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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CR-2016-0020004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枣政办发〔2016〕33号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枣庄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各大企业： 

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促进依法行政和简政放权，根据《山

东省行政程序规定》（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38号）和《枣庄市人

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枣政发〔2016〕10 号），市政

府法制办组织对2012年 1月 1日以前公布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进行了全面清理。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清理结果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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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1年 12月 31日以前公布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2001年 12月 31日以前公布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全部废止。

今后，不再继续作为实施行政管理的依据。 

二、2002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公布的市政府规范性

文件 

（一）继续有效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89件。统一登记、统一

编号、统一公布（以下简称“三统一”）登记号：ZZCR-2016-0020004；

有效期至2017年 12月 31日。有效期届满前，起草或者实施部门

认为需要继续执行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内向市政府法

制办提出。经市政府法制办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执行的，报市政府

重新发布或者修订后发布。逾期不重新发布或修订后发布的，自

行废止。 

（二）需要修改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28件。有关部门要及时

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并于2017年 3月 1日前，按程序报市

政府审定后重新印发实施；逾期未按要求报送的，该文件作废。 

（三）宣布废止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95件。停止执行。不再

作为实施行政管理的依据。 

三、2012年 1月 1日以后公布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2012 年 1月 1日以后公布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均已进行“三

统一”，按其载明有效期和施行日期执行。 

按照《枣庄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枣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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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号）要求，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制度，有效期

届满的，规范性文件自行废止。市政府法制办要建立市政府规范

性文件目录，实行动态更新，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附件：1.继续有效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 

2.需要修改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 

3.宣布废止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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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继续有效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号 标题 起草机关 发布机关 发布日期 

1 枣政发〔2007〕92号 关于切实加强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市政府办公室 市政府 2007.12.07 

2 枣政发〔2009〕15号 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 市政府办公室 市政府 2009.04.16 

3 枣政办发〔2009〕67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政府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 2009.08.31 

4 枣政办字〔2011〕75号 关于推进全市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的意见 市政府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9.29 

5 枣政发〔2005〕56号 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市发改委 市政府 2005.09.15 

6 枣政发〔2008〕19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实施纲要的通知 市发改委 市政府 2008.04.20 

7 枣政发〔2005〕58号 关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实施意见 市经信委 市政府 2005.09.23 

8 枣政发〔2007〕17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办法》的通知 市经信委 市政府 2007.04.04 

9 枣政发〔2007〕71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超标准耗能加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经信委 市政府 2007.10.17 

10 枣政发〔2008〕68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节油节电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经信委 市政府 2008.11.05 

11 市政府令第88号 枣庄市中小学校舍安全责任追究办法 市教育局 市政府 2003.08.15 

12 枣政办发〔2007〕19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督导工作的意见 市教育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7.03.13 

13 枣政发〔2007〕55号 
关于建立健全普通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

策体系的实施意见 
市教育局 市政府 2007.08.24 

14 枣政办发〔2007〕83号 
关于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杂费和实施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资助政策的意见 
市教育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7.09.27 

15 枣政发〔2007〕86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工作的意见 市教育局 市政府 2007.11.22 

16 枣政发〔2008〕50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市教育局 市政府 2008.09.01 

17 枣政办发〔2009〕40号 
转发市教育局等部门关于做好我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的意

见的通知 
市教育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9.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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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枣政办发〔2010〕15号 
转发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关于实行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深化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 
市教育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0.03.26 

19 市政府令第115号 枣庄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市科技局 市政府 2007.07.03 

20 枣政发〔2007〕51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民政局 市政府 2007.08.10 

21 枣政发〔2011〕50号 
枣庄市人民政府枣庄军分区 

关于加强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民政局 市政府 2011.10.08 

22 市政府令第129号 枣庄市法律援助办法 市司法局 市政府 2011.07.28 

23 枣政发〔2006〕12号 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意见 市财政局 市政府 2006.03.16 

