+1改革拭点区。要接照《国家指早意見》

《省実施方案》わ市工作方案,結合共昧+1定拭点方案,明 碗没

施炎男1、 工作路径わ叶同表。要適辻坑一城多管ナ机柏、坑一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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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保障、坑一林准+1定等方式,逐歩杵城市公共基拙没施管ク姿

源、模式和手段延伸至1水村。逐歩完善水村基拙没施分象分炎投

入建没机キ1,健仝城多基砧没施“区鎮 (渉水街道 )村 "三 象管理

日外,推劫城多道路河湖治理工程等♯径菅性没施管伊和近行投

入納入財政萩算。2021年 6月 前席功拭点改革工作 ,Fl1 2023年 ,

倣好公共基袖没施城多一体化管ク体+1改革拭点径詮′こ結,力 仝

面推逃仝市公共基拙没施城 多一体化管ゲ体市1改 革倣出示疱妓

庄。{漂水区人民政府負責 }

市各行立主管部日要仝力支持拭点区,結合 自身実昧杵城多

基拙没施項目整体打包,実行一体化升友建没管伊。(市各行上主

管部門按照取責分工負責 )

其t各相美区要在推逃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伊体市1改革的同

時,渫火1井 +1定本区域内公共基袖没施城多一体化管伊体市1改革

実施方案,因 地制宜推逃公共基拙没施城多一体化管ゲ体lll改 革

工作。(江北新区管委会,栖霞、雨花台、江宇、浦口、六合、高

淳区人民政府 )

五、保障措施

(一 )か張俎奴板子

水村公共基袖没施足促逃水村径済社会持象健康友展的重要

支禅,是推逃多村仝面振米的重要基拙。要切共カロ張対仝市水村

公共基袖没施管伊体市1改革和公共基袖没施城多一体化管伊体+1

改革工作的姐鉄頷早,市政府成立市水村公共基砧没施管伊頷早

小姐,由 市政府分管市K任俎K,市政府冨1秘ギK、 市友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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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財政局、市水立水村局主要負責人任冨1姐 K,江北新区管委会

分管頷早、各相美区政府分管区後、市各行立主管部日分管飯早

力成長。頷早小姐坑箸負責仝市深化水村公共基砧没施管伊体市1

改革工作 ,カロ張工作協調督早,形成市象監督保障机+1,碗 保各

項管伊IEX策 落至1実た。

各相美区鹿成立相反頷早机杓,建立合理的工作177凋 保障机

制,碗 保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伊体十1改革和公共基拙没施城多一

体化管伊体+1改革工作的順不1推逃。各相美区要堅持同題早向,

因地十1宜 、科学十1定轄区内深化水村公共基袖没施管ク体制改革

具体方案,方案要根据省市明碗的実施方案、路銭困和叶同表 ,

如化曰林拳措,明 碗重点任3‐
‐,強化責任考核,机緊実施推辻 ,

碗保各項改革任券落至1実丈。市各行立主管部 1可 要接照取責分工
,

机緊+1定 実施方案,如 化配套措施,カロ張功恣眼踪坪借,升展立

券指早,不 断提高水村公共基袖没施管伊水平。(江北新区管委会、

各相美区人民政府り市各行並主管部門負責 )

(二 )強化上督考核

各相美区要杵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ク情況幼入多村振米哉略

実装考核,建立健仝激励釣末机tll,強化対水村公共基袖浚施管

ナ資金妖妓管理,杵建没管ク主体和使用者履釣情況幼入信用管

理体系,対汗重失信行力責任主体,接規定実施咲合懲戒。各行

立主管部 11要接照改革工作任券清単和管′清単所夕1事項,近 吋

升展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伊栓査督早,碗 保各項政策措施有妓落

実,保障水村公共基袖没施K妓込行。(江北新区管委会、各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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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政府り市各行並主管部門負責 )

(二 )カロ張宣竹引子

各相美区要在毎企行政村升展政策解決和宣借 ,充分友拝媒

体作用,辻一歩カロ張宣借,提升声大友村群A対使用者付費キ1度 、

村民“一事一洪"箸 姿箸芳用千村坂公益事立的汰沢和接受程度 ,

引早社会各炎主体秋板参萄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伊,仝面提升管

ゲ水平和廣量,仝面推功城多融合友展,■片大水民群ハ共享政

革友展成果。(江北新区管委会、各相美区人民政府負責 )

附件:省友展改革委 省財政斤美千F「 友《美子深化水村公共

基拙浚施管伊体キ1改革的実施方案》的通知

抄送:省友晨改革委、省財政斤,市委亦公斤、市政府亦公斤,江北新

区管委会盗友局、各有美区友展改革委、財政局。

2021 ∠「  10月  13 日 印友南京市友晨和改革委員会亦公室

-11-



θ′―に。Ψ

江丼省臓展和政

募友友水姿友 〔2020〕 807号

省友展改革委 省財政庁美子印友 《美子深化

衣村公共基硼没施管)体制改革的

実施方案》的通知ヽ

各没区市、具 (市 、区)人民政府,省各有美部11:

《未子深化/PX村 /Ak共基拙没施管ク体制改革的実施方条》已

姿省委全面深化攻革委員会会洪、省政府常券会洸常袂通辻,現

`口

,|こ

`イ

トイ4ドイ11,う早早 汰真貫御落実。

″  ヽ

―-1__



江赤省友晨和唆革委員会亦公室      2020年 7月 30日
`F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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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深化衣村公共基硼没施管柳

