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府公〔2018〕3号

根据《资阳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放管服”改革涉及的规章、规

范性文件清理工作通知>的通知》（资府法〔2017〕40号）

和《资阳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转发<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

于做好法规清理工作的函>的函》（资府法〔2017〕41 号）

文件要求，我县对《乐至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

件清理结果的公告》（乐府公〔2009〕2号）公布的继续有

效和 2008年 5月 1日起至 2017年 6月 31日止以县政府、

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

清理，现将清理结果予以公告。

一、确认《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试

行）》等 59件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详见附件 1）

二、宣布《关于做好 2013年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

等 52件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失效。（详见附件 2）

三、废止《关于建立城乡困难群众临时生活救助制度的

通知》等 38件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详见附件 3）

四、拟修改《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的

通知》等 12件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详见附件 4）

上述确认继续有效的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继续执行，拟

修改、废止、宣布失效的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不再执行，其中拟修改的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待修改

后公布新文件并施行。



附件：1. 乐至县继续有效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2. 乐至县失效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3. 乐至县废止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4. 乐至县拟修改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乐至县人民政府

2018年 4月 12日

附件 1

乐至县继续有效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

号
文件编号 文件标题

1 乐府办发〔2013〕109号 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

2 乐府办发〔2014〕31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惠民殡葬救助保障制度的通知

3 乐府办发〔2017〕6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



4 乐府办发〔2014〕41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实

施暂行办法》的通知

5 乐府发〔2014〕35号 关于印发《毗河供水一期工程乐至段建设征地移

民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

6 乐府办发〔2014〕44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

批管理规定》、《乐至县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管理规定》和《乐至县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监督检查规定》的通知

7 乐府发〔2015〕26号 关于调整乐至县城规划区内房屋征收与补偿有关

政策的通知

8 乐府办发〔2017〕80号 关于印发资潼高速公路乐至段房屋搬迁补偿安置

办法的通知

9 乐府办发〔2017〕89号 关于印发陈毅故居旅游大道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办

法的通知

10 乐府发〔2015〕1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知

11 乐府发〔2016〕19号 关于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12 乐府办发〔2014〕59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

的通知

13 乐府发〔2016〕24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14 乐府办发〔2014〕72号 关于规范被征地农民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工作的通知

15 乐府办发〔2015〕103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

16 乐府办发〔2016〕100号 关于加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

17 乐府发〔2016〕25号 关于调整城区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建立阶梯价格

制度和联动机制的通知

18 乐府发〔2016〕36号 关于建立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有关事项的

通知

19 乐府办发〔2013〕20号 关于落实四川省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家
庭用电基数政策的通知

20 乐府办发〔2013〕100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城区生活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

办法（暂行）》的通知

21 乐府办发〔2013〕103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城区生活污水处理费结算办法

（暂行）》的通知

22 乐府发〔2016〕73号 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

23 乐府发〔2017〕4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

24 乐府发〔2017〕5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人民群众举报刑事犯罪线索奖励

办法的通知

25 乐府办发〔2015〕39号 关于乐至县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

行的实施意见



26 乐府办发〔2015〕91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集中安置小区物业管理办法（暂

行）》的通知

27 乐府办发〔2015〕93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

办法》的通知

28 乐府办发〔2016〕50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实施办

法》的通知

29 乐府办发〔2016〕90号 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全县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

30 乐府办发〔2016〕89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

31 乐府办发〔2015〕16号 关于加快川中黑山羊（乐至型）产业发展的意见

32 乐府办发〔2013〕75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

目（高寺、童家）农房拆旧奖补方案（暂行）》

的通知

33 乐府办发〔2015〕56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畜禽规模养殖污染整治工作方

案》的通知

34 乐府办发〔2014〕114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

则》的通知

35 乐府办发〔2015〕83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城区大气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的通知

36 乐府办发〔2015〕113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的通知

37 乐府办发〔2016〕74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规模畜禽养殖区域划定方案》

的通知

38 乐府办发〔2017〕12号 关于进一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39 乐府办发〔2017〕120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深化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长

效管理机制》的通知

40 乐府办发〔2014〕66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41 乐府办发〔2014〕69号 关于明确新村聚居点和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有关问

题的通知

42 乐府办发〔2015〕57号 关于印发《政府购买社会审计服务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

43 乐府办发〔2016〕102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细则

（2016—2020年）的通知

44 乐府办发〔2016〕60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规

划》的通知

45 乐府办发〔2017〕9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 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方案的

通知

46 乐府发〔2002〕64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实施办法》

的通知

47 乐府发〔2004〕28号 关于加快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48 乐府办发〔2007〕136号 关于加强测绘管理工作的通知



49 乐府发〔2007〕38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城市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

法的通知

50 乐府发〔2004〕52号 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51 乐府通〔2001〕2号 关于加强剧毒高残留农药监督管理的通告

52 乐府通〔2003〕6号 关于加强天池镇城区犬只饲养管理的通告

53 乐府发〔2004〕43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农业水费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