24 枣政发〔2003〕50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 市人社局 市政府 2003.06.18 

25 枣政办发〔2007〕10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意见》《枣庄市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和《枣庄市机关事业

单位离退休人员计发离退休费等问题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市人社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7.01.31 

26 枣政发〔2007〕56号 
关于做好城镇零就业家庭和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就业援助工

作的意见 
市人社局 市政府 2007.08.27 

27 枣政发〔2007〕76号 关于加强企业工资宏观调控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意见 市人社局 市政府 2007.11.01 

28 枣政发〔2008〕51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 市人社局 市政府 2008.09.04 

29 枣政办发〔2008〕100号 关于做好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市人社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8.11.26 

30 枣政办发〔2009〕32号 关于切实做好企业年金工作的通知 市人社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9.04.17 

31 枣政办发〔2009〕77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毕业生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人社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9.10.13 

32 枣政办发〔2010〕36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办法的通知 市人社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0.06.21 

33 枣政办发〔2010〕72号 
关于贯彻鲁政办发〔2010〕19号文件 

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通知 
市人社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0.07.19 

34 枣政办发〔2011〕33号 关于实施枣庄市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的意见 市人社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4.20 

35 市政府令第89号 枣庄市测量标志保护管理办法 市国土资源局 市政府 2003.08.25 

36 枣政办发〔2007〕21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区（市）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

的通知 
市国土资源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7.03.19 

37 枣政办发〔2008〕53号 关于落实土地监管共同责任遏制违法违规用地行为的通知 市国土资源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8.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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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枣政办发〔2010〕9号 关于加强建设用地供应和批后监管工作的通知 市国土资源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0.03.17 

39 枣政发〔2011〕23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国有建设用地批后监管办法》的通知 市国土资源局 市政府 2011.05.12 

40 枣政发〔2011〕37号 关于加强土地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 市国土资源局 市政府 2011.07.24 

41 枣政办发〔2011〕52号 关于加强枣庄新城北部山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通知 市规划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7.05 

42 市政府令第117号 枣庄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07.07.30 

43 枣政办字〔2011〕36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运作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 市住建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5.13 

44 枣政办发〔2011〕48号 
关于在新建商品住宅小区和棚户区改造项目中配建保障性住房的

实施意见 
市住建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6.09 

45 枣政办发〔2011〕43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城市管理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5.25 

46 枣政发〔2007〕89号 关于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市交通运输局 市政府 2007.12.05 

47 枣政办发〔2004〕83号 关于切实加强农村集体资产与财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市农业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4.09.27 

48 枣政办发〔2010〕34号 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实施意见 市农业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0.06.18 

49 枣政发〔2011〕58号 关于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意见 市农业局 市政府 2011.11.16 

50 枣政发〔2003〕103号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的意见 市文广新局 市政府 2003.12.17 

51 枣政办发〔2004〕80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文物保护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办法》的通知 市文广新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4.09.14 

52 枣政办发〔2008〕79号 关于开展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卫计委 市政府办公室 2008.09.28 

53 市政府令第124号 枣庄市社会医疗急救管理办法 市卫计委 市政府 2008.12.01 

54 枣政发〔2010〕28号 关于扶持中医事业发展的意见 市卫计委 市政府 2010.06.03 

55 枣政发〔2006〕76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环保局 市政府 2006.12.26 

56 枣政发〔2009〕41号 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 市环保局 市政府 2009.08.11 

57 枣政办发〔2010〕40号 关于构建全市环境安全防控体系的实施意见 市环保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0.07.12 

58 枣政办发〔2011〕21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意见 市体育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3.24 

59 市政府令第92号 枣庄市封山育林管理规定 市林业局 市政府 2003.11.19 

60 市政府令第127号 枣庄市湿地公园建设管理办法 市林业局 市政府 2011.03.15 

61 枣政发〔2011〕63号 关于全面加强森林防火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 市林业局 市政府 2011.12.12 

