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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公司、今人等投資建浚和姪菅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促逃我市

光伏友屯行立健康有序友晨。

第二章 取責分工

第五条 市友晨茨革委足我市光伏友屯項目管理的行政主

管部「1,久 貴坑寿全市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規支1端制、項目信息

氾恙、規模管理、資金ネト助中清受理、資金数度核定等工作,井

牽共研究制定我市光伏友屯項目的強牧流程及林准等。委托第二

方寺立机杓対光伏友屯項目邁行筆ゲエ作逃行監管。各区友晨政

革局和育オ生恣区管委会姪友局在市友展改革委的指早下,負 責

本区域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各案、信
`息 銃十、技送及項目建没的

監督管理等工作。対不接合同履行近行集ゲ服外的建没企立接相

美規定列入城信黒名単。

第六条 市科技工止信息化局負責全市分布式光伏友屯的

整体工作椎逃、商立模式を1新研究,配合第二方机杓対光伏友屯

項目近行集伊工作逃行監管。

第七条 市住房和城多建没局負貴仝市分布式光伏友屯項

目的建筑安装工程監督管理工作,研究制定相美的技常手袋及詮

牧林准,主要包括没各支架承重、固定基座、建筑主体錯杓足否

満足没各荷載要求等。

第八条 市財政局負責市本鉄ネト助資金預算管理,接国岸集

中支付有美規定核抜資金,会同市友晨改革委姐鉄実施資金使用

情九監督栓査和績敷坪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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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屯国企立久責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井国申情接ll■ 、

井国接入服券、屯量銃十、屯費錯算、国家ネト貼申清和特付等相

美工作,格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納入屯国規丸1,邊行屯力屯量平

衡,井据此考慮屯同的調市能力

第二章 項目各案

第十条 光伏友屯項目接照《三正市企上固定資声投資項目

各集管理亦法》(三府亦 〔2014〕 130号 )亦理各条手数,接属

地管理原ス1,在項目所在区友晨改革局、育オ生恣区管委会姪友

局亦理各条杵可手鉄井抄送市友晨改革委。未隆各条キ可不得檀

自升友建没光伏友屯項目。

第十一条 在合法固定建筑物及附属没施上建浚的分布式

光伏友屯項目及全部自友自用的地面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不夕1

入年度建没規模。其他井入公共屯国的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女ロ

在筒易水立大棚等J卜 固定建筑物上建浚的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

由省吸能源主管部11在 国家依裾恙量控制制定的建没規支1及年

度升友指早規模内各案。

第十二条 各区友晨改革局、育オ生恣区管委会姪友局在毎

季皮末格本季度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氾恙信息報送市友晨改革

委。項目詮ll■合格井投声后納入国家可再生能源友屯ネト貼疱曰。

第十三条 己各案的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項 口上主鹿戸格

接照各案文件俎象実施。対碗需変更項目立主、建没地址、建没

規模、建筑物枚属人等,泣 向原各案部11亦理相美変更手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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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所渉及的相美叔益和責任須一井移交。対檀自変更、未接要求

実施項目的,不子丼国接入。

第十四条 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各案需提供女口下材料:

(一 )企止項目

1.項 目各案申清表 (企立〉

2.項 目投資企立菅並仇照,法人代表身分江;

3.項 口所依托建筑 (没施)房屋声枚江 (土地II)(合所在

地居委会或村一鉄狙象出具的ilE明 文件 洸

4.房屋租賃合同和合同能源管理lll洪 (女口建筑物♯項目建

没単位所有 );

5.載荷隻核十算ギ;

6.技本方案;

7.屯 国企立的井国接入意見。

(二 )企人項目

1.項 目各集申清表 (今人 );

2.屯国企立的井国接入意几;

