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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政规〔2021〕1 号

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
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直

各委、办、局：

按照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市人民政府组织市直有关部门

对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室 1998 年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期间制定

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文件共 301件进行全面清理。经过清理，

市政府决定，废止下列 117件文件：

一、《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通知》

（曲政发〔1998〕9 号）

二、《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云政办发〔1997〕156

号文件的通知》（曲政办发〔1998〕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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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农村用电管理和农

村电价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曲政发〔1999〕2 号）

四、《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本级财政零基预算编制

暂行规定>的通知》（曲政发〔1999〕14 号）

五、《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选拔做出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

人员并发放政府特殊津贴的通知》（曲政发〔1999〕53号）

六、《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批转<市物价局、财政局、监

察局关于加强党政机关、行政执法部门举办各类培训班收费管理

的意见>的通知》（曲政办发〔1999〕23 号）

七、《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法律援助办法（试

行）>的通知》（曲政发〔2000〕36 号）

八、《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乡镇行政事业单位全面推行“零

户统管”的实施意见》（曲政发〔2000〕55 号）

九、《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批转<关于原村公所（办

事处）干部生活补助和新当选村干部岗位补贴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曲政办发〔2000〕78号）

十、《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关于外商投资及国

内经济社会联合协作管理服务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曲政发

〔2001〕29 号）

十一、《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关于引进资金、

技术、人才的奖励办法(暂行)>的通知》（曲政发〔2001〕30号）

十二、《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按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规定>的通知》（曲政发〔2002〕18 号）

十三、《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劳动和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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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局制定的<曲靖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

和<曲靖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曲政办发〔2002〕175号）

十四、《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公民无偿

献血暂行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02〕198号）

十五、《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药管理的通告》（曲政

通〔2002〕3 号）

十六、《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实施好退耕还林工程的

通知》（曲政发〔2003〕3 号）

十七、《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级教育费附加使

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曲政发〔2003〕19 号）

十八、《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防制重大动物疫

病应急预案>的通知》（曲政发〔2003〕36 号）

十九、《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鼓励外来投资若

干优惠政策>的通知》（曲政发〔2003〕43 号）

二十、《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招商引资奖励暂

行规定>的通知》（曲政发〔2003〕45号）

二十一、《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对外来投资企

业服务的若干规定>及<曲靖市外来投资企业协调联席会议制度>

等 8 项制度的通知》（曲政发〔2003〕46号）

二十二、《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招商引资代理

制暂行规定>的通知》（曲政发〔2003〕47 号）

二十三、《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重点建设项目

审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曲政发〔2003〕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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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的意见》（曲政办发〔2003〕81号）

二十五、《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破坏性地震应

急预案>的通知》（曲政发〔2003〕87号）

二十六、《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贯彻排污费征

收使用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曲政发〔2003〕

95 号）

二十七、《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市级自然保护

区有关问题的通知》（曲政办发〔2003〕67 号）

二十八、《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捐资助

学实施细则>的通知》（曲政办发〔2003〕192 号）

二十九、《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药品放

心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曲政办发〔2003〕199 号）

三十、《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市级水利

贷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03〕207 号）

三十一、《曲靖市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曲靖市人民政

府令第 24 号）

三十二、《曲靖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云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文件的通知》（曲政发﹝2004﹞

36 号）

三十三、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转发《云南省贯彻<工伤保险

条例>实施办法》的通知》（曲政发〔2004〕41 号）

三十四、《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防雷减灾管理

办法>的通知》（曲政发〔2004〕5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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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抗灾救灾应急

预案>的通知》（曲政发〔2004〕115 号）

三十六、《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04〕

99 号）

三十七、《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关闭非法煤矿矿井

若干措施的通知》（曲政办发〔2004〕112号）

三十八、《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农业产

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曲政办发〔2004〕145号）

三十九、《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科技兴

乡贡献奖实施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04〕154 号）

四十、《曲靖市市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曲靖市人民政府

公告第 1 号）

四十一、《曲靖市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曲靖市人民政

府公告第 2 号）

四十二、《曲靖市关闭非法煤矿若干规定》（曲靖市人民政

府公告第 3 号）

四十三、《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曲靖城区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的通告》（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6 号）

四十四、《曲靖市国有资本收益管理实施细则》（曲靖市人

民政府公告第 9 号）

四十五、《曲靖市煤焦价格调节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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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曲靖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程序规定》（曲

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13 号）

四十七、《曲靖市物业管理规定》（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14 号）

四十八、《曲靖市规划管理办法》（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16 号）

四十九、《曲靖市社会福利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曲靖市人

民政府公告第 17 号）

五十、《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中心城区禁燃烟煤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曲政发〔2005〕40号）

五十一、《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转发<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

资源开发秩序文件>的通知》（曲政发〔2005〕103 号）

五十二、《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管理

的通知》（曲政发〔2005〕111号）

五十三、《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出

租汽车行业管理工作的通知》（曲政办发〔2005〕242 号）

五十四、《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城市

医疗救助制度的试点方案>的通知》（曲政办发﹝2005﹞263 号）

五十五、《曲靖市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办法》（曲靖市人民

政府公告第 19 号）

五十六、《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执行<煤焦价格调节基金征

收使用管理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曲政发〔2006〕33 号）

五十七、《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公共安全技术

防范管理规定>的通知》（曲政发〔2006〕1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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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网吧管

