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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文〔2022〕2号

新乡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涉及营商环境规范性文件

清理结果的决定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为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加快政府职

能转变，更大程度激发市场、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优化营商环

境，保障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根据《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等有关规定，对我市涉及营商环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

现将清理结果公布如下：

一、《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应税土

地等级和税额标准的通告》（新政〔2007〕32号）等 132份规范

性文件继续有效。

新乡市人民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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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个人住房公积金委托

贷款暂行办法的通知》（新政〔2007〕30号）等 39份规范性文

件宣布失效和废止。

本决定予以保留、确认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有关实施部

门应当做好跟踪评估工作，及时提出修改、宣布失效和废止的建

议，确保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有效。

本决定规定宣布失效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自本决定发布之

日起不再执行，各级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不得再作为行政管

理的依据，并切实做好有关规范性文件宣布失效、废止后的后续

管理工作。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此前相关规定与本决定不一致的，

以此决定为准。

附件：1．确认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132份）

2．宣布失效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39份）

新乡市人民政府

2022年 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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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确认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132份）

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1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应税土地等

级和税额标准的通告
新政〔2007〕32号

2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新政〔2008〕11号

3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

管理办法的通知
新政〔2008〕22号

4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拥军优属若干规定的通知 新政〔2008〕33号

5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市级猪肉储备实施意见的

通知
新政〔2009〕1号

6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省及省核备市级重点建设项目联

审联批机制的意见
新政〔2009〕12号

7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意见 新政〔2009〕25号

8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意见 新政〔2010〕7号

9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 新政〔2010〕23号

10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农村公路建设与管理工作的

意见
新政〔2012〕3号

11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业产业化集群发展推进名牌农

业战略的意见
新政〔2012〕6号

12
新乡市人民政府贯彻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主食产

业化和粮油深加工的意见
新政〔2012〕21号

13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 新政〔2013〕9号

14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商标战略促进经济发展的意见 新政〔2013〕14号

15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施意

见
新政〔2014〕13号

16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新政〔2015〕5号

17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快递服务业发展的意见 新政〔201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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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18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实施意见 新政〔2015〕10号

19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星级工业企业评定奖励办

法（试行）的通知
新政〔2015〕12号

20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

作的实施意见
新政〔2018〕5号

21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全市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行工

作的实施意见
新政〔2018〕7号

22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面质量

管理的实施意见
新政〔2019〕5号

23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教育收费公示管理

办法的通知
新政办〔2005〕91号

24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各县（市）城镇土地使用税

应税土地等级税额标准的通知
新政办〔2007〕131号

25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政府早餐示范工

程”建设方案的通知
新政办〔2009〕157号

26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进入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工作的意见
新政办〔2010〕125号

27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发展我市注册会计师行业

的实施意见
新政办〔2010〕146号

28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强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的通知
新政办〔2011〕33号

29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千万

吨奶业跨越工程的实施意见
新政办〔2012〕7号

30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的实施意

见
新政办〔2012〕45号

31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畜牧产业集群发展的

意见
新政办〔2012〕63号

32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的通知
新政办〔2012〕135号

33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
新政办〔2013〕46号

34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

实施意见
新政办〔2014〕7号

35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新政办〔2014〕8号

36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部

门关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土地分宗出让试行办法的

通知

新政办〔2015〕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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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37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金融服务着力缓解企业融

资成本高问题的意见
新政办〔2015〕51号

38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炭火烧烤整治工作

奖惩办法的通知
新政办〔2015〕97号

39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工作的实施意见
新政办〔2015〕98号

40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

的意见
新政办〔2015〕109号

41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动新乡市都市生态农业发展

的意见
新政办〔2016〕1号

42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政府投融资公司改革创新

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
新政办〔2016〕14号

43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政府部门权责清单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新政办〔2016〕35号

44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新乡市外贸稳定增长的实

施意见
新政办〔2016〕37号

45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

发展的意见
新政办〔2016〕59号

46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金融业发展专项奖

补资金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新政办〔2016〕113号

47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应急转贷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的通知
新政办〔2016〕114号

48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全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的实施意见
新政办〔2016〕116号

49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地方戏曲保护和传承发展

的意见
新政办〔2016〕127号

50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文广新局等部门关于做好政

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新政办〔2016〕145号

51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

意见
新政办〔2016〕146号

52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

实施意见
新政办〔2017〕11号

53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全市资本市场发展的

意见
新政办〔2017〕15号

54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对积极推动“四上”