3.企人身分江。

第十五条 項目告案操作要占

(― )項 目各茉申清泉附后。合同能源管理lll決可包合房屋

租賃合同。載荷隻核it算ギ必須由有姿反的建筑没it単位出具。

技本方案由有太陶能友屯没十能力的単位提供。

(二 )各案文件泣包括投資主体、建浚地点、建没内容及規

-5-



模、近菅模式、投資額、文件有数期等主要事項。項目名称銃一

カ “三工市**(区 )+料 (上 主名称 )+ホ*(容量 )分布式光伏友

屯項目"。

(二 )対企人看1用 自有住宅及在住宅区域内 (或企人所有的

菅上性建筑)建浚的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屯国企上宣接受理登

泥申清,井対住宅的房屋声杖II(土地正)(合所在地居委会或

村一坂俎象出具的江明文件 )利住宅区域内物上意几、房屋載荷

的安全IIE明 以及技木方案逃行常核,碗袂符合相美要求后,予毎

月底集中向所属区友晨改革局、育オ生恣区管委会姪友局申清各

案。

(四 )項 目各案后,区友晨改革局、育オ生恣区管委会姪友

局泣杵各案文件抄送市友晨改革委,督促項目単位 (杢人項目由

当地屯国企立 )在項目各案后 10企工作曰内,登陽国家能源局

可再生能源友屯項目信息管理平台填扱項目信息,井根据杖限生

成項目代褐。

(二 )山 市友晨改革委出具的項目批准或核准文件,也可作

ヵ屯国企立亦理接国手繰的依情。

第十六条 オ1用 建筑物屋頂及附属場所定没的分布式光伏

友屯項目在項曰各案文件中,泣逃拝 “自友自用、余屯上国"或

“全叡上国"中 的一群模式。己接 “自友自用、余屯上国"模式

仇行的項目,在用屯負荷ユ着減少 (合消失)或供用屯美系元法

履行的情況下,可 申情変更各案力 “全叡上国"模式,井不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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変更口 “自友自用、余屯上国"模式。

第十七条 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免除友屯立券十可、市能汗

借、水上保持、戒震防文、用地預申、規支1逸址、不境影噛平介

和社会凩隆汗借等支持性文件。屋頂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需提交

項目所依托建筑物及浚施的合法性江明和収属美系江明,1卜 同一

主体的,需提供項目単位場所有人基IT的使用或租用lll袂。

第十八条 項目各案后,泣机緊落実各項建没条件,亦理法

律法規要求的其他相美建没手袋后及叶升工建没,井 均屯国企上

倣好配套屯力送出工程的街接。

第十九条 項目各案え日起両年内未升工建没的,取消享受

国家資金オト貼資格。取得各案的項目,共投資主体及般叔比例等

主要内容不得檀自変更,在項目竣工前不得着il。 如友現企上在

申技資料造仮,対光伏友屯項目的建没、近行、監管等ミ程中出

現弄虚作候或未接各案文件実施,以及不服よ有美主管部|コ 上管

的項目升友単位或企人,一変核実,限期整改,整茨不到位,取

消享受国家わ市坂資金ネト貼資格,牧口♯法所得,井杵核項目升

友単位或項目升友的企人夕1入黒名単,禁入我市光伏友屯項目。

第二十条 光伏声品庄満尺《光伏制造行止規疱条件》要求.

典中,薄膜屯池俎件、多晶桂屯池俎件和単晶桂屯池俎件的光屯

着換妓率分男1不低子 10%、 16%和 16.8%。 同吋,薄膜幻件第一

年内衰戒率不高予2%,后数年内衰戒率不高予0.7%;多 晶俎件

第一年内衰戒率不高予2.5%,后象年内衰城率不高子0.7%;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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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姐件第一年内衰城率不高千 3%,后 数年内衰戒率不高予

0.7%。

第二十一条 項目詮llA。 需申清ネト貼的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

建成后必須逃行竣工駿llt,在項目立主自套合格后,由項目立主

向市友晨改革委提出駿ll■ 申清,由市友晨改革委牽共俎象市科技

工立信息化局、市財政局、市住房わ城多建没局、供屯企立等坑

一姐象雅llA.

