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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 

部分市政府文件的决定 

通政发〔2023〕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直属园区管委会，市各委、办、

局，市各直属单位： 

为加强对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政策性文件的动态管理，着力

维护法治统一、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法治政府，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

办发〔2018〕37号）和《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江

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58号）等规定，市政府对2022年6月30日前印

发的市政府规范性、政策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经清理，市人

民政府决定： 

一、对84件规范性、政策性文件予以废止。 

二、对82件规范性、政策性文件宣布失效。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废止的市政府规范性、政策性文件目录 

2．宣布失效的市政府规范性、政策性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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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人民政府 

2023年1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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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废止的市政府规范性、政策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  号 标    题 

1 通政规〔2010〕2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的通知 

2 通政规〔2010〕3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3 通政规〔2011〕1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城市河道管理办法》的通知 

4 通政规〔2011〕6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地下水管理办法》的通知 

5 通政规〔2012〕1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市区深基坑工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6 通政规〔2013〕1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通知 

7 通政规〔2013〕3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内部审计管理办法》的通知 

8 通政规〔2013〕5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地热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9 通政规〔2015〕1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规定》的通知 

10 通政规〔2015〕3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工伤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11 通政规〔2016〕3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市区医疗救助办法》的通知 

12 通政规〔2017〕4号 市政府关于修改《南通市市区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决定 

13 通政规〔2020〕7号 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稳外资促发展的若干意见 

14 通政发〔2004〕43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15 通政发〔2005〕42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行政执法协调办法（试行）》的通知 

16 通政发〔2006〕73号 市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 

17 通政发〔2007〕51号 市政府批转市安监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意见的通知 

18 通政发〔2007〕64号 市政府关于市区劳动保障工作实施网格化管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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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  号 标    题 

19 通政发〔2011〕49号 市政府关于各县（市）和通州区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 

20 通政发〔2011〕54号 市政府关于调整市区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 

21 通政发〔2012〕46号 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我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22 通政发〔2012〕77号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统计工作的意见 

23 通政发〔2012〕90号 市政府关于建立海域使用权“直通车”制度的通知 

24 通政发〔2013〕51号 市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市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 

25 通政发〔2013〕53号 市政府关于重大项目落户市区实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零收费”优惠政策的意见 

26 通政发〔2014〕10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化工产业环保准入指导意见的通知 

27 通政发〔2014〕36号 市政府关于加强当前危险化学品和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28 通政发〔2015〕4号 市政府关于加强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 

29 通政发〔2015〕40号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30 通政发〔2015〕44号 市政府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 

31 通政发〔2015〕48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办法（试行）》的通知 

32 通政发〔2015〕74号 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33 通政发〔2015〕76号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34 通政发〔2016〕7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质量强市促进办法》的通知 

35 通政发〔2016〕50号 市政府关于加强海上风电开发使用管理的意见 

36 通政发〔2016〕64号 市政府关于加快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37 通政发〔2016〕66号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 

38 通政发〔2018〕9号 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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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39 通政发〔2018〕50号 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推进市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 

40 通政发〔2019〕10号 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41 通政发〔2020〕17号 市政府关于稳定外贸发展的政策意见 

42 通政办发〔2010〕11号 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总工会等部门关于提高市以上劳动模范待遇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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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  号 标    题 

43 通政办发〔2011〕10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实施意见 

44 通政办发〔2011〕65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南通质量技术监督局《南通市首席质量官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45 通政办发〔2011〕98号 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公安局等部门《南通市市区重型施工作业车辆运输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 

46 通政办发〔2012〕10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47 通政办发〔2012〕15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强化市级重大项目推进工作机制的通知 

48 通政办发〔2012〕188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实施细则》的通知 

49 通政办发〔2012〕194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地下水勘查管理办法》的通知 

50 通政办发〔2012〕208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财政局《南通市市级预算项目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51 通政办发〔2013〕12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认定化工重点监测点企业并加强管理的意见 

52 通政办发〔2013〕195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市直事业单位投资举办企业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53 通政办发〔2014〕98号 
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物价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
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 