62 市政府令第116号 枣庄市地方储备粮管理办法 市粮食局 市政府 2007.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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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枣政办发〔2008〕58号 
关于贯彻鲁政办发〔2008〕22号文件 

落实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的通知 
市安监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8.07.17 

64 枣政办发〔2011〕4号 
关于贯彻落实鲁政办发〔2010〕74号文件 

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市安监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2.14 

65 枣政发〔2007〕88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人防办 市政府 2007.11.22 

66 枣政发〔2009〕44号 
枣庄市人民政府枣庄军分区 

关于进一步加快人民防空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市人防办 市政府 2009.09.09 

67 枣政发〔2011〕17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行政复议应诉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法制办 市政府 2011.04.20 

68 枣政发〔2008〕24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中小企业促进办法》的通知 市中小企业局 市政府 2008.05.06 

69 枣政发〔2010〕10号 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市中小企业局 市政府 2010.02.05 

70 枣政发〔2009〕8号 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 市国资委 市政府 2009.03.02 

71 市政府令第132号 枣庄市优待老年人规定 市老龄办 市政府 2011.12.12 

72 市政府令第131号 枣庄市地方史志工作办法 市史志办 市政府 2011.09.29 

73 枣政办发〔2010〕107号 转发市煤炭局关于实行煤矿领导干部下井带班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 市煤炭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0.11.15 

74 枣政办字〔2011〕94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工程管护办法的通知 
市农业综合 

开发办 
市政府办公室 2011.12.13 

75 枣政发〔2004〕60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的意见 
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市政府 2004.08.05 

76 枣政办发〔2008〕88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城镇居住区邮政信报箱建设管理工作的意见 市邮政管理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8.10.27 

77 枣政发〔2006〕10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办法》的通知 市畜牧兽医局 市政府 2006.03.15 

78 枣政发〔2007〕77号 关于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市畜牧兽医局 市政府 2007.11.01 

79 枣政办发〔2008〕16号 关于推进产销一体化经营加快优质生猪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市畜牧兽医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8.03.11 

80 枣政发〔2011〕52号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的意见 市畜牧兽医局 市政府 2011.10.19 

81 枣政发〔2011〕40号 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 市农机局 市政府 2011.08.01 

82 枣政发〔2007〕85号 关于加快供销社改革发展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 市供销社 市政府 2007.11.22 

83 枣政发〔2005〕30号 关于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意见 市人民银行 市政府 2005.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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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枣政办字〔2009〕68号 
关于转发市人民银行市林业局 

《枣庄市林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人民银行 市政府办公室 2009.09.29 

85 枣政办发〔2010〕26号 转发市人民银行枣庄市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人民银行 市政府办公室 2010.05.17 

86 枣政办发〔2011〕34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全市水利建设工作的意见 市人民银行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4.27 

87 枣政办发〔2004〕74号 关于由地税部门代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市地税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4.08.19 

88 枣政办字〔2009〕69号 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税收征管工作的通知 市地税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9.10.09 

89 枣政发〔2006〕73号 关于进一步加快气象事业发展的意见 市气象局 市政府 2006.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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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需要修改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号 标题 起草机关 发布机关 发布日期 

1 枣政发〔2006〕36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节能监察办法》的通知 市经信委 市政府 2006.06.27 

2 枣政发〔2005〕71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政务公开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 市监察局 市政府 2005.12.05 

3 枣政发〔2006〕24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村务公开办法》的通知 市民政局 市政府 2006.05.10 

4 市政府令第121号 枣庄市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 市民政局 市政府 2008.01.29 

5 枣政发〔2009〕12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意见 市财政局 市政府 2009.03.18 

6 枣政办发〔2005〕31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引进国外专家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人社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5.04.20 

7 枣政发〔2008〕28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通知 市人社局 市政府 2008.05.15 