第四章 透行管理

第二十二条 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的所有板者足項目的安

全責任主体.因光伏友屯項目浚各、建浚、近行象や等原因造成

IEl美 用夕和屯国企立悛各板毀和人身物害的,光伏友屯項目的所

有枚者須負責逃行修隻、賠僕,井承担所友生費用和相立的法律

責任。因没各、建没、近行象伊:1起的相美同題,由所有枚者向

各自責任主体追沸。

第二十三条 鼓励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所有枚者参加分布

式光伏友屯項目近行安全保隆,市各保詮企立泣釈板研究升没相

美隆群。

第二十四条 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立由寺立的近行隼夕服

券商承担モ行象や工作。込行隼ナ服弁商泣力寺立人事光伏屯堵

近行象学的寺立企上,具各国家屯監委飯友的 《承装 (修、拭 )

屯力浚施寺可IIE》。

第二十五条 近行象ヤ服券商泣建立健仝分布式光伏友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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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邁行集学及安全管理制度,久 責光伏友屯項目渉及的所有没

各、浚施的栓修筆炒和故障炎理工作,包括光伏友屯系銃、井国

接入系銃、数据釆集装置、安全没施及相美的建筑物屋頂等。近

行集伊服券商須接季向市友晨茨革委上扱近行第ゲエ作升晨情

現,井接受市友晨改革委所委托的第二方寺立机胸対逐行筆タエ

作的盟管。

第二十六条 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的所有収者、近行準ヤ服

券商、建筑物所有板単位 (企人)友生変更叶,須格変更情況上

技項目原各案部11各案申批,光伏友屯項目所渉及的相美枚益わ

責任須一井移交。

第二十七条 鼓励光伏友屯建没企並オ1用 新型的互咲回+

云汁算管理技木,建立三正市分布式光伏友屯逐菅策伊互咲国云

千合,負 責全市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的安全管理わ近行集′;鼓

励其他建没企並和項目立主委托核平台提供安全管理わ近菅象

伊服券。

第五章 建筑物管理

第二十八条 鼓励全市区域内各美建筑物所有枚単位秋扱

噛泣国家新能源友晨哉略,在有条件的建筑物屋頂或附属場所定

浚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

第二十九条 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的投資主体有建筑所有

枚人可接照合同能源管理、租賃、合資参股、委托建浚等模式逃

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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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合同能源管理合作模式.建筑物所有枚単位 (今人 )

免費提供定筑屋頂或附属場所,投資主体負責光伏友屯系坑的建

没,建筑物所有板単位 (企人 )有 投資主体在能源管理合同中碗

定光伏友屯系坑的牧益分享方式和所有杖リヨ属。若所有枚リヨ属甲

乙双方共同持有叶,皮在合同中明挽相皮的安全責任疱曰。

(二 )れ賃合作模式。建筑物上主有僕提供屋頂或附属場所 ,

建筑物所有杖単位 (企人 )均 投資主体以租釣形式釣定租賃年限

和租金,除特男1釣定外,光伏友屯系坑的所有枚わllAttllJ投 資主

体所有。

(二 )合介参股合作模式。建筑物所有叔単位 (今人 )萄投

資主体共同出資建浚光伏系銃,所渉及屋頂或附属場所折介十入

出贅叡。光伏友屯系銃的所有枚畑及方共同所有,岐益由双方接

出資比例或釣定しヒ例分享。

(四 )委れ走没合作模式。建筑物所有枚単位 (企人 )出 資,

委托升友建没商建没光伏系坑。光伏友屯系統的所有叔わ収益リヨ

建筑物所有杖単位 (今人)所有。

第六章 資金ネト助

第二十条 ネト助対象。ネト助対象力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投資

方。

第二十一条 ネト助方式わ林准。采取后ネト助方式,在分布式

光伏友屯項目聡牧合格井投声満 1年后升始ネト助。対子分布式光

伏友屯項目投資方,在国家ネト助林准基拙上接照市 0.25元/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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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的林准邊行ネト助,以項目上一年度所友恙屯量汁算ネト助金板。

第二十二条 ネト助叶同。2020年前在三工市行政権区内建成

的符合条件的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均可享受分布式光伏友屯項

目建没寺項資金支持。ネト助叶同力項目定成投声后IIt象 5年。

第七章 資金申報条件

第二十三条 申清光伏寺項ネト助資金的項目,泣 同時符合以

下条件:

(― )已各策的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

(二 )項 目己姿菱牧合格井投声;