54 通政办发〔2014〕99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环保局市财政局南通市生态红线区域保护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55 通政办发〔2014〕107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我市城乡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56 通政办发〔2014〕130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国南通”政府门户网站内容保障工作办法》的通知 

57 通政办发〔2014〕141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清单管理办法的通知 

58 通政办发〔2014〕143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政府专项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 

59 通政办发〔2015〕65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财政局等三部门《南通市市级医疗卫生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60 通政办发〔2015〕103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科技局财政局《南通市市区科技型初创企业和创业团队创新创业创意
项目补助管理办法》的通知 

61 通政办发〔2015〕109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企业设立实行“单一窗口”工作方案的通知 

62 通政办发〔2015〕131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区集体土地征地房屋补偿安置管理的意见 

63 通政办发〔2015〕152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企业设立“单一窗口”办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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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  号 标    题 

64 通政办发〔2015〕173号 
市政府办公室转发中国银监会南通监管分局等部门关于金融支持南通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 

65 通政办发〔2015〕185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行政管理中实行信用报告信用承诺和信用审查的意见（试行） 

66 通政办发〔2016〕4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67 通政办发〔2016〕24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政府网站日常运维监测实施办法的通知 

68 通政办发〔2016〕178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企业设立“证照联办”实施办法》的通知 

69 通政办发〔2017〕3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市区开展烟花爆竹限放工作的实施意见 

70 通政办发〔2017〕60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商务局《实施六大消费工程促进全市消费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71 通政办发〔2017〕115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72 通政办发〔2017〕157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5215”工业大企业培育实施方案的通知 

73 通政办发〔2018〕63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 

74 通政办发〔2018〕71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市级智慧城市项目和政府投入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75 通政办发〔2018〕78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市区城建重点项目建设激励政策的意见的通知 

76 通政办发〔2018〕94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化工产业导向目录（2018年版）》的通知 

77 通政办发〔2018〕133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补充工伤保险工作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78 通告 市政府关于明确市区烟花爆竹限制燃放区域的通告 

79 通政办发〔2019〕2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和收费目录的通知 

80 通政办发〔2019〕13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财政局《南通市市级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81 通政办发〔2019〕22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疫苗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通知 

82 通政办发〔2019〕58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南通市区施工扬尘专项治理的实施意见 

83 通政办发〔2020〕58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全市社会救助保障标准的通知 

84 通政办发〔2021〕39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全市社会救助保障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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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宣布失效的市政府规范性、政策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  号 标    题 

1 通政规〔2017〕3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奖评定办法》的通知 

2 通政规〔2019〕7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3 通政发〔2011〕95号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 

4 通政发〔2012〕85号 市政府关于加快全市内河水运发展的实施意见 

5 通政发〔2014〕33号 市政府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意见 

6 通政发〔2014〕50号 市政府关于推进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的意见 

7 通政发〔2015〕15号 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市区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 

8 通政发〔2015〕28号 市政府关于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进一步做好境外投资工作的意见 

9 通政发〔2015〕37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南通行动计划》的通知 

10 通政发〔2015〕38号 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 

11 通政发〔2015〕47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专利助推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15~2020年）》的通知 

12 通政发〔2015〕55号 市政府关于批转市教育局等七部门《南通市特殊教育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 

13 通政发〔2015〕58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市民卡工程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14 通政发〔2015〕66号 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陆海统筹实施节约集约用地“双提升”五大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 

15 通政发〔2015〕67号 市政府关于做好畜禽屠宰清理整顿工作切实加强行业管理的意见 

16 通政发〔2016〕12号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切实加强价格监管的实施意见 

17 通政发〔2016〕16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制造业生产装备升级计划的通知 

18 通政发〔2016〕18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企业互联网化提升计划的通知 

19 通政发〔2016〕24号 市政府关于加快打造长三角特色产业科技创新基地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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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  号 标    题 

20 通政发〔2016〕35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21 通政发〔2016〕39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实施方案的通知  

22 通政发〔2016〕41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实施方案的通知 

23 通政发〔2016〕42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实施方案的通知 

24 通政发〔2016〕58号 市政府关于创建国家级学校安全教育示范区的实施意见 

25 通政发〔2017〕4号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南通市市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26 通政发〔2017〕25号 市政府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实施意见 

