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决定废止的区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清理目录
序号 标  题 文  号

1 关于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 巴州府发〔2013〕7号

2 关于印发《巴州区基层水务服务机构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发〔2013〕12号

3 关于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巴州府发〔2013〕16号

4 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储备管理工作的通知 巴州府发〔2013〕49号

5 关于印发《巴州区201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3〕7号

6 关于印发补充细化巴中市征收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3〕32号

7 关于印发《巴中经济开发区巴州工业园建设推进办法》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3〕48号

8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盘兴物流园建设投入办法（试行）》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3〕49号

9 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工作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3〕73号

10 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等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3〕90号

11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3〕189号

12 关于转发《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检查行为的通知》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3〕197号

13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政府关于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3〕223号

14 关于进一步加强项目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 巴州府发〔201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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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  题 文  号

15 关于规范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 巴州府发〔2014〕13号

16 关于进一步规范乡镇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 巴州府发〔2014〕20号

17 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储备管理工作的通知 巴州府发〔2014〕22号

18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建立乡镇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发〔2014〕24号

19 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 巴州府发〔2014〕31号

20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通知 巴州府发〔2014〕41号

21 关于印发《巴州区“卸载+记分+吊证+不收费”治超模式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发〔2014〕44号

22 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 巴州府发〔2014〕46号

23 关于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实施意见 巴州府办〔2014〕32号

24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财政支农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4〕37号

25 关于进一步规范征地补偿工作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4〕38号

26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免费婚检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4〕73号

27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责任追究制度》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4〕79号

28 关于转发《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住房公积金制度建设的通知》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4〕83号

29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和一般诊疗管理办法》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4〕89号

30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4〕117号

31 关于批转区财政局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发〔2015〕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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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  题 文  号

32 关于印发《巴州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5〕3号

33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5〕36号

34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创建省级创业型城市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5〕38号

35 关于加强减灾救灾工作的实施意见 巴州府办〔2015〕97号

36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区本级公共资源进场交易目录》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5〕108号

37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加快推进“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5〕145号

38 关于印发《巴州区农村宅基地及农房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巴州府发〔2016〕47号

39 关于做好第十届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实施意见 巴州府发〔2016〕53号

40 关于建立全区打击治理通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6〕18号

41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支持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6〕30号

42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修订）》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6〕31号

43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推广随即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6〕42号

44 关于建立乡镇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6〕69号

45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6〕77号

46 关于印发《巴州区网格化环境监管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6〕90号

47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6〕100号

48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6〕1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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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  题 文  号

49 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6〕111号

50 关于转发《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巴中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扶助办法（试行）>的通知》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6〕124号

51 关于转发《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巴中市智慧政务平台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6〕132号

52 关于转发《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巴中市“智慧政务监督系统”电子监督办法（试行）的通知》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6〕133号

53 关于转发《巴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县级行政许可项目目录清单和运行流程图清单的通知》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6〕134号

54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医疗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6〕159号

55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通知 巴州府发〔2017〕6号

56 关于促进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巴州府发〔2017〕8号

57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控辍保学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发〔2017〕24号

58 关于印发《巴州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7〕16号

59 关于转发《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关于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的通知》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7〕47号

60 关于印发《巴州区开展行政效能核查问责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7〕81号

61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卫生扶贫救助基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7〕111号

62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食品饮料产业发展推进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7〕120号

63 关于印发《巴州区生态护林员选聘及管理考核办法（暂行）》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7〕129号

64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7〕151号

65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卫生扶贫救助基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7〕1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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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  题 文  号

66 关于印发《巴州区行政许可“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事项清单》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7〕191号

67 关于印发《四川省黄石盘水库工程巴州区移民搬迁安置奖补办法》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7〕205号

68 关于印发《四川省黄石盘水库工程巴州区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实施细则》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7〕206号

69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7〕216号

70 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复垦工作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7〕226号

71 关于转发《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巴中市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7〕229号

72 关于印发《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晏阳初校园信用文化基金设立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发〔2018〕2号

73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区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18年本）》的通知 巴州府发〔2018〕15号

74 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增减挂钩项目工作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8〕4号

75 关于转发《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巴中市乡级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8〕7号

76 关于印发《巴州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8〕18号

77 关于印发《巴州区“十三五”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8〕32号

78 关于印发《巴州区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规定》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8〕41号

79 关于印发《巴州区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备案制度》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8〕42号

80 关于转发《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购房补贴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8〕87号

81 关于印发《巴州区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试行办法》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8〕96号

82 关于印发《巴州区深化外来投资企业“一站式”服务改革总体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8〕1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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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区、乡、村三级公共服务事项目录（2018年本）》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8〕118号

84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最多跑一次”“全程网办”等事项清单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8〕124号

85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8〕143号

86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委员会工作规则》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8〕168号

87 关于印发《巴州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8〕179号

88 关于加快推进2019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工作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9〕16号

89 关于印发《巴中市巴州区城乡低保审批权限委托下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19〕27号

90 关于印发《巴州区耕地保护督察发现问题和土地例行督察“挂账”问题整改方案》的通知 巴州府办〔2020〕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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