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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十年系列活动之三

微信同步展示第十届“峰会”
配套的政策法规重大事件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秘书处 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

www.ceeschina.org, www.ceesint.org

编者按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简称“峰会”或 CEES）微信设立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截止 2017 年 8 月 15 日，总共发布了 565 条信息，月均 26.9 条，其中 2016 年发布 285

条、月均 23.8 条；2017 年(1 月-8 月 15 日）发布 216 条、月均 28.8 条。微信信息发布量

呈递增趋势。从过去九届十次“峰会”团聚的政产学媒众生中发展了 5000 多位微信联系人。

“峰会”微信与“峰会”官网、微博、优酷视频协同，随时转载我们在中央主流媒体和媒体

发布的信息和文章、合作伙伴发布的信息等，大大扩大了信息的传播量、传播速度和关注度。

2015 年 11 月 11 日设立微信当天，发布了 2009 年以来发布在“峰会”官网（ )的

2008-2015 年八届峰会及其系列活动的视频、部分照片、“峰会”报导和中央主流媒体报导

汇总、参加重要活动和媒体专访报道、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发表重要文章综合效果汇总等。

之后, 随时更新“峰会”动态、重要文章言论观点、政策法规、中央领导重要论述、重大事

件、人事动态、重大节日信息等。2017 年，微信还同步展示“峰会”十年回顾与 2017 年第

十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筹备进展情况。

从 2017 年 8 月 16 日开始在微信和官网同步发布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十年系列活

动。本期发布内容的关键词：绿色化发展改革——政策法规 重大事件 绿色发展 能源革命

环境保护 气水土污染治理 政府工作报告。时间：2017 年 1 月 16 日-8 月 15 日。按时间

倒序发布。

6.23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

（草案）》

http://mp.weixin.qq.com/s/X86d9Z3dIVyI5IWTXBdn7Q

6.21 环境保护部发布《人体健康水质基准制定技术指南》和《环境与健康现场调查

技术规范 横断面调查》

http://mp.weixin.qq.com/s/s8DNWpouJavQCppiFb52_Q

6.13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水能利用率计算导则》《水能利用监测与发布管理办法》

和《流域梯级工程特性及运行情况资料报表（试行）》的通知

http://mp.weixin.qq.com/s/m4Va-4EmW0er0mFCkbB4Rw

http://www.ceeschina.org
http://www.ceesint.org
http://mp.weixin.qq.com/s/X86d9Z3dIVyI5IWTXBdn7Q
http://mp.weixin.qq.com/s/s8DNWpouJavQCppiFb52_Q
http://mp.weixin.qq.com/s/m4Va-4EmW0er0mFCkbB4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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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 2017 年 6 月 5 日，第 46 个世界环境日。它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

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 。

 今日 · 世界环境日

https://mp.weixin.qq.com/s/SaGY4xkHcCYz0xUMWaXrow

5.30 5 月 30 日是我国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技工作者们节日快乐！

http://news.xinhuanet.com/talking/character/2017053007.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5.30 端午佳节，祝幸福安康，祈国泰君安

http://mp.weixin.qq.com/s/R5OoExfuZcgdeS9VfieGfA

5.27 【政策解读】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 陈大宇等：《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暂

行）》推动我国售电业务开展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ODIyNDUxNQ==&mid=2652005120&idx=1&sn=7da277f49628c7aa1635fa87e32cb208&chksm=803f47ecb748cefacf2127d3b460419327a1aa7de12d7d56a14079a987eaec33

8b8f87a76208&mpshare=1&scene=1&srcid=05275cTkOTONRmKwPpW5kpnm&pass_ticket=NFnPZ%2FdMLjt0DZRLFzlzPZOFv0%2BfeGAFyoOGCNdoF2ezQ%2B4nnnlcicoNGk%2FLq5Xs#rd

5.27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出席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分会场暨上海科学节

启动式。

 2017 年全国科技周启动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7-05/21/c_129611259.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5.27 解振华:中方就《巴黎协定》实施准备“中国方案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7-05/23/c_129615427.htm?from=timeline