体制改革的実施方案

力深化/rt村公共基袖没施管ク体制改革,国家友晨改革

委、財政部印友了《美子深化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ク体十1改

革的指早意几》 (友攻友姪 〔2019〕 1645号 ,以 下筒称 《指

早意几》),現輪友給体イ1,井結合我省央昧,+1定 以下貫

御落実的実施方案,情一井貫御落実。

一、主要目椋

到 2021年 6月 底,全面模清我省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

伊家庶,キ1定各行立水村公共投施管学実施方案,端十1姜坂

管ク責任清単,完善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ク体市1机十1,席 功

公共基拙没施城多一体化管ク体制改革拭点。

Fl1 2023年 ,汰真恙結我省友村公共基拙没施管ク体キ1

改革和公共基拙浚施城多一体化管ク体十1改革拭点姿詮,形

成可隻制可推声的姿始倣法,井及吋解決存在的同題。

到 2025年 ,政府主早、多方参与、市場近作的水村公

共基拙没施管ク体lll机 制基本建立,管 が主体和責任明晰 ,

管夕林准和規疱健全,管ク姿費保障落央,管ク水平和反量

塁著提升。汰真恙結公共基拙没施城多一体化管学体キ1改革

武点姿詮,充分友拝示疱数泣,以 点帯面推邊仝省公共基砧

没施城多一体化管夕体制改革。

至12030年 ,枚責明碗、主体多元、保障有力的K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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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制基本健全,在全国率先実現公共基拙浚施城多一体化

管伊。

到 2035年 ,仝省友村各炎公共基拙没施管ナ机制定立

健仝井管ク至1位。

二、重点任努

(一 )友拝各久地方政府主子責任。

各没区市人民政府履行指早、上督わ力去坂政府履行貴

任創造有利条件的責任,晏 (市、区)人民政府履行水村基

拙没施管ク主体責任,多 慎人民政府履行属地管理取責。各

共 (市 、区)人民政府要参照 《江赤省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

夕清単》 (几 附件 ),制定本去疱国内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

伊清単,明 硫没施美男1、 没施名称、管サ内容和責任単位 ,

負責建立健全管学責任制度,以及有美ネト僕、力采服券等支

持政策等;具体履行水村公共服券、水利、道路、録化等ヨト

変菅性公共基拙没施的管伊わ監督責任。各没区市人民政府

要強化坑等,因地lll宜 ,制定対管ナ准姿菅性没施的逐菅企

上分予合理ネト僕,対管ク姪菅性没施近菅企立的支持政策等 ,

以及各炎企立、寺立机納八事近昔管伊的鼓励政策,履行升

晨水村基拙没施城多一体化改革拭点及推声的責任。 (各没

区市、去 (市、区)人民政府負i)
(二 )圧実行上主管部11上サi任。

到 2021年 6月 嵐前,各行立主管部日要模清各自頷域

内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学的基本情況,tll定本頷域友村公共

基拙没施管′制度、林准和規疱,明 碗管ナロ林、反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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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や方法、操作規程及泣急保障机制等,2021年 9月 庶前姐

奴本部日系坑培切|,カロ張対地方指早和上督管理。 (右教育

斤、工上わ信息化斤、民政斤、仁房わ戎多建没斤、交in_遼

椅斤、水オ1斤 、水上水村斤、丈化わ水落斤、工生使鷹委、

泣怠管理斤、声屯局、体育局、台L源局、林止局、in_信 管理

局、郎政局負テ )

(二 )強化近昔企上わ/Ak共月た外供分単位管ケテ任。

供水、屯力、燃気、地信、由

`攻

等没施近菅企並泣落実

《指早意几》以及普追服券要求,仝面カロ張対所属表村公共

基IFl没 施的管ク,自 党接受政府、村坂姐駅和村民上督,碗

保所属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稔定近行。学校 (幼 ノL国 )、 医院

(工 生院 )、 赤老院、社区妹合服券、残葬服券等水村公共

服券供給単位要倣好所属没施管が,建立制度、責任到人。

近菅企立、地方政府或村象姐鉄要接照枚属美系管伊姪菅牧

益不足以弥ネト建没和近菅成本的准Z菅性没施。近菅企並要

逃一歩控制咸本、提高妓益,也可自行或委托第二方管ゲ姿

菅収益可以弥ネト建没和逐菅成本的径菅性没施。 (各行立上

菅部「1楼照黙i分工か張支持指子 )

(四 )充分友拝村坂姐奴骨ケ上督責任。

村坂姐飲対所属公共基拙没施承担管ナ責任,承担接受

政府ネト助、社会捐助等米建的声枚リヨ村坂姐奴所有的村内公

共基拙没施的管ク責任。要建立村級友村公共基拙浚施使用

者管理協会,対子泣由村奴姐奴承担管ク責任的公共基拙没

施,可釆用“11前三包"、 党貝責任区、文明声坪逃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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マ1早友民参与管伊;也可委托村民、水民合作社或者社会カ

