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保留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
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1 孟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政府令第13号

2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贯彻落实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2006〕46号

3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村级人口计生管理员工资改革方案的通知 孟政〔2008〕28号

4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市产业集聚区创业园的实施意见 孟政〔2010〕5号

5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孟政〔2012〕6号

6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城市道路挖掘管理办法的通知 孟政〔2012〕50号

7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的通知 孟政〔2013〕2号

8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孟州市城乡主要道路两侧规划管理指标的通知 孟政〔2015〕1号

9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的补充通知 孟政〔2015〕2号

10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孟政〔2015〕3号

11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孟政〔2015〕21号

12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产业集聚区内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的通知 孟政〔2015〕24号

13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客一危车辆监管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实施意见 孟政〔2016〕22号

14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 孟政〔2016〕23号

15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政府部门各类不必要证明和盖章环节的通知 孟政〔2016〕24号

16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供销社开展土地托管服务工作的意见 孟政〔2017〕4号

17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贫困群众财政补贴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2017〕8号

18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孟州市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 孟政〔2017〕9号

19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孟州市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通知 孟政〔2017〕11号



序
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20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 孟政〔2017〕13号

21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实施办法的通知 孟政〔2017〕17号

22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取消和保留证明清单的通知 孟政〔2017〕23号

23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孟政〔2018〕5号

24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孟政〔2018〕22号

25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的通知 孟政〔2018〕34号

26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孟州市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的通知 孟政〔2019〕3号

27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办法的通知 孟政〔2020〕1号

28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方案的通知 孟政〔2020〕2号

29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孟州市“菜篮子”工程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孟政〔2020〕10号

30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的通知 孟政〔2020〕14号

31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

孟政〔2020〕18号

32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意见 孟政〔2021〕9号

33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 孟政〔2021〕11号

34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孟政〔2021〕12号

35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市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 孟政〔2021〕15号 

36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展的意见 孟政文〔2014〕46号

37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鱼塘畜禽养殖等问题整改工
作方案的通知

孟政文〔2021〕89号

38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政府投资建设工程项目（政府采购项目）履约保证金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孟政文〔2021〕106号

39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孟州市关闭破产企业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医疗保险
工作的通知

孟政办〔2010〕48号

40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孟州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中建立民事损害赔偿纠纷人
民调解工作机制的通知

孟政办〔2011〕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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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建立乡镇办事处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实施意见的通知 孟政办〔2011〕75号

42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司法局等部门关于建立劳动人事争议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实施意见的通知

孟政办〔2011〕76号

43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司法局等部门关于建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实施意见
的通知

孟政办〔2011〕77号

44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河道干渠管理办法的通知 孟政办〔2012〕44号

45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通知 孟政办〔2012〕59号

46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孟州市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实施办法的通知 孟政办〔2012〕93号

47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认证管理办法的通知 孟政办〔2012〕103号

48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孟政办〔2012〕109号

49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孟政办〔2013〕23号

50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基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 孟政办〔2013〕82号

51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管理办法的通知 孟政办〔2014〕8号

52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

孟政办〔2015〕26号

53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道路运输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孟政办〔2015〕57号

54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孟政办〔2015〕68号

55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 孟政办〔2015〕115号

56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孟州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的通知 孟政办〔2016〕19号

57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审计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 孟政办〔2016〕34号

58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 孟政办〔2016〕45号

59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动态管理与行政权力运
行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孟政办〔2016〕74号

60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印发孟州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知 孟政办〔2016〕85号

61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教育奖励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孟政办〔2016〕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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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金融业发展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孟政办〔2016〕100号

63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
办法的通知

孟政办〔2016〕112号

64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工作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16〕115号

65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

孟政办〔2017〕83号

66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区域卫生规划（2016—2030）的通知 孟政办〔2017〕100号

67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18〕4号

68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工
作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18〕21号

69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 孟政办〔2018〕61号

70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加强道路客运市场安全管理的通知 孟政办〔2020〕2号

71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20〕18号

72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扩大我市城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有关事项的通知 孟政办〔2020〕45号

73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赋予乡镇办事处第三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指导目录的通知 孟政办〔2020〕48号

74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政府采购相关工作的通知 孟政办〔2021〕4号

75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级财政专项资金存放银行业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 孟政办〔2021〕5号

76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实施意见 孟政办〔2021〕9号

77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提质项目的通知 孟政办〔2021〕18号

78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的通知 孟政办〔2021〕21号

79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21〕22号

80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乡村振兴局市委农办市财政局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
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21〕23号