5.2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9050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5.19 2017 年 5 月 11 日，科技部联合环境保护部和气象局，正式印发了《“十三五”

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专项规划》，该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的

发展思路、发展目标、重点技术发展方向、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内容涵盖应对气候变化的

基础研究、保障基础研究的数据与模式研发、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技术体系、气候变化风险评

估技术体系、减缓气候变化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示范、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示范、

面向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战略研究、面向国内绿色低碳转型的战略研究等方向。

 图解 | “十三五”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之应对气候变化篇

http://mp.weixin.qq.com/s/w-XMwKpLWWkr6KGg_t45Xw

5.1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对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的贺电

https://mp.weixin.qq.com/s/JtdTb3pPddEOadVZczKj5g

5.18 首次证实|国资委正推中央发电企业分区域自律协调机制

https://mp.weixin.qq.com/s/GFgbbYLYOGU95AAFzYbyIA

5.17【政策解读】环保部就《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等三项环境保护标准

答记者问（附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2EnIHws_06469kSJRjQFVw

https://mp.weixin.qq.com/s/SaGY4xkHcCYz0xUMWaXrow
http://news.xinhuanet.com/talking/character/2017053007.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mp.weixin.qq.com/s/R5OoExfuZcgdeS9VfieGf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ODIyNDUxNQ==&mid=2652005120&idx=1&sn=7da277f49628c7aa1635fa87e32cb208&chksm=803f47ecb748cefacf2127d3b460419327a1aa7de12d7d56a14079a987eaec33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7-05/21/c_129611259.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7-05/23/c_129615427.htm?from=timeline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9050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mp.weixin.qq.com/s/w-XMwKpLWWkr6KGg_t45Xw
https://mp.weixin.qq.com/s/JtdTb3pPddEOadVZczKj5g
https://mp.weixin.qq.com/s/GFgbbYLYOGU95AAFzYbyIA
https://mp.weixin.qq.com/s/2EnIHws_06469kSJRjQF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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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独家| 交易机构联盟组建在即，电力市场建设进入新阶段

http://mp.weixin.qq.com/s/N2vEq5Eh8xlPik8HAeKbdw

5.16【政策速递】环保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

http://mp.weixin.qq.com/s/1-r4yDTkuUjPQ3e0tIhb_w

5.16 国家能源局发布《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

http://mp.weixin.qq.com/s/c1fT5nJkxIMEfCcusfMH6w

5.10 国家能源局关于发布 2020 年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的通知

http://mp.weixin.qq.com/s/Kk8_f0JQykzAoDdTb0KZig

5.09《循环发展引领行动》发布：积极发展热电联产 热电冷三联供

http://mp.weixin.qq.com/s/o2JqJjFw5yRWyDr59oyg7w

5.09 2017 年环境日中国主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http://mp.weixin.qq.com/s/Mxz32rP4Z73WULDB3OEg-A

5.03 农业部关于实施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kZLE-zHlZGwwhLIiCowjpA

5.02 今年金秋将召开第十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十年回顾详见峰会官网-论坛背

景（http://www.ceeschina.org/about.asp），邀请函和回执表见峰会官网-论坛活动

（http://www.ceeschina.org/news2.asp?pid=20）。

更多信息请登录峰会官网：http://www.ceeschina.org/ (中文版); http://www.ceesint.org/

(英文版)。

5.01 环保部、财政部联合发文，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动态变化值将是转移支付资金奖

惩的主要依据

http://mp.weixin.qq.com/s/0OZqYQ_wlOfugVT9hekyYw

4.27 关于发布《国家环境基准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

http://mp.weixin.qq.com/s/ypB3Yz_j_gpwoMyV_wwgaw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

http://www.ceeschina.org/?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4.26 2017 年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设立十周年，十年来峰会持续推进绿色化发展和

气水土污染治理，推动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的绿色中国建设。今年金秋将

召开第十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十年回顾详见峰会官网-论坛背景，邀请函和回执表见

