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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2022 年度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告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市直各单位，上级驻石有关单位：

根据《福建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省政府令 219

号）和《泉州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泉政〔2017〕4

号），我市对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以石狮市人民政府及其办公

室名义发布的 113件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清理结果已

经 2022年市政府第 12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公布如下：

一、继续有效（含需要适时修改）的规范性文件 99 件（详

见附件 1）。

二、废止和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 14件（详见附件 2）。废

石狮市人民政府文件

狮政规〔202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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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和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自本通告公布之日起不再执行。

附件：1．继续有效（含需要适时修改）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2．废止和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石狮市人民政府

2022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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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继续有效（含需要适时修改）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1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狮园企业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狮政〔2004〕综 158号

2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福建省华侨捐资兴办公益事业管理条例》

的实施意见
狮政〔2005〕综 74号

3
石狮市人民政府印发石狮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药品监督网络和供应

网络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狮政综〔2006〕81号

4 石狮市人民政府印发石狮市设立价格服务网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狮政综〔2007〕144号

5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的通知 狮政综〔2007〕176号

6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征地补偿款管理的通知 狮政综〔2007〕183号

7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石狮市实行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工作方案的

通知
狮政办〔2007〕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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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8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石狮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消防工作实施

意见的通知
狮政办〔2007〕140号

9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我市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工作的意

见的通知
狮政办〔2007〕209号

10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及税额标准的

通知
狮政综〔2008〕29号

11
石狮市人民政府印发石狮市食品药品质量安全协管员队伍建设方案的

通知
狮政综〔2008〕55号

12
石狮市人民政府批转石狮市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知
狮政综〔2008〕87号

13
石狮市人民政府印发石狮市行政审批服务“绿色通道”项目管理暂行规

定的通知
狮政综〔2008〕135号

14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石狮市人民防空人口疏散体系建设的意见 狮政综〔2008〕187号

15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石狮市食品药品质量安全协管员管理制度

（试行）的通知
狮政办〔2008〕129号

16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养犬管理的通告 狮政〔2009〕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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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17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石狮市“三合一”建筑火灾隐患举报奖励制

度的通知
狮政办〔2009〕157号

18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石狮市市区张贴书写广告宣传品管理规

定》的通知
狮政办〔2009〕238号

19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的通知 狮政综〔2011〕120号

20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使用管理规程（试行）》的通知
狮政办〔2011〕144号

21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森林火险预警响应状态实施细则的通

知
狮政综〔2012〕39号

22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减免基本殡葬服务项目费用实施意见

的通知
狮政综〔2012〕90号

23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筹集管理规定

的通知
狮政综〔2012〕177号

24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狮政综〔2012〕221号

25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管道燃气设施安全管理和用户安全使

用燃气的通知
狮政办〔2012〕1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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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26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绿色通道项目推行容缺预审制的通知 狮政办〔2012〕215号

27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现役退役士兵优待安置暂行规定》

的通知
狮政综〔2013〕48号

28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与使用管理

规定的通知
狮政综〔2013〕82号

29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卫生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易肇事肇

祸重性精神病人社会管理和救治服务实施意见的通知
狮政办〔2013〕110号

30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规定的通知 狮政综〔2014〕40号

31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集体土地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区域房

地产权属注销登记工作的通知
狮政综〔2014〕41号

32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 狮政综〔2014〕72号

33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沿海五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与使用管理的通知 狮政综〔2014〕161号

34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地价评估管理规定的通知 狮政办〔2014〕51号



— 7 —

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35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建设项目用地审批流程的通知 狮政办〔2014〕110号

36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禁止未取得环保合格标志汽车等机动车辆进

入中心市区道路通行的通告
狮政〔2015〕28号

37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规定》的通

知
狮政综〔2015〕130号

38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定及处置非法采捕红珊瑚船舶和涉渔

“三无”船舶的意见
狮政办〔2015〕31号

39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化解企业联保联贷风险十二条措施的通知 狮政办〔2015〕91号

40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稳定住房消费支持刚性住房需求的实施意

见
狮政办〔2015〕92号

41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校车使用许可申请管理规定》

的通知
狮政办〔2015〕110号

42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灵秀山森林公园保护与管理的通告 狮政〔2016〕11号

43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投资、建设

和维护管理规定》的通知
狮政综〔201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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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44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

知
狮政办〔2016〕50号

45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打通商品房与安置房及保障

房转换通道实施方案》的通知
狮政办〔2016〕68号

46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闲置土地处置实施方案》的

通知
狮政办〔2016〕172号

47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救助标准的通知 狮政综〔2017〕86号

48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被征地人员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规

定》的通知
狮政综〔2017〕143号

49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中心区域石结构和危险房屋改造工作的实施

意见
狮政综〔2017〕146号

50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周边区域石结构和危险房屋改造工作的实施

意见
狮政综〔2017〕147号

51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殡葬管理规定（2017年修订）》的

通知
狮政综〔2017〕1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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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52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规定》的