(二 )項 目己井国ユ近行満 1年。

第二十四条 計已享受国家金大陶或光屯建筑一体化オト助

資金的項目不熱入光伏寺項ネト助資金支持苑曰;光伏屯堵仇行介

格主管部11碗定的光伏友屯上国屯介不属子分布式光伏友屯ネト

貼苑曰。

第八章 資金安排、申清、申批和抜付程序

第二十五条 資金安‖}程序。市財政局根据市友晨改革委扱

送的上一年度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所友恙屯量十算ネト助叡度,井

格共rll入下一年度財政預算中。

第二十六条 資金申清程序。毎年 10月 15日 前,対符合申

情ネト助条件的項目,由 項目立主 (本人由屯国企止坑一代赤)提

出資金抜付申情,填写資金申清表 (几附件),扱屯国企立初申,

屯国企立出具初申意兄井坑一扱送市友晨改革委中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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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資金常批和抜付程序.市友晨改革委会同市財

IEl局 対光伏市坂ネト助寺項資金申扱材料邊行常査井端制光伏寺

項資金ネト助表,接要求上扱市IEX府申定,市財政局接規定亦理核

抜資金手象井状付各項目立主。

第二十八条 光伏寺項資金申清需同時提供以下i■明文件:

(一 )項 目各案文件;

(二 )項 目井回文件;

(二 )項 目詮牧合格文件 :

(四 )其他需提供的文件 .

第九章 井岡与結算

第二十九条 項目建成后,項 目単位根裾各案文件和屯国企

立相美要求か理接入屯回手象。

第四十条 屯国企立要建立和完善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接

日常核和服弁程序,接規定保障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安全高致井

回近行,全叡保障性llA胸分布式光伏的上国屯量,奔光率不足辻

5%;泣接照国家有美規定制定工作制度,没立指定省口,提供

“-11式 "受理服弁,明碗申清条件、工作流程、亦理叶限等,

井在企立相美回堵公布:在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有美井回接入和

近行等所有不市提供的服弁均不向項目単位lll取費用。

第四十一条 屯回企止久責全板牧胸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

上回屯量,負責向項目立主特付国家ネト貼資金,接月錯算上回屯

量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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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祭 接入公共屯口的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接入系

統工程以及因接入引起的公共屯回改造部分由屯国企立投資建

没。接入用オ側的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用 声側的配畳工程由項

目立主投資建没,因項目接入屯回:1起的公共屯回改造部分由屯

国企立投資建没。

第四十三条 屯国企立久責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友屯量的

十量,免費提供井安装西套汁量装置,対全部友屯量、上国屯量

分男1+量。上国屯量十量点原只1上没旦在声枚分界点炎,井由屯

国企立久責定期邊行栓双1校表。

第十章 信息管理

第四十四条 項目単位 (今人項目由屯国企立 )泣在項目各

案后 10企工作日内,登乗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友屯項目信息

管理平台填椒項目信息,井接月填技項目建没和逐行信息。各区

友晨改革局、育オ生恣区管委会姪友局要在信息管理平合上根据

板限生成項目代4,井春促項目単位接叶填扱項目信息,微好項

目信息坑十工作。未在信息管理平合上填根項目信息的,格元法

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友屯ォト貼政策。

第四十五条 各区友晨改革局、育オ生恣区管委会姿友局氾

恙格区内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各案信息和申情熱入市年度建没

規模項目信息;定期lll集和涯恙項目建浚わ近行信息,填扱本区

分布式光伏項目建没近行信息表。

第四十六条 各項目建没単位泣子毎月底前向各区友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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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局、育オ生恣区管委会姪友局扱送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定浚蛯

晨情況。

第四十七条 屯国企立負責建浚我市屯国覆蓋疱国内光伏

友屯的近行監双1体系,按季度向市友晨改革委根送分布式光伏友

屯項目建没近行信息,主要包括:井口規模、友屯量、上国屯量、

屯費、ネト貼友放与結算等信息。光伏友屯系統須向屯国企立友送

分布式光伏友屯系統近行数据和屯能疲量数据。数据釆集わ侍送

装置足分布式光伏友屯系統的必各装五,自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

立主投資建没。

第四十八条 鼓励光伏友屯建没企立依托分布式光伏友屯

逹菅集ゲ互咲口云平合,格全市的光伏友屯屯堵健接至1監管中

′さ,由監管中′む適辻大数据,格屯堵近行状況、友屯状況,屯量

分析、十算汗借等,実吋借輸rll用 声和央策者,井通辻微信、屯

祝、根妖等媒体,定叶向社会公布光伏友屯数果,碗保光伏友屯

市場管理有序、近行規苑、数益明ユ、百姓満意.