理实施意见>的通知》（曲政办发〔2006〕51号）

五十九、《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行政机

关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的通知》（曲政办发〔2006〕118

号）

六十、《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工伤认定

办案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06〕184 号）

六十一、《曲靖市财政投资评审管理暂行办法》（曲靖市人

民政府公告第 28 号）

六十二、《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

见》（曲政发〔2007〕72 号）

六十三、《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财政扶

贫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07〕21 号）

六十四、《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文学艺

术创作奖评奖办法（试行）>的通知》（曲政办发〔2007〕22 号）

六十五、《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政府性投资建

设工程监督暂行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07〕143号）

六十六、《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

财政性资金拨付管理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07〕144 号）

六十七、《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政府性投资建

设项目前置审计实施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07〕151 号）

六十八、《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农村义

务教育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07〕

1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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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曲靖市地方煤矿安全生产重大和较大隐患治理

行政处罚实施细则》（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30 号）

七十、《曲靖市闲置土地处置办法》（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

第 34号）

七十一、《曲靖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曲靖市人

民政府公告第 36 号）

七十二、《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意

见（试行）》（曲政发〔2008〕11号）

七十三、《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曲政发〔2008〕48号）

七十四、《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政府信息公开

施行办法>的通知》（曲政发〔2008〕61 号）

七十五、《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绿化树木采挖

流通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曲政发〔2008〕90 号）

七十六、《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的意见》（曲政发〔2008〕91 号）

七十七、《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人就业工

作的意见》（曲政发〔2008〕111号）

七十八、《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曲靖市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曲政办发〔2008〕69号）

七十九、《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确认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

公告》（曲政公〔2009〕1 号）

八十、《曲靖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曲靖市人民政

府公告第 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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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曲靖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曲靖市人

民政府公告第 41 号）

八十二、《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确认曲靖市地方税务局等 6

家单位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告》（曲政公〔2009〕3 号）

八十三、《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部分重点旅游项目优惠政

策的通知》（曲政发〔2009〕44 号）

八十四、《曲靖市人民政府转发<省人民政府关于被征地农

民基本养老保障文件>的通知》（曲政发〔2009〕48号）

八十五、《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心城区私人

住宅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曲政发〔2009〕84号）

八十六、《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建设工

程施工企业诚信管理制度等 5 个文件的通知》（曲政办发〔2009〕

85 号）中的《曲靖市建设工程项目投标保证金管理制度》

八十七、《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确认曲靖市盐务管理局行

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告》（曲政公〔2010〕1 号）

八十八、《曲靖市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办法》（曲靖市人

民政府公告第 52 号）

八十九、《曲靖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医疗统筹暂

行办法》（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54 号）

九十、《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市级基本

支出预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10〕86 号）

九十一、《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市本级

项目支出预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10〕87 号)

九十二、《曲靖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曲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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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64 号）

九十三、《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事权的意见》（曲政发〔2012〕92号）

九十四、《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市级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曲政办发〔2012〕171号）

九十五、《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股权投

资类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12〕172 号）

九十六、《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中小企

业融资担保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12〕173

号）

九十七、《曲靖市特许经营权管理办法（试行）》（曲靖市

人民政府公告第 70号）

九十八、《曲靖市特许经营权注入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71 号）

九十九、《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

理的通知》（曲政发〔2013〕89 号）

一百、《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市级政府

采购评审专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13〕149号）

一百〇一、《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居住小

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管理的通知》（曲政发〔2014〕48号）

一百〇二、《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心城区建

设项目绿地和车位规划管理的通知》（曲政发〔2014〕53 号）

一百〇三、《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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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并联审批实施细则>的通知》（曲政办发〔2014〕13 号）

一百〇四、《曲靖中心城区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实施办法》

（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78 号）

一百〇五、《曲靖中心城区物业管理实施办法》（曲靖市人

民政府公告第 83 号）

一百〇六、《曲靖市中心城区建筑垃圾和散体物料运输处

置管理实施办法》（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87号）

一百〇七、《曲靖中心城区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管理

实施办法》（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88号）

一百〇八、《曲靖中心城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实施办

法》（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90号）

一百〇九、《曲靖市市级排污费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试行）》（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92 号）

一百一十、《曲靖市企业信用信息归集和使用管理办法（试

行）》（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93 号）

一百一十一、《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市级公共

资源交易监督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曲政发〔2016〕33号）

一百一十二、《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市级公共

资源交易保证金代收代退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曲政发

〔2016〕34 号）

一百一十三、《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院

士（专家）工作站实施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16〕29 号）

一百一十四、《曲靖市淘汰黄标车资金补贴办法》（曲靖市

人民政府公告 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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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十五、《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提前

淘汰黄标车补贴办法>的通知》（曲政办规〔2018〕1号）

一百一十六、《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地

沟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曲政办发〔2018〕23 号）

一百一十七、《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

煤炭行业去产能工作的通知》（曲政办发〔2018〕160号）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曲靖市人民政府

2021 年 1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