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DR-2019-0010001

乳山市人民政府文件
乳政发〔2019〕1 号

乳山市人民政府
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市政府文件的决定
各镇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单位，滨海新区、经济开发区、
城区街道办事处，各市属国有企业：
为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激发市
场活力，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市政府决定对 1993—2017 年制发
的市政府文件进行清理。其中，对主要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
规章、上级文件的规定不一致，或已被新的规定涵盖或替代，涉
及产权保护，不符合公平竞争、“放管服”要求，影响和阻碍“四
新经济”发展的规范性文件 5 件，其他政策文件 110 件，作废止
处理；对所依据文件已失效、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适用期已过
或者调整对象已经消失的文件 15 件，宣布失效。凡废止或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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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的政府文件，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行政
管理的依据。
各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文件清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切
实搞好政策衔接和落实。要建立日常清理和定期清理相结合的常
态化清理机制，及时关注上级文件清理动态，与上级文件清理同
步进行；在起草新的政策性文件时，应同步梳理与新文件内容相
关的旧文件并列出目录，尽量整合相关内容，以新废旧。要定期
对现行有效的文件开展集中系统清理，实现清理工作的常态化、
规范化和制度化，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

附件：1.废止的市政府文件目录
2.宣布失效的市政府文件目录

乳山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3 月 1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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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废止的市政府文件目录
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山市重度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乳政办发〔2010〕40号

2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山市物业质量保修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乳政办发〔2011〕8号

3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山市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乳政办发〔2012〕24号

4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

乳政办发〔2014〕29号

5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山市人才项目奖励基金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

乳政办发〔2014〕35号

其他政策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机械化旱作农业开发的实施意见

1993年 10月 8日印发

2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外向型农业开发示范区的实施意见

1993年 10月 17日印发

3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经贸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掀起招商引资热潮意见的通知

1993年 11月 1日印发

4

乳山市人民政府转批市交通局关于乳山市客货汽车运输建制转入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

1993年 11月 2日印发

5

乳山市人民政府发布乳山市建筑安装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6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搞活工业企业的暂行规定

1994年 2月 18日印发

7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搞活流通企业的暂行规定

1994年 2月 18日印发

1993 年 12月 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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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农业发展基金征集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1994年 2月 20日印发

9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费征收办法的通知

1994年 6月 14日印发

10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1994年 10月 10日印发

11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等四个文件的通知

乳政发〔1995〕63号

12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

乳政发〔1995〕66号

13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改善涉外服务优化投资环境若干问题的意见

乳政发〔1995〕69号

14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餐饮业价格管理规定的通知

乳政发〔2000〕8号

15

乳山市人民政府批转市物价管理局、财政局关于调整自来水价格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发〔2001〕12号

16

乳山市人民政府批转市物价管理局、财政局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发〔2001〕13号

17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进一步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若干试行意见的通知

乳政发〔2001〕15号

18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引进优秀人才暂行规定的通知

乳政发〔2001〕17号

19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乳政发〔2001〕21号

20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乳政发〔2001〕24 号

21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户外广告标志设置张挂管理办法的通知

乳政发〔2002〕10号

22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划拨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办法的通知

乳政发〔2002〕21号

23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企业经营者年薪制暂行规定的通知

乳政发〔2003〕6号

24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及划定地下水超采区的通知

乳政发〔2003〕17号

25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用地审批与管理的意见

乳政发〔2003〕19号

26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自来水增容费收费项目的通知

乳政发〔2003〕20号

27

乳山市人民政府转发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外商投资企业社会保险工作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通知的通
知

乳政发〔2003〕21号

28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缴比例的通知

乳政发〔2003〕24号

29

乳山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对市外投资者实行绿卡服务制度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乳政发〔2004〕5号

30

乳山市人民政府转发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建筑行业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的通知的通知

乳政发〔2004〕13号

31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电力资产管理的实施意见

乳政发〔2004〕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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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乳山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征用、收购土地储备的补偿及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净收益金分配的意
见的通知

乳政发〔2004〕17号

33

乳山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地质矿产局关于加强地质地貌保护规范建设工程取土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发〔2004〕18号

34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通知

乳政发〔2004〕20号

35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城市房屋拆迁补助标准的通知

乳政发〔2004〕21号

36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镇非农业人口和在职职工入伍义务兵服役期间家属优待金标准的通知

乳政发〔2004〕24号

37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通知

乳政发〔2004〕29号

38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意见

乳政发〔2004〕30号

39

乳山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公安局关于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发〔2005〕11号

40

乳山市人民政府批转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发〔2006〕34号

41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外派劳务管理扩大外派劳务规模的意见

乳政发〔2006〕38号

42

乳山市人民政府转发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的通知

乳政发〔2006〕39号

43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医疗教育住房救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乳政发〔2006〕40号