峰会官网-论坛活动: www.ceeschina.org(中文版); www.ceesint.org(英文版)

 财政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印发《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办法》

http://mp.weixin.qq.com/s/bp5a1KJAKcV4y45JhR6ZPg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的通

知

http://mp.weixin.qq.com/s/N2vEq5Eh8xlPik8HAeKbdw
http://mp.weixin.qq.com/s/1-r4yDTkuUjPQ3e0tIhb_w
http://mp.weixin.qq.com/s/c1fT5nJkxIMEfCcusfMH6w
http://mp.weixin.qq.com/s/Kk8_f0JQykzAoDdTb0KZig
http://mp.weixin.qq.com/s/o2JqJjFw5yRWyDr59oyg7w
http://mp.weixin.qq.com/s/Mxz32rP4Z73WULDB3OEg-A
https://mp.weixin.qq.com/s/kZLE-zHlZGwwhLIiCowjpA
http://mp.weixin.qq.com/s/0OZqYQ_wlOfugVT9hekyYw
http://mp.weixin.qq.com/s/ypB3Yz_j_gpwoMyV_wwgaw
http://www.ceeschina.org/?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mp.weixin.qq.com/s/bp5a1KJAKcV4y45JhR6Z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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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p.weixin.qq.com/s/j2MLAM8MdOoyqeFY6hO2uQ

4.13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的通知

http://mp.weixin.qq.com/s/dDkkF4acASwdlfrT5KwAEw

4.07 独家| 能源局发通知，全面摸底各地电力现货市场建设条件

https://mp.weixin.qq.com/s/1X9x4EdiANPnmKgyQTz99Q

4.02 之所以选择雄县、安心和容城，主要原因是这里有水，三个县是环白洋淀区域，

也就是说，新城将围绕白洋淀建成一座环湖水城。逐水而居，是人类的传统，也是古今中外

建都的重要依据。

 雄安新区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华第二首都？

https://mp.weixin.qq.com/s/_Lx0EufuMgHM5ynjI_nmOQ

雄安将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

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

省雄县、容城、安新 3 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http://mp.weixin.qq.com/s/sll7RNVGEIdn6UspUiWHWA

4.01 利好 | 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

http://mp.weixin.qq.com/s/vsxJ1J5cp0DO_kChjBHBTw

3.30 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共提出

41 项任务，涉及 9 个方面。其中，环境保护部牵头和参与多项工作，包括深化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水、土污染防治，推进生态保护和建设等。

 国务院发布《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意见，环保部牵头“打好蓝天保卫战”

http://mp.weixin.qq.com/s/K8E2X0KH14qcdB-hHDX4bg

 【政策速递】环保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对环保社会组织引导发展和规范管

理的指导意见》

http://mp.weixin.qq.com/s/Dh653JuteRZ6WwCsjYg19w

 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

https://mp.weixin.qq.com/s/z5uU_LyfAesGdJOR43FSLQ

3.26 《关于推进电力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

http://mp.weixin.qq.com/s/ChInwhBsjxMPoHqKTX8TmQ

3.26 我国《环境保护税法》即将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44 种大气污染物

将按照污染当量征收环境保护税，并且其税额下限将不同幅度地高于现行排污费标准。

 明年起将按照污染当量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大气污染物：有 44 种！

http://mp.weixin.qq.com/s/RWzjypn3lGh1dmEsvCW0ow

http://mp.weixin.qq.com/s/j2MLAM8MdOoyqeFY6hO2uQ
http://mp.weixin.qq.com/s/dDkkF4acASwdlfrT5KwAEw
https://mp.weixin.qq.com/s/1X9x4EdiANPnmKgyQTz99Q
https://mp.weixin.qq.com/s/_Lx0EufuMgHM5ynjI_nmOQ
http://mp.weixin.qq.com/s/sll7RNVGEIdn6UspUiWHWA
http://mp.weixin.qq.com/s/vsxJ1J5cp0DO_kChjBHBTw
http://mp.weixin.qq.com/s/K8E2X0KH14qcdB-hHDX4bg
http://mp.weixin.qq.com/s/Dh653JuteRZ6WwCsjYg19w
https://mp.weixin.qq.com/s/z5uU_LyfAesGdJOR43FSLQ
http://mp.weixin.qq.com/s/ChInwhBsjxMPoHqKTX8TmQ
http://mp.weixin.qq.com/s/RWzjypn3lGh1dmEsvCW0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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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环保部印发《重点行业和流域排污许可管理试点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征

