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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 2018年度立法计划顺利完成袁明确立
法工作责任袁切实推动立法工作进程袁特制定如下
方案遥

一尧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按照市委八届三

次全会的部署袁紧紧围绕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袁
实施野十三五冶规划袁全力打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的任务袁 严格法定权
限和程序袁坚持科学立法尧民主立法袁积极推进野法
治嘉兴冶建设袁切实发挥地方立法在保障全市改革
发展稳定大局中的积极作用遥

二尧进度安排
渊一冤2018年一类立法项目 4件遥
1援 叶嘉兴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条例曳遥 该项目

为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法规项目袁 由市综
合执法局负责起草并于 2018年 3月 15日前将草
案送审稿及说明等相关材料报市政府袁 市政府常
务会议讨论通过后于 5月 15日前提请市人大常
委会审议遥

2援 叶嘉兴市养犬管理规定曳遥 该项目为提请市
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法规项目袁 由市综合执法局
负责起草并于 2018年 6月 15日前将草案送审稿
及说明等相关材料报市政府袁 市政府常务会议讨
论通过后于 9月 15日前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遥

3援 叶嘉兴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曳遥 该项目
为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法规项目袁 由市建
委尧市农业经济局负责起草袁并于 2018年 8月 15

日前将草案送审稿及说明等相关材料报市政府袁
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于 11月 15日前提请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遥

4援 叶嘉兴市城镇排水管理办法曳遥 该项目为提
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规章项目袁 由市建委起
草并报市政府袁 市政府法制办审查后于 2018年 6
月 30日前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遥

渊二冤2018年二类立法项目 3件遥
二类立法项目均为调研项目袁要求于 2018年

10月前完成调研报告袁 为市政府制定下一年度立
法计划提供依据遥个别项目经调研论证后袁如条件
成熟袁 并已形成法规草案文本的袁 可争取列入
2019年立法计划一类项目遥 其中袁叶嘉兴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曳 由市文明办负责牵头调研袁叶嘉兴市
物业管理条例曳 由市建委负责牵头调研袁叶嘉兴市
城乡社区建设与管理办法曳 由市民政局负责牵头
调研遥各牵头单位要认真组织好立法调研袁切实打
好立法工作基础遥
三尧工作要求
渊一冤加强组织领导遥 各责任部门渊单位冤要提

高思想认识袁把立法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袁充分
发挥本部门法制机构的统筹协调和审核把关作

用遥对年内应当完成的立法项目袁要组织力量抓紧
起草袁按时保质报送送审稿和起草说明袁并为立法
审核工作留出合理时间遥

渊二冤提高立法质量遥要按照野精准化的问题导
向尧精干化的立法框架尧精细化的条文设计冶的要

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嘉兴市人民政府 2018年立法工作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嘉政办发也2018页15号

各县渊市尧区冤人民政府袁市政府各部门尧直属各单位院
叶嘉兴市人民政府 2018年立法工作计划实施方案曳已经市政府同意袁现印发给你们袁请认真组织落

实遥
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3月 5日
嘉兴市人民政府 2018年立法工作计划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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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袁着力在立法轻型化尧简约化上下功夫遥 要健全
法规规章草案征求意见制度袁通过网络尧报纸等媒
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袁 充分倾听民意尧 吸纳民
智遥 要坚持从地方实际出发袁体现地方特色袁解决
实际问题袁提高地方性法规的生命力遥对重点难点
问题袁各责任部门渊单位冤要高度重视袁加强请示汇
报袁开展积极有效的协调沟通遥尤其要坚持依法立
法袁绷紧野合法性冶这根弦袁严守野不抵触冶这条线袁
坚持进度服从质量袁 坚决杜绝出现因合法性问题
而被审查纠正的情况遥

渊三冤把握时间节点遥 各责任部门渊单位冤要注

意把握立法节奏和进程袁根据各时间节点的要求袁
制定立法进度安排表袁深入开展相关调研工作遥要
加强联系配合袁形成立法合力袁切实抓好法规草案
的调研起草尧提请审议等工作遥要积极拓宽公民有
序参与立法的途径袁 广泛了解情况袁 听取各方意
见袁推动立法工作有效深入开展遥

附件院嘉兴市人民政府 2018年立法计划项目
责任分解表渊略冤
渊可登陆中国嘉兴门户网站查询袁
网址院http://www.jiaxing.gov.cn冤

各县渊市尧区冤人民政府袁市政府各部门尧直属各单
位院
根据 叶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浙江

省 2018 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曳
渊浙政办发也2017页120号冤精神袁现就做好嘉兴市
2018年度政府采购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院

一尧2018年市级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集中采购目录之外的货物尧 服务和工程类项

目袁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均需实行分散采购遥
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为院货物尧服务类采购项目单项
或年度批量预算金额为 30万元曰工程类项目单项
或年度预算金额渊或投资总额冤为 50万元遥
二尧2018年市级公开招标的数额标准
货物尧 服务类项目采购预算金额达到公开招