8 枣政办发〔2009〕75号 转发市人事局等部门关于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市人社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9.09.27 

9 市政府令第79号 枣庄市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管理办法 市国土资源局 市政府 2002.09.04 

10 枣政发〔2006〕43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通知 市规划局 市政府 2006.08.23 

11 市政府令第113号 枣庄市城市居民自建住房规划管理办法 市规划局 市政府 2007.04.18 

12 枣政发〔2003〕36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03.05.27 

13 枣政发〔2004〕37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企业养老保障金征缴管理工作的通知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04.04.22 

14 市政府令第108号 枣庄市城市供水办法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06.06.16 

15 枣政发〔2009〕35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09.06.26 

16 枣政发〔2009〕50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 

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09.10.20 

17 枣政办字[2010]80号 关于棚户区改造项目减免规费及奖补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 市住建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0.12.31 

18 枣政发〔2011〕33号 印发《关于处理房屋权属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11.06.29 

19 市政府令第130号 枣庄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11.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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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枣政发〔2008〕82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交通运输局 市政府 2008.12.18 

21 枣政办发〔2008〕72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 市农业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8.09.05 

22 枣政办发〔2007〕41号 关于建立经济开发区工作考核制度的通知 市商务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7.05.18 

23 枣政发〔2010〕36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质监局 市政府 2010.07.02 

24 枣政发〔2007〕36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区（市）少年儿童竞技体育学校办学规定》的通知 市体育局 市政府 2007.06.15 

25 枣政办发〔2009〕2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办法》的通知 市安监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9.01.06 

26 枣政发〔2008〕8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区（市）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意见 市法制办 市政府 2008.02.26 

27 枣政发〔2009〕37号 关于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 市法制办 市政府 2009.07.08 

28 枣政办发〔2006〕66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关闭矿井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煤炭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6.10.30 

 



 —11— 

附件3 

宣布废止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 
（2001年12月31日前公布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全部废止，不再公布目录） 

序号 文号 标题 起草机关 发布机关 发布日期 

1 市政府令第73号 枣庄市实施《山东省行政审批规定》办法 市编办 市政府 2002.04.04 

2 枣政办发〔2010〕4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应急救援队伍协调运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市政府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 2010.02.25 

3 枣政办字〔2011〕50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政府信息发布协调工作规定（试行）》等制度的

通知 
市政府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6.16 

4 枣政办发〔2007〕58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信访事项听证办法（试行）》的通知 市信访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7.06.22 

5 枣政办发〔2002〕67号 
转发市残联市财政局 

枣庄市市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纳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残联 市政府办公室 2002.11.04 

6 枣政发〔2011〕61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残疾人优惠扶持规定》的通知 市残联 市政府 2011.12.01 

7 枣政办发〔2009〕70号 关于推进城市“一卡通”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经信委 市政府办公室 2009.09.08 

8 枣政发〔2003〕99号 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市教育局 市政府 2003.12.06 

9 枣政办发〔2004〕81号 
转发市教育局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关于在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试行“一费制”收费办法的意见的通知 
市教育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4.09.17 

10 枣政办发〔2009〕56号 关于建设学士后流动站的实施意见 市教育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9.07.07 

11 枣政办字〔2011〕2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士后流动站建设工作的通知 市教育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1.17 

12 枣政办发〔2011〕66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城区幼儿园规划建设和使用办法（试行）的通知 市教育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1.12.12 

13 枣政办发〔2008〕75号 
转发市公安局关于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实行消防安全分类分

级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市公安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8.09.23 

14 枣政发〔2010〕11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公安局 市政府 201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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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枣政办发〔2009〕65号 
关于转发市财政局市农业局枣庄市市级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

革试点合作社扶持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市财政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9.08.11 

16 枣政发〔2010〕18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资源枯竭城市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 
市财政局 市政府 2010.03.26 

17 枣政发〔2003〕13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人社局 市政府 2003.03.24 