量年代管,村坂姐鉄要承担監督責任。 (各共 (市、区)人

民政府負i)
(工 )升晨/Ak共基油没施成多一体化管ク体キ1及羊武

`点
。

2020年 ,各没区市要逃捧 1企具 (市 、区)升晨公共基

拙浚施城多一体化管伊体市1改革拭点,結合共豚lll定拭点方

来,明 碗没施美男1、 工作路径矛口叶同表。要邁逍坑一城夕管

サ机柏、坑一_a.費保障、坑一林准制定等方式,逐歩格城市

公共基拙没施管伊資源、模式和手段延伸至1水村。要支持拭

点去(市 、区)結合自身共昧杵城多基拙浚施項目整体打包 ,

実行一体化升友建没管伊。第12023年底,各没区市要倣好

公共基拙没施城多一体化管伊体制改革拭点埜詮恙結,カ

2025年仝面実施公共基拙没施城多一体化管伊打下坐央基

拙。 (各没区市人民政府負貴 )

(六 )え善和美管ケ配奏llltt。

l.健仝水村/AN共基拙浚施声枚管理制度。2021年 6月 前 ,

各晏 (市 、区)人 民政府要結合去域内友村集体声叔lll皮攻

革,建立健全水村公共基拙没施声杖管理+1皮 ,接照明碗主

体、明晰杖責、落共責任原只1,科学推劫各美水村公共基油

没施碗杖登泥頒江,形成以多慎力単位清晰明碗的水村公共

基拙没施声杖合産,接声杖リヨ属落共水村公共基袖浚施管伊

責任。友村公共基拙悛施由財政資金投入建没的,声杖リヨ承

担項目実施責任的所在政府或其授杖部 |コ 所有;明 碗え1リヨ村

坂姐鉄或由村坂俎鉄通辻自主箸姿箸芳以及接受政府ネト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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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捐助等米建的,声枚リヨ村吸姐塚所有。由企事立単位投

資米建的屯力、燃気、週信、岬政等多菅性公共基拙没施 ,

声杖リヨ投資主体所有。碗叔登泥飯II咸呆要幼入去象相美信

息平合,実行信息化、功恣化管理。 (各去 (市 、区)人民

政府負テ )

2.建立浚施建没均管学机制同歩落央制度。各鉄人民攻

府和行立主管部 11在布局和建没水村/AN共基袖没施吋,要逍

豊考慮没施建没和近菅象が,在項目規え1没十除段要明硫没

施管十主体、管学責任、管伊方式、管ク姿費来源等,在項

目竣工詮牧后,泣及叶接照有美規定亦理姿声交付手象。接

照“准受益、堆管ク,堆使用、進管ナ"的 原只1明 碗工程管学

主体,似定管ク制度 ,落央管夕責任,保障工程在投十使用

期限内正常近行。 (各没区市、■ (市 、区)人民政府、行

上主菅部「]負 テ )

3.建 立市場化寺立化管ナlll度 。2020年底前,各没区市

人民政府要制定鼓励社会資本和寺立化企立有序参考友村

公共基拙没施管ク的政策措施,特双事表村公共基拙没施管

ク的社会主体坑等納入政府殉采服券承接主体疱曰 (政府和

社会資本合作模式的接照相夫政策執行 ),保障管伊主体合

理牧益。対千表村公路、供水、jli坂汚水炎理等没施,可探

索愛辻出洸冠名枚、片告杖等方式,引 入寺立化企立逃行管

ク (政府和社会資本合作模式的由項目公司或社会資本久責

象伊 )。 (各没区市人民政府炎i)
4.完 善使用者付費制度。各没区市人民政府正碗炎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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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合理付費寺増カロ水民支出的美系,逐歩完善友村准笙

昔性、変菅性基拙没施1矢 費制度。逐歩理順水村公共基拙没

施声品、服券合格形成机+1,充分考慮成本交化、水声承受

能力、IEX府財IFA能 力等因素,合理碗定和調整介格水平,逐

歩実現城多同国同反同介。具各条件的,促 Iit合格由市場形

成。 (各没区市人民政府負ナ )

5。建立没施管伊寺脱介攻堅衡接制度。各共 (市 、区)

人民政府要カロ大対姿済薄弱村公共基拙浚施管伊的ネト助カ

皮,鼓励村象須鉄没立公益性管伊関位,仇先八姿済困准声

中聘清管伊貝,負 責村属公共基拙没施日常巡査、小修、保

浩等管#工作。 (各去 (市、区)人民政府負テ )

6。 建立健仝政府174凋 保障tll度 。各坂人民政府要成立水

村公共基砧没施管伊頷早小姐,井錆合共休指定渉及水村公

共基袖没施管伊較多的書F11カ 卑共単位 ,カロ張工作協調督早 ,

形成省坂引頷指早机制、市坂監督保障机帝1、 姜坂177凋 炎理

机+1等保障制度,魂保各項管伊政策落Fll共た,切共提高水

村公共基拙没施管伊水平。 (各没区市、■ (市、区)人民

政府負テ )