求意见稿提出，2017 年应完成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石化、有色金属、焦化、氮肥、印

染、原料药制造、制革、电镀、农药、农副食品加工等重点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确定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山东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湖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等具有相关管理经验或行业集中度高的省级环保部门，以及邢台

市、深圳市、保定市、唐山市、淄博市、济宁市等市级环保部门，牵头负责或参与相应重点

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试点工作。

 【政策速递】环保部印发《重点行业和流域排污许可管理试点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http://mp.weixin.qq.com/s/V5u6pAxROUq5v9qhKg_xHQ

3.19 为深入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切实加强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逐

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部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的实施意见

 【政策速递】农业部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

http://mp.weixin.qq.com/s/cFpy_OhYH7B7GDCuPoA5Xw

3.19 2017 年 1 月《环境保护法》 配套办法执行情况及典型案例

http://mp.weixin.qq.com/s/022gs5jmcdowTyIhscDNVQ

3.15 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

https://view.inews.qq.com/w/WXN20170315010922020?refer=nwx&cur_pos=0&_rp=2&bkt=0&openid=o04IBANOHYUPwxGEDXEIh2px72jM&g

roupid=1489546204&msgid=0&key=&version=26050333&devicetype=android-18&isShare=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3.07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今

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别下降 3%，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下降。

 【政策解读】李克强 2017《政府工作报告》：全面推进污染源治理 对偷排、造假必须

严厉打击

http://mp.weixin.qq.com/s/IyEWq4GL73vTwe5fQqIPBw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环保篇（附报告图解）

http://mp.weixin.qq.com/s/vbSeXw6ajDlUu48bF4G6Ag

3.06

 一张图读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能源

http://mp.weixin.qq.com/s/6hdUXwAIJRu1c-kbBELozA

 信号七：打好蓝天保卫战，生态环保约束将越来越“硬”

加快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今年的报告，把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报告提出，必须科学施策、

标本兼治、铁腕治理，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在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中，报

告首先强调的是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政府工作报告传递 2017 中国发展八大信号

http://mp.weixin.qq.com/s/V5u6pAxROUq5v9qhKg_xHQ
http://mp.weixin.qq.com/s/cFpy_OhYH7B7GDCuPoA5Xw
http://mp.weixin.qq.com/s/022gs5jmcdowTyIhscDNVQ
https://view.inews.qq.com/w/WXN20170315010922020?refer=nwx&cur_pos=0&_rp=2&bkt=0&openid=o04IBANOHYUPwxGEDXEIh2px72jM&g
http://mp.weixin.qq.com/s/IyEWq4GL73vTwe5fQqIPBw
http://mp.weixin.qq.com/s/vbSeXw6ajDlUu48bF4G6Ag
http://mp.weixin.qq.com/s/6hdUXwAIJRu1c-kbBEL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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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v.cn/zhengce/2017-03/05/content_5173787.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央视新闻: 最完整﹗一圖解讀 2017 政府工作報告 真招﹑實招﹑硬招 含金量高﹗

3.05 今天上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质

量，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科学施策、标本兼治、铁腕治

理，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

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今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别下降 3%，重点地区细颗

粒物（PM2.5）浓度明显下降。一要加快解决燃煤污染问题。全面实施散煤综合治理，推进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完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 300 万户以上，全部淘汰地级以上城市建

成区燃煤小锅炉。加大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力度，东中部地区要分别于今明两年完

成，西部地区于 2020 年完成。抓紧解决机制和技术问题，优先保障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

