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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市政府秘书长、

副秘书长及有关领导同志分工的通知

肇府办〔2019〕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肇庆高新区管委会，肇庆新区管委会，粤桂合作特别试验

区（肇庆）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根据人员变动和工作需要，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及

有关领导同志分工通知如下：

刘泾波 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市政府秘书长。

负责协调市政府机关日常工作和驻外机构工作；分管市政府办公室、市

政府研究室、市驻京联络处、市驻穗办；协助市领导分管审计工作；协

调各副秘书长之间工作。

孔令炬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

协助市领导分管教育、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医疗保

障、地方志方面工作；负责市旅游委办公室工作；协助市领导联系市残

联；完成市政府领导和秘书长交办的有关工作。

林金汉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市政府副秘书长。

协助市领导分管自然资源、林业、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综合管理、卫

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知识产权方面工作；协助市领导联系市红十字

会；完成市政府领导和秘书长交办的有关工作。

林伟文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市政府副秘书长。

协助市领导分管科技、工业方面工作；协助市领导联系市科协、邮政管

理局、烟草专卖局；完成市政府领导和秘书长交办的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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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诗军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市政府副秘书长。

协助市领导分管政务服务管理和“放管服”改革方面工作；完成市政府领

导和秘书长交办的有关工作。

陈德培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市政府副秘书长。

协助市领导分管财政、税务、金融、统计、国有资产监管、安全生产与

应急管理、消防救援、信访、政务公开方面工作；协助市领导联系市税

务局、消防救援支队，人民银行肇庆市中心支行、肇庆银保监分局、金

融机构驻肇分支机构、国家统计局肇庆调查队；完成市政府领导和秘书长

交办的有关工作。

陈剑辉 市政府办公室调研员。

协助市领导分管水利、农业农村、扶贫、文化、广播电视、旅游、体育、

退役军人事务、供销社方面工作；协助市领导联系市民宗局、社科联、

文联、气象局；完成市政府领导和秘书长交办的有关工作。

莫剑铮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市政府副秘书长。

协助市领导分管公安、司法方面工作；协助市领导联系市法院、检察院，

武警肇庆市支队；完成市政府领导和秘书长交办的有关工作。

李禹山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市政府副秘书长。

协助市领导分管发展改革、交通、商务（口岸）、妇女儿童方面工作；

协助市领导联系市外事局、台港澳局、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侨联、

工商联、贸促会，省西江航道事务中心、肇庆海事局、肇庆海关、肇庆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完成市政府领导和秘书长

交办的有关工作。

李肖娟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市政府副秘书长。

协助秘书长分管相关工作；分管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分管市政府办

公室扶贫、新农村建设、创文工作；完成市政府领导和秘书长交办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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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作。

刘 辉 挂任市政府副秘书长。

协助市政府领导和秘书长分管相关工作；完成市政府领导和秘书长交办

的有关工作。

周国平 挂任市政府副秘书长。

协助市领导分管市大湾区办；完成市政府领导和秘书长交办的有关工作。

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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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废止

肇府办〔2013〕9号文的通知

肇府办函〔2019〕10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肇庆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有关单位：

为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我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读书学习的后顾之忧，吸引

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到我市就业、创业和生活，保障随迁子女在我市参加高中阶段学

校招生考试（以下称“中考”）的权利，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废止《肇庆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转发市教育局等部门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后参加肇

庆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肇府办〔2013〕9号），自本通知

印发之日起执行。通知废除后，我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

试，按照《肇庆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19年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通知》

（肇教招〔2019〕1号）执行。

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7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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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肇庆市 2019年

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分工方案的通知

肇府办函〔2019〕11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肇庆高新区管委会，肇庆新区管委会，粤桂合作特别试验

区（肇庆）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肇庆市 2019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分工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各地要按照国家、省、市 2019年政务公开工作的部署要求，积极主动、开拓创