27 通政发〔2017〕65号 市政府关于调整完善市区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 

28 通政发〔2018〕2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水污染防治专项总体方案》的通知 

29 通政发〔2018〕31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30 通政发〔2018〕54号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工作的意见 

31 通政发〔2018〕63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 

32 通政发〔2019〕2号 市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33 通政发〔2019〕12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在全市推开“证照分离”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34 通政发〔2019〕16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足球改革发展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的通知 

35 通政发〔2020〕3号 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力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发展的十二条政策意见 

36 通政发〔2020〕5号 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外贸企业稳定发展的十二条政策意见 

37 通政办发〔2007〕94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市区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有关问题的通知 

38 通政办发〔2010〕74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市区经营性用地规划容积率调整管理办法》的通知 

39 通政办发〔2010〕111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安全监督和药品供应网络建设的意见 

40 通政办发〔2010〕116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名牌产品管理办法》的通知 

41 通政办发〔2011〕95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市区保障性（限价）商品房管理的若干意见 

42 通政办发〔2011〕187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统筹城乡社区建设实验工作的实施意见 

43 通政办发〔2011〕209号 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占补平衡工作意见的通知 



 

— 9 — 

序号 文  号 标    题 

44 通政办发〔2012〕168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海外创业风云人物评选办法》的通知 

45 通政办发〔2012〕192号 
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房管局等四部门关于南通市市区人才购置保障性（限价）商品房若干实施
意见的通知 

46 通政办发〔2014〕92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南通银监分局等部门关于银行业扶持养老服务业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 

47 通政办发〔2014〕104号 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交通运输局等四部门关于南通市市区出租汽车更新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48 通政办发〔2015〕11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 

49 通政办发〔2015〕84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财政局市港口局《南通市港口建设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50 通政办发〔2015〕174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全市计量工作的意见 

51 通政办发〔2016〕10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见 

52 通政办发〔2016〕61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意见 

53 通政办发〔2016〕127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江流域（南通段）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方案》的通知 

54 通政办发〔2016〕137号 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关于完善减免涉企收费政策通知的通知 

55 通政办发〔2016〕151号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发展的实施意见 

56 通政办发〔2017〕28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市化工企业“四个一批”专项行动的通知 

57 通政办发〔2017〕55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58 通政办发〔2017〕94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通创社区创建工作方案的通知 

59 通政办发〔2017〕119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南通市社会救助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 

60 通政办发〔2017〕164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三行业”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61 通政办发〔2017〕184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计划（2017~2020年）实施意见的通知 

62 通政办发〔2018〕3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方案的通知 

63 通政办发〔2018〕18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对县（市、区）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考评办法（试行）和考评指标
（2017）的通知 

64 通政办发〔2018〕42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实施规划》的通知 

65 通政办发〔2018〕92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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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通政办发〔2018〕123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 

67 通政办发〔2018〕126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企业“上云”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68 通政办发〔2019〕21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 

69 通政办发〔2019〕23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70 通政办发〔2019〕28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等部门《南通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
发展评价办法》的通知 

71 通政办发〔2019〕69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等部门南通市保险业金融机构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健康
发展评价办法的通知 

72 通政办发〔2019〕84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73 通政办发〔2019〕99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三年建设规划（2019~2021年）》的通知 

74 通政办发〔2019〕102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的
通知 

75 通政办发〔2019〕103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湾（滩）长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76 通政办发〔2019〕104号 关于印发南通市餐饮场所长效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77 通政办发〔2019〕112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年）的通知 

78 通政办发〔2020〕10号 
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等部门关于南通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发展金融政
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79 通政办发〔2020〕14号 
市政府办公室转发江苏省医疗保障局江苏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阶段性减征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80 通政办发〔2020〕39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居民优先购买市区首套普通商品住房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81 通政办发〔2020〕48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扶持南通职业足球发展的若干政策（2019~2021年）的通知 

82 通政办发〔2021〕32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1年度南通市区城市建设管理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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