44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通知

乳政发〔2006〕43号

45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供养标准的通知

乳政发〔2007〕7号

47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经营性用地土地纯收益分配比例的通知

乳政发〔2007〕20号

48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乳政发〔2008〕8号

49

乳山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对市外投资者实行绿卡服务制度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乳政发〔2008〕33号

50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制度的通知

乳政发〔2008〕34号

51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乳山市市区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补助标准的通知

乳政发〔2009〕8号

52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通知

乳政发〔2009〕9号

53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严格执行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的通知

乳政发〔2009〕23号

54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乳政发〔2011〕7号

55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理顺镇级财政管理体制的意见暂行办法的通知

乳政发〔2011〕35号

56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乳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乳政发〔2011〕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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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海岸带联合执法管理工作的意见

乳政发〔2012〕30号

58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完善全市财政体制的意见

乳政发〔2013〕7号

59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智慧乳山建设的实施意见

乳政发〔2014〕3号

60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鼓励创业促进就业的意见

乳政发〔2014〕7号

61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乳山市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的通知

乳政发〔2014〕12号

62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乳政发〔2016〕8号

63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试行）

乳政发〔2017〕4号

64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畜禽养殖布局规划方案（2017-2021年）的通知

乳政发〔2017〕9号

65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审计局关于承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审计查询咨询服务业务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1995〕91号

66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农业局关于加快果业结构调整促进果业持续高效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1997〕42号

67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1〕5号

68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理顺城市规划管理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1〕10号

69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计委等 15个部门优政措施和承诺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1〕26号

70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实施原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有关问题的意见
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1〕27号

71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工商局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1〕34号

72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山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2〕3号

73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城乡规划管理处关于实行城市规划设计公示制度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2〕4号

74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2〕10号

75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威海市治理私设小金库规定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3〕2 号

76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批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4〕25号

77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5〕13号

78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5〕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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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5〕17号

80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教育局公安局关于严厉制止高中学生外出高考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5〕34号

81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6〕20号

82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行政审批服务窗口管理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6〕22号

83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6〕27号

84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行政服务中心关于对内资企业实行联合年检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6〕4号

85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和改进服务业统计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7〕4号

86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管理规范采砂采金行为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7〕20号

87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山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7〕35号

88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沿海岸线区域用地监管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7〕61号

89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山市开展秸秆禁烧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8〕28号

90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特困家庭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8〕39号

91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规划局加强城市规划控制区内镇村建设规划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8〕70号

92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行政服务中心关于调整理顺部门进驻中心审批及收费事项暨加强中心建设的意见
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8〕71号

93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山市失业应急预案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9〕4号

94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贸易办关于进一步加强酒类流通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9〕73号

95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畜牧局关于加快肉鸡产业发展的意见

乳政办发〔2009〕75号

96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秸秆焚烧确保环境质量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9〕78号

97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环保局关于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9〕80号

98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行政服务中心关于调整理顺部门进驻中心审批服务及收费事项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10〕1号

99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等部门关于加强房地产营销市场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10〕22号

100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畜牧兽医局等部门关于加强畜禽养殖场建设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10〕23号

101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做好农村环保员聘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10〕85号

- 7 -

102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山市物业质量保修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乳政办发〔2011〕8号

103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山市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

乳政办发〔2011〕27号

104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物价局等部门关于建立社会求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意见的通
知

乳政办发〔2011〕37 号

105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3年度廉租住房货币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13〕8号

106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鼓励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实施意见

乳政办发〔2014〕1号

107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山市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专项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乳政办发〔2014〕32号

108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山市创业担保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乳政办发〔2016〕15号

109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乳政办发〔2015〕16号

110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金融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乳政办发〔2016〕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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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宣布失效的市政府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乳山市人民政府转发市审计局关于企业承包奖励分配审计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1993 年 11 月 15 日印发

2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税收征管增加财政收入的意见

乳政发〔2005〕15 号

3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乳山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收益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乳政发〔2006〕35 号

4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增加财政收入的意见

乳政发〔2007〕26 号

5

乳山市人民政府批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加强产品质量安全区域监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发〔2008〕24 号

6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乳政发〔2009〕7 号

7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外劳务合作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乳政发〔2011〕8 号

8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

乳政发〔2012〕39 号

9

乳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意见

乳政发〔2014〕9 号

10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建委等三部门关于建立健全有形建筑市场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1999〕24 号

11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国税局关于开展社会综合治税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7〕29 号

12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旅游局关于创建旅游强镇和特色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乳政办发〔2007〕60 号

13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鼓励开拓国内外市场促进企业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

乳政办发〔2009〕116 号

14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山市市级国有经营性单位投融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乳政办发〔2012〕76 号

15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山市加快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实施意见

乳政办发〔2015〕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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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市人武部，威海市以上驻乳单位。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10 -

2019 年 3 月 1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