三、保障措施

(― )カロ快姐奴実施。

各奴人民政府要充分汰沢深化水村公共基砧没施管伊

体キ1改革対促逃水村埜済社会持致健康友展,推逃多村仝面

振米的重要意又,把カロ張水村公共基袖没施管伊工作援上重

要袂事日程,充分友拝主早責任,孤好拭点示疱,私板杓建

―



既近泣本地友晨需求,又符合水立水村特点的水村公共基袖

没施管伊体系。各行並主管部11要 机緊制定実施方案,制定

林准、仇化規疱,碗 定路残国和叶同表,劫 恣眼踪汗借,升

晨立券指早,不 断提高水村公共基拙浚施管ク水平。 (右委

水力ヽ、右え及茂羊委、教育斤、工上わ信`Q化斤、民政斤、

自然資源斤、住房わ成多建没斤、史近近椅斤、水オ1斤 、水

止水村庁、丈化わ雄落斤、工生健康委、泣怠管理斤、梁保

上局、声屯乃、体育局、台ヒ源乃、沐止局、通信管理局、慟

`
攻局わ各没区市、去 (市 、区)人民政府接以i分工負i)

(二 )カロえ介全保障力皮。

省鉄坑箸考慮各地央豚和友晨需要,カロ大一般性緒移支

付力度,井 向林北姪沸薄弱地区傾斜,由 市去接規定坑箸用

子友村公共基拙没施管耕等方面。各浚区市、姜 (市 、区 )

要依据管ク責任、規模矛口林准,建 立健仝城多一体化的公共

財政預算支出制度,杵泣由政府承担的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

ク費用納入本鉄財政萩算,カロ快建立政府投入穂定増K机キ1,

対集体_E.済 薄弱、箸措資金困准的行政村,こ 当子以ネト助。

各象人民政府根据国家規定調整完善土地出性 lll入使用疱

曰,結合当地変済友晨水平,カロ大対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ナ

的投入力度。水村集体径菅性建没用地入市后,可格一定しヒ

例入市牧益用千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ク。釆取政府和社会姿

本合作模式,提取村坂姐奴公益金和升晨水村公共基拙没施

実段保隆等方式,拓完管ク埜費来源渠道,カロ大対水村公共

基拙没施管ク的投入力度。 (右財政斤、自然資源斤、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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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村万、4降保上局千部「]わ各没区市、■ (市 、区)人民政

府櫻撃i分工負i)
(二 )強化上督考核。

各坂人民政府要格友村公共基拙没施管ナ情九幼入多

村振米哉略共墳考核,建立健仝激励釣東机制,カロ張対水村

公共基拙没施管学資金続数管理,格建没管ク主体和使用者

履釣情況納入仝省信用管理体系,対肝重失信行力責任主体 ,

接規定実施咲合懇戒。各行並主管部日要接照管紗清単所夕|

事項道lll升 晨友村公共基拙没施管学栓査督早,碗保各項措

施平稔有数落地落央,保障/PX村公共基拙没施K数近行。(右

委水亦、方友晨及単委、財政斤、教育斤、工止わ信
`∈
化斤、

民政斤、仁房
～

成多建没斤、交通近輸万、水オ1斤 、水上水

村斤、え化
～
水落斤、工生徒鷹委、泣急管理斤、4降保上乃、

声t局 、体育局、台ヒ源局、沐立局、通信管理局、山「政局わ

各没区市、■ (市 、区)人民政府な黙賣分工炎i)

(四 )升晨宣待:1子。

各去 (市 、区)人民政府要在毎企行政村升晨政策解被

和宣借 ,■声大/rr民 了解和接受“村鉄公益事立需村民共同出

力出費"、 “自己的家国自己建没自己管ク"等道理,同 時,充

分友拝各炎媒体作用,光一歩カロ張宣借,週辻■友民群A悦

身迪的事、琲 自己美好家国的故事等形式,提升片大/PA村 群

人的汰沢和接受程度 ,31早社会各炎主体秋扱参与友村公共

基拙没施管ク,全面提升管伊水平
～
反量,切 実増張声大友

民群余的荻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各共 (市 、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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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負貴 )

附件:1.国 家友展改革委 財政部美子印友《美子深化水

村公共基拙没施管ク体市1改革的指早意几》的

通力 (友 茨水径 〔2019〕 1645号 )

2.江 赤省未村公共基拙没施管夕清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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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指早意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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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深化衣村公共基硼没施管柳

体制改革的指早意見

友村公共基拙没施包括水村水屯路気信以及公共人居

不境、公共管理、公共服券等没施,足促辻友村姿沸社会持

数健康友晨的重要支禅,是推邊多村全面振共的重要基拙。

力深化/PX村公共基拙没施管夕体lll茨 革,現提出女口下意兄。

一、患体要求

(一 )指♀思想。以刀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

想力指早,仝面貫物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仝会精

神,米緊曰統銃箸推逃“五位一体"恙体布局わ協調推逃“四企

全面"哉 略布局,接照党中央、国券院決策部署,堅持水並水

村仇先友晨恙方針,以 実施多村振共哉略力恙机手,以推ill

城多融合友晨力曰林,在全面ネト芥水村公共基拙浚施短板的

同時,茨革念1新管サ机+1,胸建道泣姪済社会友展隣段、符

合友立友村特点的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ナ体系,全面提升管

伊水平和反量,切 実増強声大友民群人的荻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二 )基本原只1。

城多融合、服券一体。堅持城多融合友晨,逐歩建立健

仝城多公共基拙没施一体化友晨机制,実現城多公共基拙没

施坑一規え1、 銃一定浚、坑一管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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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早、市場込作。在張化政府責任的同時,充分友