有效缓解弃水、弃风、弃光状况。加快秸秆资源化利用。二要全面推进污染源治理。开展重

点行业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对所有重点工业污染源，实行 24 小时在线监控。明确排放不达

标企业最后达标时限，到期不达标的坚决依法关停。三要强化机动车尾气治理。基本淘汰黄

标车，加快淘汰老旧机动车，对高排放机动车进行专项整治，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汽车，在重

点区域加快推广使用国六标准燃油。四要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加强对雾霾形成机理研究，

提高应对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扩大重点区域联防联控范围，强化应急措施。五要严格环境执

法和督查问责。对偷排、造假的，必须严厉打击；对执法不力、姑息纵容的，必须严肃迫究；

对空气质量恶化、应对不力的，必须严格问责。治理雾霾人人有责，贵在行动、成在坚持。

全社会不懈努力，蓝天必定会一年比一年多起来。

强化水、土壤污染防治。今年化学需氧量、氨氟排放量要分别下降 2%。抓好重点流域

区域水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土壤污染详査，分类制定实施治理措施。加强城乡环

境综合整治，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使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实现

双赢。

推进生态保护和建设。抓紧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启动森林质置提升、长江经济

带重大生态修复、第二批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工程试点，完成退耕还林还萆 1200 万亩以上，

积累更多生态财富，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长域。

 政府工作报告我知道：2016 干了啥 2017 怎么干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sjxw/2017-03/05/c_129501593.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极简版！只有 600 字

http://mp.weixin.qq.com/s/cE6YIOSPsWfCuczTxtLb2g

2.22 国家能源局关于发布 2017 年度风电投资,监测预警结果的通知

http://zfxxgk.nea.gov.cn/auto87/201702/t20170222_2604.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2.22【政策速递】石家庄出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明确 32 项硬举措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3/05/content_5173787.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sjxw/2017-03/05/c_129501593.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mp.weixin.qq.com/s/cE6YIOSPsWfCuczTxtLb2g
http://zfxxgk.nea.gov.cn/auto87/201702/t20170222_2604.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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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p.weixin.qq.com/s/7fsv20PCF6BRfQ3LjVFssg

2.20 每年的 2月 20 日是世界社会公正日（World Day of Social Justice）。它由联合国

于 2009 年设立，目的是推动国际社会消除贫穷，让所有人都有充分就业和体面工作，实现

男女平等，享有社会福利和社会公正。

 世界社会公正日：经济学应关注不平等问题

http://mp.weixin.qq.com/s/Xs81PCZil4l6rU6vFrb8mw

2.17 【政策速递】国土资源部：将投 1.7 万亿重点整治散乱闲置污染等土地

https://mp.weixin.qq.com/s/NBHft17jCxzFU4B58qi1Mg

2.17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 2017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U0MTM4OA==&mid=2652087365&idx=2&sn=ec434e8e41b6691099f8733ca5a5eeb4&chksm=8d0b5626ba7cdf308676a255d69c60564f3cc44997080beabffa731008d

48270f0acd4153659&mpshare=1&scene=1&srcid=0217iSRqUIgQu70fBsLfjozN&pass_ticket=NFnPZ%2FdMLjt0DZRLFzlzPZOFv0%2BfeGAFyoOGCNdoF2ezQ%2B4nnnlcicoNGk%2FLq5Xs#rd

http://mp.weixin.qq.com/s/7fsv20PCF6BRfQ3LjVFssg
http://mp.weixin.qq.com/s/Xs81PCZil4l6rU6vFrb8mw
https://mp.weixin.qq.com/s/NBHft17jCxzFU4B58qi1Mg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U0MTM4OA==&mid=2652087365&idx=2&sn=ec434e8e41b6691099f8733ca5a5eeb4&chksm=8d0b5626ba7cdf308676a255d69c60564f3cc44997080beabffa731008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U0MTM4OA==&mid=2652087365&idx=2&sn=ec434e8e41b6691099f8733ca5a5eeb4&chksm=8d0b5626ba7cdf308676a255d69c60564f3cc44997080beabffa731008d

	    2.17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2017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