81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工作办法的通知 孟政办〔2022〕4号

82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22〕3号



附件2

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
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1 孟州市行政许可听证规定 政府令第4号

2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孟政〔2007〕8号

3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孟政〔2009〕19号

4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提灌站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孟政〔2010〕2号

5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追究规定的通知 孟政〔2011〕41号

6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安全生产奖惩办法的通知 孟政〔2012〕10号

7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惠民殡葬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2012〕20号

8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 孟政〔2012〕46号

9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妇女发展规划和孟州市儿童发展规划的通知 孟政〔2013〕10号

10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孟政〔2014〕11号

11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国石化洛阳分公司1800万吨/年炼油扩能改造工程卫生防
护距离范围内敏感点征收安置方案的通知

孟政〔2014〕19号

12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国石化洛阳分公司1800万吨/年炼油扩能改造工程卫生防
护距离范围内敏感点征收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2014〕20号

13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城市河流清洁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2014〕23号

14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 孟政〔2015〕6号

15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2015〕8号

16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南庄镇毛皮污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2015〕12号

17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孟政〔2015〕14号

18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2015〕17号

19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孟政〔2015〕19号

20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实施意见 孟政〔2015〕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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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意见 孟政〔2016〕4号

22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的通
知

孟政〔2016〕11号

23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的通知 孟政〔2016〕20号

24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河南省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 孟政〔2016〕26号

25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调整增加有关部门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 孟政〔2016〕27号

26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调整增加有关部门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 孟政〔2017〕7号

27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关于印发孟州市土壤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暨孟州市土壤环境保护
方案的通知

孟政〔2017〕18号

28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市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 孟政〔2018〕31号

29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2019〕2号

30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重在“治”要在“建”的实施意见 孟政〔2019〕30号

31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07〕19号

32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计划生育家庭留守儿童助学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

孟政办〔2007〕29号

33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离休干部伤残军人医药费统筹管理实施细则
的通知

孟政办〔2008〕80号

34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意见的通知 孟政办〔2010〕12号

35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实施细则的通知 孟政办〔2011〕1号

36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医疗机构推行先住院后结算服务模式改革实
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12〕31号

37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培育工作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13〕25号

38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

孟政办〔2013〕29号

39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工作的通知 孟政办〔2013〕80号

40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14〕36号

41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 孟政办〔2014〕49号

42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老蟒河下官庄段治理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14〕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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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农村公路乡村通畅工程活动考评细则的通知 孟政办〔2014〕62号

44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建立社会救助申请受理窗口的通知 孟政办〔2014〕63号

45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八项措施责任
分工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15〕39号

46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促进孟州市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调发展的意见 孟政办〔2015〕120号

47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碧水工程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的通知

孟政办〔2016〕14号

48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治理活动的通知 孟政办〔2016〕22号

49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
业工作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16〕35号

50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快移动通信基站建设发展的通知 孟政办〔2016〕47号

51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自备水井封井实施
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16〕93号

52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创新融资模式加快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 孟政办〔2016〕95号

53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实施方案
的通知

孟政办〔2016〕111号

54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地名管理工作的通知 孟政办〔2017〕68号

55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的通知 孟政办〔2018〕13号

56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孟州市第一批“一次办妥”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的通
知

孟政办〔2018〕34号

57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孟州市第二批“一次办妥”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的通
知

孟政办〔2018〕54号

58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办法（试行）的通知 孟政办〔2020〕27号

59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20〕55号

60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 孟政文〔2014〕54号

61 孟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孟州市创建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文〔2020〕24号



附件3

不做为规范性文件管理目录
序
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1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公立幼儿园编制管理的通知 孟政〔2013〕16号

2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州市“十三五”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和寄宿制学校建
设专项规划的通知

孟政〔2017〕16号

3 孟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孟政〔2017〕21号

4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政府专职消防员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孟政办〔2014〕17号

5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通知 孟政办〔2015〕35号

6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 孟政办〔2016〕6号

7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土小”企
业清理取缔和监管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孟政办〔2016〕17号

8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河南省排污许可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孟政办〔2016〕59号

9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
法宣誓实施办法的通知

孟政办〔2017〕13号

10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编制行政权力事项清单的通知 孟政办〔2017〕31号

11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房屋交易与不动产登记衔接有关问题的通知 孟政办〔2017〕84号

12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孟政办〔2019〕51号

13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 孟政办〔2019〕52号

14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印发孟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孟政办〔2020〕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