18 枣政办发〔2004〕2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引进国外农业成果示范园（基地）管理办法》的

通知 
市人社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4.01.05 

19 枣政发〔2004〕47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的通知 市人社局 市政府 2004.06.10 

20 枣政发〔2004〕53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榴花奖评选暂行规定》的通知 市人社局 市政府 2004.06.23 

21 枣政发〔2008〕61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人社局 市政府 2008.10.17 

22 枣政办发〔2009〕25号 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意见 市人社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9.03.23 

23 枣政办字〔2009〕76号 
关于转发市劳动保障局市财政局 

《枣庄市购买公共服务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人社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9.11.16 

24 枣政发〔2008〕18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临时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国土资源局 市政府 2008.04.11 

25 枣政办字〔2010〕78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工作的通知 市国土资源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0.12.16 

26 枣政发〔2005〕45号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规划工作的意见 市规划局 市政府 2005.07.26 

27 枣政办发〔2011〕5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村镇规划工作的通知 市规划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7.20 

28 市政府令第85号 枣庄市房改房上市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03.03.19 

29 枣政发〔2005〕74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商品混凝土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05.12.13 

30 枣政发〔2006〕44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06.08.27 

31 枣政办发〔2006〕81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工作实施细则的

通知 
市住建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6.12.26 

32 枣政发〔2007〕43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07.07.06 

33 枣政发〔2009〕59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城市集中供热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09.11.30 

34 枣政发〔2011〕2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意见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11.02.28 

35 市政府令第128号 枣庄市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管理办法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11.05.11 

36 枣政办发〔2011〕40号 关于规范运作农房集中连片建设改造项目的通知 市住建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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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枣政办发〔2011〕47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国有土地上征收房屋认定处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住建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6.03 

38 枣政发〔2011〕57号 关于推进供热计量改革与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意见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11.11.14 

39 枣政办发〔2011〕68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住建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1.12.27 

40 枣政发〔2011〕68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工作的意见 市住建局 市政府 2011.12.31 

41 市政府令第93号 枣庄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市城市管理局 市政府 2003.12.25 

42 市政府令第100号 枣庄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 市城市管理局 市政府 2004.08.19 

43 枣政办发〔2005〕30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城市夜景灯光设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城市管理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5.04.08 

44 市政府令第107号 枣庄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市城市管理局 市政府 2006.02.16 

45 市政府令第122号 枣庄市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办法 市城市管理局 市政府 2008.06.15 

46 枣政发〔2009〕39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古树名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城市管理局 市政府 2009.07.20 

47 市政府令第126号 枣庄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 市城市管理局 市政府 2011.01.26 

48 市政府令第119号 枣庄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 市交通运输局 市政府 2007.11.01 

49 枣政发〔2005〕42号 关于加快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和发展民营水利的意见 市水利渔业局 市政府 2005.07.19 

50 市政府令第104号 枣庄市渔业管理办法 市水利渔业局 市政府 2005.09.13 

51 市政府令第123号 枣庄市节约用水办法 市水利渔业局 市政府 2008.09.17 

52 市政府令第125号 枣庄市饮用水地下水源保护管理办法 市水利渔业局 市政府 2008.12.12 

53 枣政发〔2009〕14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凿井取水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水利渔业局 市政府 2009.04.16 

54 枣政发〔2009〕48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小型水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水利渔业局 市政府 2009.09.22 

55 枣政发〔2010〕25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农村公共供水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水利渔业局 市政府 2010.05.04 

56 枣政发〔2011〕16号 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市农业局 市政府 2011.04.20 

57 市政府令第94号 枣庄市农药管理实施办法 市农业局 市政府 2004.01.17 

58 枣政发〔2006〕4号 关于加强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工作的意见 市商务局 市政府 2006.01.17 

59 枣政发〔2007〕13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经济开发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商务局 市政府 2007.03.22 