新，加快部署开展本地区政务公开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各部门各单位要对

照工作要点，结合业务实际，研究制定本部门(单位)工作方案，明确具体任务、责任

单位、实施步骤、完成时间、工作要求等，于 8月 10日前在本部门政府网站和政府

信息公开目录公开，各牵头单位要组织协调相关责任单位抓好牵头任务的落实。市政

府办公室已将要点落实情况纳入年度政务公开考核范围，将适时对落实要点分工情况

进行检查，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请于 12月 10日前将落实情况（成效做法、存在问题

及下一步措施等）报市政府办公室（政务公开科）。

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7月 12日

《肇庆市 2019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分工方案》已在肇庆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布，

详情请查阅 http://zwgk.zhaoqing.gov.cn/zq310/201907/t20190722_9783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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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BG2019005

关于印发《肇庆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补贴

（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肇发改规〔2019〕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肇庆高新区、肇庆新区管委会，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国资委，肇庆供电局：

为加强对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补贴（奖励）资金的规范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绩效，我局编制了《肇庆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补贴（奖励）资金管理办法》，

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肇庆市发展和改革局

2019年 7月 19日

《肇庆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补贴（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已在肇庆市政府门户

网站公布，详情请查阅 http://zwgk.zhaoqing.gov.cn/zq103/201907/t20190722_9783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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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BG2019006

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新建民用

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通知

肇建规〔2019〕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肇庆高新区管委会，肇庆新区管委会，粤桂合作特别试验

区（肇庆）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各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绿色建筑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根据《广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规划>的通知》（粤府办
〔2016〕140号）、《广东省“十三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粤建科〔2017〕
145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绿色建筑量质齐升三年行动
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粤建节〔2018〕132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
实际，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对我市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时间和范围

自 2019年 8月 1日起，我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绿色建筑
标准进行建设。

二、实施要求

（一）施工图审查单位对所有报审的项目，严格按本通知要求和绿色建筑标准进

行施工图文件审查，并核定绿色建筑等级；对不能满足要求的不予出具施工图设计文

件审查合格意见。

（二）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施工图审查单位要严格按照本通知确定的绿

色建筑实施范围和要求落实相关工作。

（三）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完善绿色建筑全过程管理机制，对建设各方

主体落实绿色建筑标准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四）本通知对《肇庆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办法》（肇府规〔2018〕17号）有关民
用建筑项目实施绿色建筑标准的范围作出调整，原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 7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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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补贴（奖励）资金管理办法》解读

一、办法出台依据是什么？

《肇庆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补贴（奖励）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是依据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原）省经信委、省科技厅《关于印发做好广

东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地方财政补贴工作的通知》（粤发改产业函〔2018〕518号）、

《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粤发改能电〔2016〕691号）

的规定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的。

二、肇庆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补贴（奖励）资金来源有哪些？

补贴（奖励）资金来源包括：中央、省财政下达，用于引导和支持全市充电设施

建设、运营的补贴和奖励资金。

三、补贴（奖励）资金的范围是什么？

补贴（奖励）资金用于支持专用、公用充(换)电设施建设项目，对个人自用充电

设施建设项目不予补贴。申请补贴（奖励）的充电基础设施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充电设施必须在肇庆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安装，能保证正常运营，独立占地

的充电站（桩）按相关规定在所在县（市、区）发改部门备案。

（二）充电设施的运营企业符合《广东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要求。

（三）充电设施建设、运营服务、维护管理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设计规范和

管理要求。

（四）充电基础设施应符合电能可计量、位置可查询、充电状态可监管的要求。

（五）充电设施按国家和省相关要求能实现充（换）电数据共享，应接入广东省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智能服务平台(2016年至《关于印发做好广东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地方财政补贴工作的通知》（粤发改产业函〔2018〕518号）出台前期间建成并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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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验收、但不具备接入平台能力的充换电设施除外)，实现充电基础设施互通互联。

（六）按照《广东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和《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