拝市場作用,11入尭争机制,鼓励社会各炎主体参考水村公

共基拙没施管ク。

明碗主体、落央責任。接声枚

"属
落共友村公共基拙没

施管ク責任,坑箸考慮政府事枚、資金来源、受益群体等因

素,合理碗定管伊主体,保障管ナ埜費。

因地制宜、分炎施策。根据各地区変沸社会友展水平和

不同美型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特点,科学制定管ク林准和規疱 ,

合理逃捧管ク模式,有序推避管ク体lll改 革。

建管井重、祢同推逃。接照“建管一体"的 要求,堅持先

建机制、后建工程,坑一渫え1水村公共基拙没施建没、近菅

和管ク,建立健仝有利子K期友拝妓益的体制机制。

(二 )主要 日林。到 2025年 ,政府主早、多方参与、

市場近作的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ク体制机tll初 歩建立,管ク

主体和責仕明晰,管 桝林准和規疱健全,管ク盗費較好落央,

管ク水平和反量星著提升。到 2035年 ,城 多一体化管夕体

制基本健全,枚貴明硫、主体多元、保障有力的K残管ナ机

制基本形成,水村各炎公共基拙没施管ク基本至1位。

二、建立明晰的管伊責任制度

(四 )落実地オ政府主子テ任。晏象政府足友村公共基

拙没施管ケ的責任主体 ,多 慎政府履行属地管理取責,省 、

市級政府泣力晏坂政府履行責任el造有rll条件。地方各奴攻

府要在明碗財政事枚、支出責任和各美没施所有枚、4菅板、

管理杖的基拙上,接照中央寺地方財政事枚和支出責任え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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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要求,端制/「A村公共基拙没施管ナ責任清単,明碗管ヂ

対象、主体和林准等,建立公示十1度 。 (各地方政府負テ )

(五 )圧実行止主管部「]上管i任。各象行並主管部 11

対水村公共基袖浚施管ク負有止管責任,要接照部11駅 責分

工,カロ快十1定本頷域水村公共基袖没施管ク制度、林准
～

規

疱,明 碗管夕曰林、反量要求、管伊方法、操作規程及泣魚

保障机+1等 ,カロ張培ツ1和 監督管理,不 断提高水村公共基拙

没施管伊水平。建立水村公共基拙浚施管ク坪介体系,推辻

管ゲ信′息化、智慧化,促邊各炎没施安全有戒持致使用。(教

育部、工止わ信息化部、民政部、住房城多走没部、交通近

倫部、水オ1部 、水上/rk村部、え化わ旅落部、国家工生使鷹

委、泣急管理部、声屯恙局、体育恙局、国家能源乃、国家

林幕局、国家由は 局千部「1接承賣分工負i)
(六 )九分友拝村笈俎鉄作用。村坂姐奴対所属公共基

拙没施承担管紗責任。対子鹿由村民自治姐奴承担管伊責任

的/AN共 基拙浚施,女口委托村民、水民合作社或者社会力量等

代管的,村 民自治姐奴要承担上督責任。(各地オ政府炎i)
(七 )強化近昔企上昔ケテ任。供水、屯力、燃気、ill

信、由,政 等没施近菅企立泣落実普邊服券要求,全面カロ張対

所属友村公共基拙没施的管ク,自 党接受政府、村民自治姐

象和村民上督,碗保所属表村公共基拙没施稔定近行。学校

(幼ノL国 )、 医院 (工 生院 )、 界老院等友村公共服券供給

単位泣承担所属没施管十責任。(教育部、工止わ信息化部、

民政部、住房成多建没部、水オ1部 、水上水村部、国家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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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委、片屯恙局、国家治L源乃、国家部政局等部
'1接

撃貴

分工負テ )

(入 )落矢受益者itt。 片大水民群A足水村公共基拙

没施的宜接受益主体,泣増張主劫参均没施管伊的意沢,自

党敷幼有僕服券和声品的費用。探索建立友村公共基袖没施

使用者管理協会,鼓励釆用“日前三包"、 党貝責任区、文明

声坪逃等形式,引 早水民参考村内道路、泣坂牧集処理浚施

和公共録地等的管ク。 (各地方政府負テ )

三、健全高数的分美管神机制

(九 )え善 1卜 姪昔ll■没施政府或村久姐鉄骨ケれ+1。 没

有牧益的水村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券没施、家化没施、道路等

ヨト姪菅性基拙浚施,接照叔属美系,由 地方政府或村坂姐線

負責管)。 鼓励地方政府逐歩由宜接提供管ナ服券向殉要服

券桔交,采用多Fll形 式,有序引早社会力量参均管ク。鼓励

集体姪沸実力張的村対所属各炎水村公共基拙没施実行坑

一管ク。鼓励地方没立公益性管ゲ蘭位,仇先よ貪困夕中聘

清管ク員,負 責村属公共基拙没施日常巡査、小修、保浩等

管クエ作。 (各地方政府負テ )

(十 )健全准姪昔′隆没施多ん化管ケれ十1。 多菅牧益不

足以弥ネト建没わ近菅成本的准姪菅性没施,接照枚属美系 ,

由近菅企立、地方政府或村坂姐奴久賣管ク。地方政府和姪

済共力張的村根据央昧情況対近菅企立予以合理ネト僕,込菅

企立泣校tll咸 本、提高妓益。 (各地方政府免賣 )