标数额标准的政府集中采购尧 部门集中采购和分
散采购袁 且单项或批量预算金额一次在 100万元
渊含冤以上的袁应当采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遥
政府采购建设工程类项目及与建设工程相关

的货物尧服务类项目袁其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有关
规定执行遥
三尧采购方式变更的审批
采购预算金额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

项目袁 因特殊情况需要采用公开招标以外采购方

式的袁 市级采购单位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经主
管部门同意后袁报市财政局批准曰县渊市尧区冤采购
单位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报县级政府批准袁嘉
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渊国际商务区冤尧嘉兴港区比照
县渊市尧区冤执行遥
政府采购建设工程类项目及与建设工程相关

的货物尧服务类项目依法不进行招标的袁应当依照
叶政府采购法曳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袁采用竞争性
谈判尧竞争性磋商或者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采购遥
四尧2018年市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执行
叶嘉兴市 2018 年政府集中采购品目分类目

录曳 由市财政局另行发文遥 各地可按照 叶浙江省
2018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曳执行袁也可结
合本地实际予以适当调整后发布袁并报省财政厅尧
市财政局备案遥确需调整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袁应
当报经省政府批准遥
预算金额在 1000万元渊含冤以上的其他货物

类和其他服务类项目渊PPP项目除外冤纳入市级集
中采购项目管理遥
五尧相关工作要求
渊一冤规范政府采购组织活动遥 纳入集中采购

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袁 采购单位应委托集中采购
机构代理采购遥集中采购机构应当依法受理袁根据

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嘉兴市 2018年度政府采购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嘉政办发也2018页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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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渊市尧区冤人民政府袁市政府各部门尧直属各单
位院
根据 叶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面

推开省市两级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工作方案

的通知曳渊浙政办发也2017页121号冤精神袁结合我市
实际袁 现就做好嘉兴市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
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院

一尧自 2018年起袁编制当年前推 2个年度的
全市自然资源实物量资产负债表渊即 2018年编制
2016 年度全市自然资源实物量资产负债表袁下
同冤袁以后逐年以此类推遥
二尧自 2018年起袁各县渊市尧区冤按照自然资源

监测工作现状和上级主管部门统一部署袁 探索编
制当年前推 2个年度本县渊市尧区冤自然资源实物
量资产负债表曰 自 2020年起正式编制当年前推 2
个年度本县渊市尧区冤自然资源实物量资产负债表遥
三尧各地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编制工作袁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推进机制袁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尧统筹协调尧监督检查尧人员力

量配备和经费保障袁确保工作顺利进行遥市政府成
立嘉兴市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工作领导小

组袁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尧市统计局主要负责人
任组长袁市统计局总统计师任副组长袁成员单位由
市国土资源局尧市环保局尧市建委尧市水利局尧市农
业经济局尧市统计局等单位负责人组成袁负责统筹
推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工作遥 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袁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袁市统计局总统计师兼
任办公室主任遥

附件院1.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
面推开省市两级编制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工作方案的通知 渊浙政办发
也2017页121号冤渊略冤

2. 部门职责分工表渊略冤
渊可登陆中国嘉兴门户网站查询袁
网址院http://www.jiaxing.gov.cn冤

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3月 29日

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的通知
嘉政办发也2018页18号

采购单位的委托办理采购事宜袁 不得再委托给其
他机构代理采购遥对于采购单位有特殊要求袁需要
实施分散采购的项目袁按省财政厅有关规定执行遥
未纳入集中采购目录范围袁 但达到分散采购

限额标准的货物尧工程和服务类项目袁采购单位应
委托给已在省级以上政府采购信息网上登记的政

府采购中介代理机构或集中采购机构进行采购袁
采购单位也可以依法自行组织采购遥

渊二冤推进政府采购网上电子竞价机制遥 采购
单项或年度批量采购预算金额在分散采购限额标

准以上尧公开招标数额以下袁规格标准统一尧现货
货源充足且价格变化幅度小的货物类项目袁 采购
单位可以自行或者委托采购代理机构通过浙江

野政采云冶平台电子卖场冥冥在线询价系统或反向
竞价系统进行采购遥

集中采购目录以外袁 年度批量预算金额在分
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项目袁 采购单位应当通过
浙江野政采云冶平台的电子卖场冥冥网上超市系统
进行采购遥

渊三冤加强政府采购内部控制遥 各采购单位应
当建立健全采购预算与计划管理尧 采购需求制定
管理尧 采购活动管理尧 履约验收管理等政府采购
内部管理制度袁 依法选择采购方式袁 发布采购信
息遥 对采购进口产品尧 变更采购方式等事项应加
强内部审核袁 严格履行审批手续遥 按照政府采购
法律尧法规和相关制度组织政府采购袁有关采购文
件资料应按规定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袁 并接受监
督遥

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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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院
沈晓冬同志任嘉兴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

副主任遥

免去院
免去马麟梁同志的嘉兴港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

会尧嘉兴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副调研员职务曰
免去韩金祥同志的嘉兴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

事会副主任职务遥

揖市政府人事任免铱穴圆园18年 3月份雪

收发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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