于做好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通知》（粤发改能电函〔2018〕5463号）

等规定完成竣工验收。

四、补贴（奖励）资金的标准是什么？

按照充(换)电设施额定输出功率对充(换)电设施进行一次性建设补贴（奖励），补

贴（奖励）对象包括直流充电桩、交直流一体化充电桩、交流充电桩、无线充电设施、

换电设施等。鼓励各地统筹用好国家奖励资金、省财政资金支持补贴（奖励）符合标

准的换电站工位、示范加氢站等。补贴（奖励）标准为：

（一）2016—2018年建成并竣工验收的充（换）电设施补贴（奖励）标准如下：

直流充电桩按照不高于 550元/千瓦的标准补贴（奖励），交流充电桩按照不高于 100

元/千瓦的标准补贴（奖励）。

（二）2019—2020年建成并竣工验收的充（换）电设施补贴（奖励）标准如下：

直流充电桩按照不高于 300元/千瓦的标准补贴（奖励），交流充电桩按照不高于 60

元/千瓦的标准补贴（奖励）。

五、资金申报及下达流程图。

属地发改部门根据《管

理办法》发布申报通知
企业提交

申请资料

属地财政部门根据下达

的资金计划按程序拨付

给申请单位

属地发改部门组织审核后

拟订项目资金下达计划报

送市发改局、市财政局

资金支出实施情况

接受管理、监督

市发改局、市财政局联合下

达资金计划到有关县（市、

区）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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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新建民用建筑

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通知》解读

一、制定《通知》的背景

国家和省对发展绿色建筑的要求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高。强制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的要求已明确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及《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74号）

中，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关于印发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建科〔2017〕53号）明确要求 2020年重点地区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

筑标准。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粤府办〔2016〕140号）要求“2020年在新建建筑中全面推行绿色建筑标准，鼓励

发展高星级绿色建筑，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比例达到 60%以上”，《广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十三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的通知》（粤建

科〔2017〕145号）规定“到 2020年，珠三角地区建筑节能标准达到或接近世界同类

气候地区的先进水平。全省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

大幅提升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和运行阶段绿色建筑比例”，《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绿色建筑量质齐升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

（粤建节〔2018〕132号）要求“2019年底前我省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一星级

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2020年“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70%”，政府投资公共

建筑、建筑面积大于 2万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等应当按照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

准进行设计和建设。珠三角地区建筑面积大于 10万平方米的居住小区应按照二星级

以上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设计和建设”。

目前我市只有新建的财政资金建设项目、住房保障建设项目强制执行二星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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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设计标准，大型公共建筑、新区和高新区的民用建筑强制执行一星级以上绿

色建筑设计标准，这几部分加起来约占全部民用建筑的 30%，其余 70%的居住建筑和

中小型公建等建筑还没有强制执行。近几年，随着国家和省对绿色建筑建设工作力度

的加强，省每年明确下达我市绿色建筑指标任务，2019—2020年的目标如果通过市场

自动调节，靠企业单位自发的发展绿色建筑方式，已远不能满足对发展绿色建筑的要

求。为了促进我市绿色建筑健康快速发展，为建设生态文明宜居城市，进一步加强建

设领域节能减排工作，制定了该《通知》。

二、主要参考依据

（一）《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规划>的

通知》（粤府办〔2016〕140号）。

（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十三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

筑发展规划〉的通知》（粤建科〔2017〕145号）。

（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绿色建筑量质齐升三年行动

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粤建节〔2018〕132号）。

三、主要内容

（一）执行时间和范围

自 2019年 8月 1日起我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绿色建筑标

准进行建设。

（二）实施要求

强化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建设各方主体责

任，建设主管部门加强建设全过程监管。

四、执行的绿色建筑标准

应按《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或《广东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J/T 15—83—2017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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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份人事任免信息

肇庆市人民政府 2019年 7月份批准：

苏亦文任肇庆市财政局副局长，免去其肇庆市财政局总会计师职务。

陆韶文任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免去其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

程师职务。

张海龙任肇庆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黄仲波的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调研员职务。

林志强的原肇庆市信访局副局长职务自然免除。

罗燊廷、苏建灵的原肇庆市港航管理局副局长职务自然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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