(十一 )を1新た昔′
l■没施市場化管ケれlll。 埜菅牧益可

‐
―



以弥ネト建没和近昔咸本的埜菅性没施,由込菅企並自行或委

托第二方管伊。地方政府泣完善4El美 支持政策,鼓励各美企

立、寺立机胸水事近菅管ク。鼓励近菅企立与村坂姐鉄升晨

管ク合作,聘用村民参与管ク。 (工上わ信息化部、住房裁

多走没部、交通近椅部、水オ1部、片屯恙乃、国家能源局、

国家郎政局等部「1わ各地方政府装以i分工免賣 )

(十二 )梯次堆辻/Ak共基油没施成多一体化骨ケ。週辻

坑一管伊机胸、坑一変費保障、坑一林准十1定等方式,格城

市公共基拙没施管伊資源、模式和手段逐歩向友村延伸。各

地区要結合当地央膵,碗定公共基jFl没 施城多一体化管伊的

没施炎男1、 工作路径和叶同表。末部滑海友迭地区、中西部

省会城市等具各条件的地区,泣率先実現城多一体化管ク。

(各地方式府負i)
四、完善相美的管絆配套制度

(十二 )佳全水村/Ak共基油没施オ叔管理制度。結合水

村集体声枚十1皮改革,研究tll定管理亦法,推功各美水村公

共基拙没施硫杖登泥飯江,碗枚登泥飯II成果納入去坂相美

信息平合,実行信息化、功恣化管理。表村/AN共基拙没施由

財政資金投入建没的,声杖畑承担項目実施責任的地方政府

或其授杖部日所有;明碗刻リヨ村坂姐奴或由村坂姐駅IIL辻 自

主箸姿箸芳以及接受政府ネト助、社会捐助等米建的,声枚リヨ

村坂姐象所有。由企事並単位投資米建的屯力、燃気、■信、

由1攻等姪菅性/AR共基拙没施,声叔リヨ投資主体所有。 (各地

方政府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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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建立没花走没為管ケれ411同 歩落矢十1度。接照

城多融合友展的要求,結合去域国土杢同規え1、 村庄規災1以

及其他寺項規え1,合理布局不口建没水村公共基袖没施,通量

考慮浚施建没禾口近菅象ク。在項目規え1浚十除段,要 明碗没

施管ナ主体、管#責任、管#方式、管ナ径麦来源等。在項

目浚工詮牧llt,同 歩荘牧管ナ机十1到 位情況。 (各地オ政府

炎テ )

(十五 )建立市場化十上化サケ+1度。制定完善鼓励社

会資本和寺立化企立有序参考表村公共基拙没施管ク的政

策措施,保障管ナ主体合理牧益,形成多元化管ク格局。杵

双事友村公共基拙没施管学的社会主体坑等幼入政府賄采

服券承接主体疱曰。対千友村公路、供水、泣坂汚水丈理等

没施,可探索範辻出性冠名枚、片告枚等方式,引 入を立化

企立逃行管ク。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杵城多基拙没施項目

整体打包,実行一体化升友建没管ヂ。 (各地方政府負i)
五、伏化多元的資金保障机制

(十六 )か快建立政府投入稔定増Kれキ|。 中央坑等考

慮地方実昧和友晨需要,カロ大一般性特移支付力度,由地方

法規定坑等用千友村公共基砧没施管サネト助,井 向貪困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迪境地区等仮斜。地方各坂政府

要依据管ク責任、規模和林准,建立城多一体化的公共財政

萩算支出体制,杵泣由政府承担的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ク費

用納入本坂政府萩算。有条件的地方対集体姿沸薄弱、等措

資金困准的村,通 当予以ネト助。 (財政部わ各地オ政府接撃

当 一



i分工負テ )

(十七 )お完サケ姪費未源渠道。調整完善土地出性牧

入使用疱曰,カロ大対友村公共基拙没施管ク的投入力度。/・|

村集体姿菅性建没用地入市lll益 ,安排一定レヒ例用子友村公

共基袖没施管ク。規疱近用政府矛口社会資本合作模式,奔カ

升拓市場化箸姿渠道。対象幻奴可ill辻提取公益金、村民“一

事一決"制 度等,釈板箸措管ナ資金。探索升晨水村公共基拙

投施文毀保隆。 (財政部、自然介源部、水上水村部、中国

4た保上会争部 l]わ各地方政府接ステ分工負貴 )

(十八 )鬼善使用者4t費キ1皮。正硫炎理好使用者合理

付費寺増カロ水民支出的美系,逐歩完善水村准姿菅性、4菅

性基拙没施牧費キ1度。逐歩理順水村公共基jFl悛 施声品、服

券合格形成机制,充分考慮咸本交化、水声承受能力、政府

財政能力等因索,合理碗定和調整介格水平,逐歩実現城多

同国同反同介。具各条件的,促逃合格山市場形成。 (各地

方政府負i)
六、保障措施

(十九 )か張姐鉄板子。各地要充分汰沢深化水村公共

基袖没施管ク体制改革的重要意又,把カロ張友村公共基拙波

施管クエ作櫻上重要決事日程,tl新管ク体lllttlll,合理把

握改革市奏力度,晩保各項措施平稔有妓落地落実。各行立

主管部日要接照取責分工,制定実施方案,如化配套措施 ,

カロ張眼踪坪借 ,支持和指早地方IEl美 企立倣好改革工作。(教

育部、工上わ信息化部、民政部、住房我多走没部、史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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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部、水オ1部 、水上水村部、え化わ
'た