第十一章 附興J

第四十九条 本亦法中渉及的光伏寺項資金足指三工市

2020年前本坂財政資金中用子支持全市分布式光伏友屯推片泣

用的資金。

第五十条 跨区域的項目由市友晨改革委常批。

第五十一条 本赤法実施辻程中,政口省或共他上象能源主管

部日対分布式光伏友屯管理作出新的規定且均本管理亦法相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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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新各案及新ネト助的項目,適用省或共他上鉄能源主管部11

対分布式光伏友屯管理作出新的規定;其他単今項目容量不/‐tQ辻

2万千瓦的光伏友屯項目参照本亦法仇行。

第五十二条 本方法的具体泣用同趣由市友晨改革委員会

久責解粋。

第五十三条 本管理か法自飯布え日起施行,有敷期 5年 ,

原《三工市人民政府美子印友三工市大FE能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

管理哲行亦法的ill知 》(三府 〔2016〕 84号 )文同時友止。

附件:1.三正市居民家庭大田能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資金

申清表

2_三工市公共机杓建筑大田能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

資金申清表

3.三工市其他美型建筑大田能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

資金申清表 (建没単位寺用 )

4.三工市其他美型建筑大田能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

資金申清表 (建筑物枚属人を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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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三亜市居民家庭太Fll能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資金申清表

情人 :〈 釜名 ) 情吋同:___年_月  日

、今人基本情況

姓名 身分証号

朕系屯活 手机

家庭住址

升戸銀行 鮨号

二、項目基本情況

項目名称 建没地址

房屋声枚

人
声収II号弓

恙装机机

模
(兆瓦 )

上一年度友屯量 (千瓦叶)

黒汁還行

小吋数

累汁友屯量
(千瓦叶 )

fll用 屋頂

或外立面

面釈
(平方米 )

項目恙投資
(万元 )

建成pl同 項目各案文号

井口叶同 井国文件綺号

項目美型

□ 一般分布式光伏友

屯項目
□ 享受国家度屯ネト貼

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

屯量消熱模式

□

□

円

全量上国

自友自用,余量上

三、主要政各情況

光伏姐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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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型
□ 単晶磋 □ 多晶建
□ 薄膜

功率

型号 姐件精換敷率

供泣商

辻交器

功率 業化率

型号 供泣商

四、資金申情情況

ネト助粽准 申清資金年度

本年度申

清資金恙

薮 (万元 )

累il申清資金息板 (万元 )

対項目実施数果的承苦
=

申清人 (釜字 ):

陳実性声明:

申清人 (釜字 ):

注:A4妖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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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三工市公共机杓建筑太田能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資金

申清表

清単位:(蓋章 ) 申情吋同:___年_月  日

一、申清単位基本情亮

単位名称 単位地址

単位性皮

□行政机美 □事立単位
□国有企立 □民菅企立

□其他

菅立仇照注般

号弓/須鋏机

拘代円

瑛系人 咲系屯活 手机

升声銀行 敗号

二、項目基本情況

項目名称 建浚地址

建筑物枚属人 声収ilE号 ■

恙装机規模
(兆瓦 )

上一年度友屯

量 (千瓦叶 )

累it逐行

小吋数
累十友屯量
(千瓦 )

利用屋頂或外
立面面釈
(平方米 )

項目恙投資

(万元 )