企业统计工作的基层政府和企业实行奖励工作方案的通知
新政办〔2017〕24号

55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施意

见
新政办〔2017〕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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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56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农民工返乡创业示

范县评审认定办法（试行）等三个办法的通知
新政办〔2017〕29号

57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设新乡金融港的意见 新政办〔2017〕31号

58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个体工商户简易注

销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新政办〔2017〕57号

59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支持大中型工业企业开展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意见
新政办〔2017〕60号

60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

发展的意见
新政办〔2017〕84号

61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扶贫小额信贷助推

脱贫攻坚实施方案等六个方案的通知
新政办〔2017〕92号

62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关于推进金

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政策措施的通知
新政办〔2017〕112号

63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新乡市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工作的实施意见
新政办〔2017〕113号

64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

管理办法的通知
新政办〔2017〕119号

65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处置国有僵尸企业

实施方案的通知
新政办〔2017〕130号

66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新政办〔2017〕141号

67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支持药品生产企业

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实施方案（暂行）的

通知

新政办〔2018〕2号

68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制造业创新中心建

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新政办〔2018〕17号

69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开展企业成长促进

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新政办〔2018〕41号

70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处置国有僵尸企业的指导意见 新政办〔2018〕44号

71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大力发展装配式建

筑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新政办〔2018〕56号

72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新乡市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的指

导意见
新政办〔2018〕71号

73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超低能耗建筑示范

工程项目和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新政办〔2018〕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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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74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落

实无还本续贷政策的意见
新政办〔2018〕78号

75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当前不动产登记有关工作

的实施意见
新政办〔2019〕3号

76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加快建

设粮食经济强市的实施意见
新政办〔2019〕6号

77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涉气工业企业污染

排放分级管理评价办法和五个方案的通知
新政办〔2019〕21号

78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城市公交成本规制

及财政补贴暂行办法的通知
新政办〔2019〕30号

79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5G 网络建设发展的意

见
新政办〔2019〕40号

80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入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大力发

展优势特色农业的意见
新政办〔2019〕42号

81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创新招商方式加强投资促进工

作十条措施
新政办〔2020〕3号

82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

施方案的通知
新政文〔2008〕172号

83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公共资源交易投诉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
新政文〔2010〕149号

84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违法

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
新政文〔2010〕150号

85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电网建设的若干意见 新政文〔2011〕114号

86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新政文〔2014〕9号

87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制度的实施意见 新政文〔2014〕91号

88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计量发展规划（2013—2020

年）的实施意见
新政文〔2014〕127号

89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

通知
新政文〔2014〕129号

90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成品油市场监管维护成品油市场

秩序的意见
新政文〔2014〕132号

91
新乡市人民政府贯彻豫政〔2014〕95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实施意见的通知
新政文〔2015〕15号

92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

通知
新政文〔2015〕31号

93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金融工作的指导意见 新政文〔2015〕75号

94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引导和促进我市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的

实施意见
新政文〔2015〕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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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95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
新政文〔2015〕84号

96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创新型单位建设暂行管理

办法的通知
新政文〔2015〕98号

97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 新政文〔2015〕128号

98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新政文〔2015〕151号

99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

支持经济发展的意见
新政文〔2015〕152号

100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单的决定 新政文〔2015〕166号

101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调整行政审批项目和部门非行政

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
新政文﹝2015﹞172号

102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意

见
新政文〔2016〕4号

103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

制改革试点经验的实施意见
新政文〔2016〕15号

104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新乡学院转型发展服务我市经济

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
新政文〔2016〕46号

105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新乡市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实施意见
新政文〔2016〕47号

106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实

施意见
新政文〔2016〕55号

107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新政文〔2016〕59号

108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实施意

见
新政文〔2016〕63号

109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

实施意见
新政文〔2016〕73号

110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新乡市农信社改革发展的

意见
新政文〔2016〕74号

111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 新政文〔2016〕83号

112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意见 新政文〔2016〕88号

113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整合建立全市统一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
新政文〔2016〕165号

114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和调整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

决定
新政文〔2016〕173号

115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招商引金加快金融业发展的意见 新政文〔2016〕1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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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116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的实施意见 新政文〔2016〕178号