通知
狮政办〔2017〕134号

53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实施方

案》的通知
狮政办〔2017〕162号

54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
狮政办〔2017〕213号

55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重点项目行政审批服务台账

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狮政办〔2017〕223号

56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野生动物禁猎期和禁猎区的通告 狮政〔2018〕5号

57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狮政〔2018〕22号

58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历史遗留征地后未建安置地处置指

导意见》的通知
狮政综〔2018〕2号

59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狮政综〔2018〕52号

60
石狮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强全市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工作意见》

的通知
狮政综〔2018〕1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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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61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市场采购贸易商品认定实施意见（试

行）》的通知
狮政综〔2018〕141号

62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管理

规定》的通知
狮政办〔2018〕43号

63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补充规

定》的通知
狮政办〔2018〕76号

64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鼓励向石狮市教育基金会捐赠的规

定》的通知
狮政办〔2018〕83号

65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城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

《石狮市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定》的通知
狮政办〔2018〕112 号

66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建筑废土与建筑废土消纳场地

管理规定的通知
狮政办〔2018〕121 号

67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停止受理购房补贴申请的通知 狮政办〔2018〕127号

68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教育捐赠校舍冠名管理规定的

通知
狮政办〔2018〕133号

69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有关问

题的通知
狮政办〔2018〕1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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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70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通知 狮政办〔2018〕143号

71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清明节期间在森林高火险区禁火的通告 狮政〔2019〕8号

72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狮政〔2019〕20号

73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石狮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规定》部分

条款的通知
狮政综〔2019〕2号

74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预售价格备案机制的实施意见 狮政综〔2019〕29号

75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餐厨垃圾长效管理的通知 狮政办〔2019〕11号

76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推动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有效

运营实施方案的通知
狮政办〔2019〕26号

77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城镇（住宅）生活用水二次供

水设施建设和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狮政办〔2019〕27号

78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 狮政〔2020〕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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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79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低保和特困人员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狮政综〔2020〕27号

80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石狮市水资

源管理规定》《石狮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规定》的通知
狮政综〔2020〕40号

81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狮政综〔2020〕50号

82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支持企业挂牌上市若干措施的通知 狮政综〔2020〕85号

83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污水处理费征收和使用管理规定》

的通知
狮政综〔2020〕96号

84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政府投资基金管理规定的通知 狮政综〔2020〕97号

85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来石实

习就业创业若干措施》的通知
狮政办〔2020〕5号

86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燃气管道设施安全管理工作的

通知
狮政办〔2020〕11号

87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构建野生动物全

方位监管体系的通知
狮政办〔2020〕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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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88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创建省级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县

项目和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
狮政办〔2020〕21号

89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若

干措施的通知
狮政办〔2020〕26号

90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电力设施建设补偿实施方案的

通知
狮政办〔2020〕28号

91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农村住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规定（试

行）》的通知
狮政综〔2021〕110号

92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加快推动纺织服饰创意设计产

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狮政办〔2021〕6号

93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行惠企资金线上直达兑付的实施

方案》的通知
狮政办〔2021〕11号

94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重点月份重点时段臭氧污染

应急削峰专项方案（试行）》的通知
狮政办〔2021〕24号

95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工业企业不动产权属分割和

转让实施意见》的通知
狮政办〔2021〕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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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96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海上养殖设施升级改造行动方

案的通知
狮政办〔2021〕30号

97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

理工作的通知
狮政办〔2021〕31号

98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若干措施的通

知
狮政办〔2021〕35号

99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登

记和基金征缴工作的通知
狮政办〔2021〕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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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废止和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1
石狮市人民政府印发石狮市鼓励本科和大专毕业生应征入伍有关意

见的通知
狮政综〔2009〕163号

2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暂行规

定
狮政综〔2010〕146号

3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管理工作的通知
狮政办〔2013〕96号

4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财政局关于

《石狮市公务员医疗补助实施意见》的通知
狮政办〔2014〕141号

5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扶残助残工作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

进程的实施意见
狮政综〔2017〕2号

6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落实福建省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

实施方案》的通知
狮政综〔2017〕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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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意见（2017
年修订）》的通知

狮政综〔2017〕171号

8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农贸市场建设及资金补助实

施管理规定》的通知
狮政办〔2017〕19号

9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进一步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化

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
狮政办〔2017〕211号

10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暂行

规定》的通知
狮政办〔2017〕225号

11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加快推进安置房登记办证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狮政办〔2019〕35号

12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19—2021年）的通知
狮政办〔2019〕39号

13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规定的通

知
狮政综〔2020〕48号

14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加快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若干措施的通知
狮政办〔2021〕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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