建成FI同 項目各案文号

井国吋同 井同文件名号

項目美型

□ 一般分布式光伏友屯
項目
□ 享受国家度咆ネト貼分
布式光伏友屯項目

屯量消幼模式
□ 全上国

□ 自友自用,余量上国

二、主要浚各情況

光伏4件

-18-



美型
□ 単晶磋 □ 多晶桂
□ 薄膜

功 率

型号 姐件結換数率

供皮商

逆交器

功率 紫化率

型号 供泣商

四、資金申情情況

ネト助林准 申請資金年度

本年度申請資
金恙板(万元 )

累十申情資金

恙板 (万元 )

対項目実施及果的承帯 (蓋章 )

建没単位法人代表 (盤咤 )

英実性声明 (豊章 )

建没単位法人代表 (基名 )

項目所在区友晨改革局初常意几 (蓋章 )

注:A4象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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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三亜市其他美型建筑太田能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資金

申清表

(建没単位寺用 )

申清単位:〈 蓋章) 申清吋同:_年 日

一、申清単位基本情況

単位名称 単位地址

単位性反

□行政机美 □事立単位
□国有企立 □民菅企立

□其他

菅立仇照注冊

号円/須鉄机

杓代円

朕系人 歌系屯活 手机

升声銀行 照号

二、項目基本情況

項目名称 建没地址

建筑物杖属人 声枚ilE号ロ

忠装机規模

(兆瓦 )

上一年度友屯

量 (千瓦吋 )

累it返行

小吋数

累汁友屯量

(千瓦〉

利用屋頂或外

立面面釈
(平方米)

項目息投資
(万元 )

建成吋同 項 目各案文号

井円吋同 井円文件編号

項目癸型

□ 一般分布式光伏友屯

項目
□ 享受国家度屯ネト貼分

布式光伏友屯坂目

咆量消幼模式
□ 全上国
□ 自友自用,余量上日

主要没各情況

光伏姐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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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型
□ 単晶桂  □ 多晶確
□ 薄膜

功率

型号 須件錯換7‐n率

供庇商

逆変器

功率 結化率

型号 供皮商

四、資金申清情況

ネト助棒准 申清資金年度

本年度申清姿
金意額 (万元 )

黒汁申清資金

息額 〈万元 )

対項目実施数果的承音 (蓋章)

建没単位法人代表 (基名〉

真実性声明 (豊章)

建没単位法人代表 (答4)

収 口所 在 ら 吹早月初軍意几 (蓋章 )

注:l A4紙双面打印:

2.其他美型建筑指除居民家庭和公共建筑以外的所有其他建筑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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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三工市其他癸型建筑太FEI能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資金

申清表

(建筑物枚属人寺用 )

豊章申清単位:(豊章 ) 申清ntlpl:___年_月 _日
、申根単位基本情況

(一 )建没単位

単位名称 単位地址

単位性反
□国有企立 国民菅企立

□其他

昔上机照

注妍号■

咲系人 191系 屯活 手机

升声銀行 敗号

(二 )建筑物枚属人

単位名称 単位地址

企立性漬

□国有企立 □民菅企並

□合資企立 □外資企立

□其他

菅上仇照

注肝号■

朕系人 咲系屯透 手机

牙声銀行 敗 号

二、項目基本情況

項目名称 建没地址

建筑物枚属人 声叔江号隅

患装机規模

(兆瓦 )

預十年友屯量

(千瓦吋)

利用渥項或外

立面面秋 (平

方米 )

項目恙投資

(万元 )

定成Hf同 項目各案文号

井円吋同 井回文件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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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美型

□ 一般分布式光伏友咆項

目

□ 享受国家度咆ネト貼分布

式光伏友屯頂目

屯量消幼撲式
全量上回

自友自用,余量上円

三、主要没各情況

光伏狙件

□ 単晶磋  □ 多晶建

□ 薄膜

、資金申清情況

ネト助資飾 准
申清資金意額

(万元 )

項目実施残果的承惜 (差章)

建筑物枚属人法人代表 (釜名):

声明 (蓋章 )

建筑物枚属人法人代表 (釜名):

項目所在区友晨改革局初申意見 (監章 )

1.A4条双面打印 :

2.其他美型建筑指除居民家庭和公共建筑以外的所有其他建筑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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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亦,市人大亦,市政跡亦.

三工市人民政府外/At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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