涛部、国家工生使鷹

委、泣急管理部、声tL恙乃、国家台ヒ源局、国家林単乃、国

家歯「政乃等部 11,各地方政府接黙ナ分工負i)

(二十 )張化上督考核。升晨近菅反量和服券戒果栓査 ,

保障/Pk村 公共基拙浚施K致近行。特水村公共基拙没施管伊

情況納入地方多村振共実鏡考核。カロ張友村公共基袖浚施管

ナ資金鏡数管理,建立健全激励釣束机帝l。 カロ快推逃友村公

共基拙浚施頷域信用体系建没,格建没管ナ主体和使用者履

釣情況納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対戸重失信行力責任主

体,接規定実施咲合懲戒,菅造城実守信的市場不境。 (ヤ

夫水亦、国家え晨茂単委、財政部等部「1,各地方政府接黙

テ介工負テ )

(二十一 )林好武,点 示疱。各地区要結合実体釈板探索

深化友村公共基拙没施管耕体制改革的有数形式,逃捧本区

域内具各条件的地区升晨改革拭点,不 断秋累姿詮,友拝示

疱数泣,以 点帯面推ill改 革,防止一哄而上、急躁冒邊。要

及叶杭理成功姿雅和好的倣法,推声可隻制的典型姪紛。(各

地方政府免テ )

(二十二 )注重宣竹引子。充分友拝借坑媒体和新媒体

作用,カロ張法律宣借和政策解悛,提高片大友民群余対使用

者付菱十1度 、村民“一事一洪"箸 姿箸芳用子村坂公益事立的

人沢和接受程度 ,引 早水民増強契豹意沢。物ilE意 几表迷渠

ilt,秋板回泣各方合理美切。 (各地方政府負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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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亦省衣村公共基硼没施管押清単

序

号
美別 公共基硼没施名称 管神内容 主体責任単位

監管責任

単位

1 通信炎

信息通信管銭、鉄

塔基靖、国箸局房

及相夫配套没各没

施

1.没 施保ナ有姐象、有牛1度 、有宣借,有防疱 ;

2.没施元盗夕、元破杯、元張制折迂。

芸 (市、区)及 多
(鎮 )人民政府 ,

村 (社 区 )

iIB信 管 理

部 11和 エ

信部日

り
４ 赤老炎 水村募老服券没施

水村赤老服券没施的新建、政ケ建及存量没施的
日常退菅,以及服券内容的上督管理。

多 (慎 )人民政府 民政部11 1

3 疾葬炎
水村公益性骨友安

放没施

多慎及村吸公益性骨友安放浚施的新建、改植
建,以及存量没施的日常監督管理。

多 (慎 )人民政府 民攻部 11

4
社区服外

炎

水村社区鰊合服券

没施

水村妹合服券投施的新建、政ケ建以及功能没

畳、日常近菅的監督管理。
去 (市 、区)及 タ

(慎 )人民政府

|

民政部 11 1

-1-



序

号
美男J 公共基硼没施名称 管伊内容 主体責任単位

監管責任

単位

5

水村生活

泣坂牧

集、特近

和炎畳悛

施炎

友村生活泣坂牧集

容器

1.生 活泣坂 ll■ 集容器布点配畳泣有生活泣坂声生

量、ll■近叛率要求相近泣;実施生活泣坂分炎的

地区迩庄有分美投放、分芙ll■ 集、分炎近愉、分

美炎五的要求相道泣 ;

2.生 活III ttll■ 集容器泣千浄整浩、功能完好、美

規造用井与周曰不境相協調 ;

3.生 活泣坂 ll■ 集容器反jIR据使用情況有破板吋及

叶更換。

晏 (市 、区)及 多

(鎮 )人民政府 ,

村 (社 区 )

|

|

住建部 11

水村生活泣坂分炎

牧集 (机具 )和透

輪率柄

1.庄 接分美牧集作立的需要配各 ,不得泥装混近 ;

2.牧 集机具皮分炎林沢清晰、外現千浄整浩、元

残快
～

破抜 ;

3.分炎近輸牟輌皮保持率況完好、率容整浩、率

輌密閉、林恙林メ清晰。

芸 (市 、区)及 多

(慎 )人民政府 ,

村 (社 区 )

411建都11

圧縮式IIi坂 特透靖

(慎 )

1.鰊 合考慮服券区域、服券人口、紫透能力、特

近模式、透輸距高、汚染控制、配套条件等因素

合理地址,合理碗定建没規模 ;

2.満 足供水、供屯、汚水羽1放 、逍信、キ柄遭行

等方面要求 ;

3.具各噴沐除臭、数字監控、滲痣液牧集功能;

兼灰可口ll■ 物分株、有害IIiF坂哲存等。

■ (市 、区)及 多

(鎮 )人民政府
住建部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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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美男1 公共基硼没施名称 管伊内容 主体責任単位

監管責任

単位

6
交通近輸

炎
水村公路

1.水村公路路基、路面、析梁わ隧道等管理和界

伊 ;

2.交通工程及滑銭没施 (合停キ亭、客近」il牛遅

輸浚施以及停キ区、希靖等服弁没施 )、 録化等

管理和ネク ;