60 枣政办发〔2009〕17号 关于建立枣庄市服务业重点产业和重点工作协调推进制度的意见 市旅服委 市政府办公室 2009.03.13 

61 枣政办发〔2007〕2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市级非物资文化遗产名录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

通知 
市文广新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7.01.15 

62 枣政办发〔2007〕106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 市文广新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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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枣政发〔2007〕75号 关于实施质量兴市战略的意见 市质监局 市政府 2007.11.01 

64 枣政发〔2008〕83号 关于实施标准化战略的意见 市质监局 市政府 2008.12.18 

65 枣政办字〔2011〕12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示范乡镇示范村建设实施办法

的通知 
市环保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3.04 

66 枣政办字〔2011〕5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区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市环保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6.29 

67 枣政发〔2003〕96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林木采伐更新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林业局 市政府 2003.12.01 

68 枣政发〔2005〕4号 关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暨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意见 市粮食局 市政府 2005.01.19 

69 枣政发〔2007〕34号 
关于贯彻鲁政发〔2006〕160号文件 

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见 
市粮食局 市政府 2007.06.06 

70 枣政发〔2008〕42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安监局 市政府 2008.07.17 

71 枣政办发〔2008〕78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通知 市安监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8.09.26 

72 枣政办发〔2010〕18号 
关于转发市安监局等部门枣庄市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调查处理

工作意见（试行）的通知 
市安监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0.04.06 

73 枣政办字〔2011〕10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安全生产调度会议制度的通知 市安监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2.17 

74 枣政办字〔2009〕71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重要经济目标防护暂行规定》的通知 市人防办 市政府办公室 2009.10.19 

75 枣政发〔2002〕23号 印发《枣庄市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的通知 市法制办 市政府 2002.05.10 

76 市政府令第98号 枣庄市行政执法监督管理办法 市法制办 市政府 2004.04.21 

77 市政府令第97号 枣庄市行政复议办法 市法制办 市政府 2004.04.21 

78 市政府令第103号 枣庄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 市法制办 市政府 2004.12.25 

79 枣政办发〔2006〕39号 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市法制办 市政府办公室 2006.07.19 

80 枣政办发〔2007〕88号 
关于贯彻鲁政办发〔2007〕34号文件 

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通知 
市中小企业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7.10.11 

81 枣政办发〔2009〕23号 
关于转发市中小企业局市工商局市人民银行 

《枣庄市钢结构资产抵押授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中小企业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9.03.17 

82 枣政发〔2011〕26号 
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的意见 
市国资委 市政府 2011.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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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枣政办发〔2011〕56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

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国资委 市政府办公室 2011.08.01 

84 市政府令第118号 枣庄市价格调节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市物价局 市政府 2007.09.28 

85 枣政发〔2010〕17号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政府研究室 市政府 2010.03.22 

86 枣政办发〔2004〕102号 关于印发《市级机关房地产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市机关事务 

管理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4.12.20 

87 枣政发〔2004〕68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煤炭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煤炭局 市政府 2004.09.18 

88 枣政办发〔2009〕29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破产改制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煤炭局 市政府办公室 2009.04.07 

89 枣政发〔2009〕56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专利产品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知识产权局 市政府 2009.11.09 

90 枣政发〔2002〕49号 关于加强公路路域环境治理工作的意见 市公路局 市政府 2002.08.13 

91 市政府令第109号 枣庄市国省干线公路保护办法 市公路局 市政府 2006.06.17 

92 市政府令第82号 枣庄市农业机械市场监督管理办法 市农机局 市政府 2003.02.28 

93 市政府令第95号 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管理办法 
市政务服务中

心管理办公室 
市政府 2004.02.05 

94 枣政发〔2008〕65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股权质押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人民银行 市政府 2008.10.22 

95 市政府令第76号 枣庄市防御和减轻雷电灾害管理规定 市气象局 市政府 2002.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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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有关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

院，市检察院，枣庄军分区。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