117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

康发展的通知
新政文〔2016〕179号

118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新乡市加快先进制造业专业园区建设

的实施意见
新政文〔2016〕199号

119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 新政文〔2016〕209号

120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的

实施意见
新政文〔2016〕210号

121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新政文〔2017〕13号

122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单的决定 新政文〔2017〕71号

123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的实施意见
新政文〔2017〕113号

124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的决定
新政文〔2017〕114号

125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

知
新政文〔2017〕126号

126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国有非工业企业改革推进

方案的通知
新政文〔2017〕171号

127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的决定
新政文〔2018〕18号

128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防范和化解企业担保链风险的指导意

见
新政文〔2018〕46号

129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保护

工作办法（试行）新乡市河（湖）长制工作市级考核办法的

通知

新政文〔2018〕95号

130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先进制造业专业园区动态管理的意见 新政文〔2019〕44号

131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登顶太行”企业上市五年

行动计划（2020—2024年）的通知
新政文〔2019〕97号

132 新乡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 政府令 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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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宣布失效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39份）
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1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个人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暂行

办法的通知
新政〔2007〕30号

2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加快产业集聚区科学发展若干

政策的通知
新政〔2009〕31号

3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产业集聚区功能集合构建的指导意见 新政〔2010〕16号

4
新乡市人民政府 新乡军分区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

的意见
新政〔2011〕9号

5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意见 新政〔2012〕12号

6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促进中小微企业健康发

展的意见
新政〔2013〕3号

7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新政〔2013〕12号

8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 新政〔2014〕12号

9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涉及著名商标（知名商标）文件清理

结果的通知
新政〔2018〕1号

10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河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费征收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
新政办〔2010〕165号

11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实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

产能力规划项目建设管理实施细则
新政办〔2010〕197号

12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人防工程建设问题的通知 新政办〔2011〕61号

13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发改委等三部门关于解决石油天

然气管道占压问题意见的通知
新政办〔2013〕49号

14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的通

知
新政办〔2013〕77号

15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发展乡村旅游的意见

新政办〔2013〕129号

16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

实施意见
新政办〔2014〕140号

17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 新政办〔2015〕4号

18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实施商标战略工作考核

办法的通知
新政办〔2015〕36号

19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投资类企业风险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
新政办〔2015〕1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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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20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引黄调蓄工程建设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新政办〔2016〕2号

21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企业和自然人守信联合

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暂行办法的通知
新政办〔2016〕96号

22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引进培育创新创业领军

人才子女入学和配偶就业暂行办法的通知
新政办〔2016〕130号

23 新乡市鼓励留学人员来新创新创业暂行规定的通知 新政办〔2016〕132号

24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发挥财政职能引入保险机制撬

动金融资本助推脱贫攻坚工作方案的通知
新政办〔2017〕110号

25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转

移就业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新政办〔2017〕126号

26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成品油流通市场监管举

报奖励规定的通知
新政办〔2018〕15号

27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三大改造”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若干财政政策的意见
新政办〔2018〕50号

28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取消下放调整和保留行政审批项目的

决定
新政文〔2013〕254号

29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取消下放调整和保留行政审批事项的

决定
新政文〔2014〕123号

30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高成长服务业强市的若干意见 新政文〔2014〕133号

31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科技创新奖励资金暂行管理办

法的通知
新政文〔2015〕97号

32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大企业（集团）的意见 新政文〔2016〕198号

33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 新政文〔2017〕45号

34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确定政府部门依申请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清

单的决定
新政文〔2017〕82号

35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一批证明事项和保留基层出具证明事

项的决定
新政文〔2017〕106号

36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化解过剩产能攻坚方案等六个

方案的通知
新政文〔2017〕139号

37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新乡市支持制造业转型发展的若干意见 新政文〔2018〕15号

38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科技顾问聘任管理办法的通知 新政文〔2018〕29号

39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新商回归创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新政文〔2018〕55号

http://www.cms.xxdz/xxcms/cms/template/down.jsp?columnId=1855&infoId=18745
http://www.cms.xxdz/xxcms/cms/template/down.jsp?columnId=1855&infoId=18745
http://www.xx.hny.gov.cn/xxcms/cms/template/down.jsp?columnId=1855&infoId=42422
http://www.xx.hny.gov.cn/xxcms/cms/template/down.jsp?columnId=1855&infoId=42422
http://www.xx.hny.gov.cn/xxcms/cms/template/down.jsp?columnId=1853&infoId=4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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