3.水村/Ak路 防欠与突友事件炎畳、恭ケ安全作並

等管ゲエ作。

姜 (市、区)及 多

(慎 )人民政府

愉）て近

日

交

部

7 水村水不1

水村河道

曰塊“河物、水清、岸録、景美"的 目林,カロ張河

道水系逹通、清然疏浚、堤防カロ固、岸坂整治 ,

カロ大河道K妓管伊力皮。

芸 (市、区)及 多

(慎 )人民政府 ,

村 (社 区 )

水利部淘

水村供水
加張水村供水水戸、水源地、増圧靖、供水管国

及附属建筑物的建没わ管学。

■ (市 、区)及 多

(慎 )人民政府
水不1部 11

灌区骨千:1排工程
加張灌区渠首工程、骨千渠系及配套建筑物的建

没、準修赤伊及管理。

具 (市、区)及 多

(慎 )人民政府
水矛1部 11 1

|

8
水口基砧

没施

水口水利及口同配

套工程没施

1.田 同灌既わ羽1水投施 ;

2.口 同道路及水析 ;

3.水 口林国;

4.輸交屯銭路及配套没施。

去 (市 、区)及 多

(慎 )人民政府

水 不1部 日

牽共,水立

水 村 部 11

配合

-3-



序

号
美別 公共基硼没施名称 管神内容 主体責任単位

監管責任

単位

9 文化炎

1.村 妹合性文化服

券中′さ;

2.多 慎妹合文化堵 ;

3.夕 、村文体片場。

1.功 能健仝、管理規疱、升放正常 ;

2.公益蘭位和公共服分落実至1位 ;

3.元没施被抑用、排占、折除等現象。

芸 (市 、区)及 多

(慎 )人民政府 ,

村 (社 区)

旅

部

和

政

化

行

丈

洋

10 教育美 学校 (幼 ノし国 )

1.教育教学没施没各按林准配各井微好集伊,保
障正常安全近行使用 ;

2.落実校(園 )合安全保障K致机制,碗保枝(国 )

合安全。

晏 (市 、区)及多

(慎 )人民政府
教育部 11

工生健康

美

多鎮」7生 院 医庁工生没施没各接林准配各,正常近行使用。
■ (市 、区)及 多

(鎮 )人民政府

工 生 健 康

部 11

村工生室
地址4at合要求,医庁工生没施没各接林准配各、
正常透行使用。

姜 (市 、区)及 多

(慎 )人民政府 ,

村 (社 区)

工 生 健 康

部 11

つ
ん 声屯炎

1.片 播屯祝有銭口

箸没施 ;

2.片 播屯祝友射台

(靖 )没施 ;

3.皮 恙片播播音室

わ終端。

1.声 屯没施 (合有銭回絡、友射合靖、皮急片播 )

保ゲ有姐奴、有制度、有宣侍 ;

2.声 屯没施 (合有銭国絡、友射合堵、皮急声播 )

元盗窃、元破杯、元占用,不侵入保伊同距 ;

3.持数力泣急片播没施提供ミ象服券,保障正常
使用。

芸 (市 、区)及 多

(慎 )人民政府 ,

村 (社 区 )

声屯部 11

―



序

号
美別 公共基硼没施名称 管排内容 主体責任単位

監管責任

単位

●
フ 体育美

水村室内外公共体

育没施 (包 合体育

場 (竹 )、 場地、器

材和没各

1.体育没施的升放、管理、巡査、扱修、象かわ

更新 ;

2.防止体育没施被侵占和随意折除。

芸 (市、区)及 多

(慎 )人民政府 ,

村 (社 区)

体育部 11

14 屯力炎

屯力 (愉、交、配、

通信 )没施及其附

属浚施和靖房

屯力没施保ケ有姐奴、有制度、有宣侍、有失冬 ,

防苑盗窃、破杯、施工、昇物、垂釣、村障、山

火、腐独等外力聰恙。

具 (市、区)及 多

(鎮 )人民政府 ,

村 (社 区)

屯 力 管 理

部 11

ξ
υ 林立美 水村象化没施 已建録化区埃笙伊、植被保伊。

芸 (市 、区)及 多

(鎮 )人民政府 ,

村 (社 区)

林立部日

16 由「

"え

りに

1.友 村郎攻普通服

券 菅 上 及 投 ill場

所 ;

2.村 由ド靖 ;

3.智 能信扱箱 ;

4.信箱筒。

1.水村由F攻普逍服分基拙没施場地、浚施没各正

常使用 ;

2.村 郎靖場地、没施没各正常使用 ;

3.保障水村由「政普邊服券没施、没各安全近行、

持象提供力「政普IIE服券。

去 (市 、区)及 多

(慎 )人民政府 ,

村 (社 区)

由

`攻

管 理

部 11

-5-



序

号
美別 公共基硼没施名称 管抄内容 主体責任単位

監管責任

単位

17 快遊美

1.快 遊末端公共服

外平 台 (共 配 口

点 );

2.智 能快件箱。

1.保障没施、没各安全近行 ;

2.持数提供快道相美服券。

姜 (市 、区)及 多

(鎮 )人民政府 ,

村 (社 区)

苗

`攻
管 理

部 11

各注:上管責任単位力省、市、去三坂行上部11,其 中,表村生活泣坂牧集、鶉近和炎畳浚施炎的監

管責任単位省坂力住建部11,没 区市以下的上督責任単位由市、具 (市 、区)人 民政府晩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