54 乐府办发〔2005〕126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村镇集中供水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55 乐府办发〔2005〕22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水上安全管理的通知

56 乐府办发〔2008〕164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境外人员管理工作协调运行机制

规定的通知

57 乐府办发〔2012〕36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无牌无证机动三轮车集中整治工

作方案的通知

58 乐府通〔2012〕3号 关于依法整治无牌无证机动三轮车的通告

59 乐府发〔2008〕23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查处取缔无证照经营工作机制的

实施意见

附件 2

乐至县失效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

号
文件编号 文件标题

1 乐府发（2013）23号 关于做好 2013年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

2 乐府发〔2014〕29号 关于做好 2014年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

3 乐府发〔2015〕23号 关于做好 2015年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

4 乐府办发〔2014〕13号
关于加强 2014年乐至县城乡居民医疗救助管理工

作的通知

5 乐府发〔2015〕7号 关于 2015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有关事宜的通知

6 乐府发（2013）15号 关于 2013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有关事宜的通知

7 乐府发（2014）17号 关于 2014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有关事宜的通知

8 乐府办发〔2013〕2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知

9 乐府办发〔2013〕71号
关于下达 2013年度机关事业单位和职工个人养老

保险基金征集比例的通知

10 乐府办发〔2014〕37号
关于下达 2014年度机关事业单位和职工个人养老

保险基金征集比例的通知

11 乐府办发〔2014〕107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调整方

案的通知



12 乐府办发〔2015〕74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

13 乐府办发〔2013〕24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实施暂行

办法》的通知

14 乐府办发〔2013〕26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实施意见的

通知

15 乐府办发〔2013〕46号 关于开展 2013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

16 乐府办发〔2013〕62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 2013年政策性森林保险实施方

案》的通知

17 乐府办发〔2013〕80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工作

方案》的通知

18 乐府办发〔2013〕99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非煤矿山整顿工作方案的通知

19 乐府办发〔2014〕130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生猪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整改方案》

的通知

20 乐府办发〔2014〕129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畜禽禁养区生猪养殖污染专项整

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21 乐府办发〔2016〕59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 2016年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方案》

的通知

22 乐府办发〔2006〕143号 关于加强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23 乐府发〔2003〕22号 关于加快和规范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通知

24 乐府办发〔2002〕81号 关于公物处理实行公开拍卖的通知

25 乐府发〔2002〕39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劳动力市场管理暂行规定》的通

知

26 乐府办发〔2007〕190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档案工作的通知

27 乐府通〔2008〕1号
关于严厉打击非法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违法行为

的通告

28 乐府办发〔2007〕192号
关于印发《银行系统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奖励试行办

法》的通知

29 乐府通〔2005〕5号 关于禁止拖拉机驶入城区主要街道的通告

30 乐府办发〔2011〕144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

劣食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31 乐府通〔2012〕4号 2012年购买农业机械实行财政补贴的通告

32 乐府办发〔2008〕47号 关于整治规范生猪流通市场秩序的通知

33 乐府办发〔2008〕144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 2008年新增国家专用玉米良种推

广补贴项目等 3个实施方案的通知

34 乐府办发〔2008〕108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 2008年水稻良种推广补贴项目实

施方案的通知



35 乐府办发〔2009〕113号
关于乐童高压天然气管线工业园区段搬迁和储气调

峰设施一期工程临时用地补偿标准等有关事宜的通

知

36 乐府办发〔2012〕5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 2012年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搬迁安

置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37 乐府办发〔2008〕107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 2008年国家优质专用小麦良种补

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38 乐府办发〔2008〕77号
关于调整乐至县城镇土地使用税地段等级和具体税

额标准的通知

39 乐府公〔2008〕3号 关于 2008年度供销社社员股金兑付的公告

40 乐府办发〔2009〕36号
关于实施 2009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项目有关工作

的通知

41 乐府办发〔2009〕7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 2008/2009年度油菜良种补贴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

42 乐府办发〔2010〕112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 2010年国家级生猪良种补贴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

43 乐府办发〔2010〕12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国家级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的通知

44 乐府办发〔2010〕134号 关于取缔我县部分生猪屠宰场的通知

45 乐府办发〔2010〕48号
关于实施 2010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项目有关工作的

通知

46 乐府办发〔2011〕147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 2011年能繁母猪补贴实施办法的

通知

47 乐府办发〔2011〕149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畜禽养殖区域划定方案的通知

48 乐府通〔2011〕2号 关于购买农业机械实行财政补贴的通告

49 乐府办发〔2011〕38号 关于实施 2011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项目的通知

50 乐府办发〔2012〕95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 2012年能繁母猪补贴实施方案的

通知

51 乐府公〔2009〕1号 关于购买农业机械实行财政补贴的公告

52 乐府通〔2010〕1号 关于对购买农业机械实行财政补贴的通告



附件 3

乐至县废止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

号
文件编号 文件标题

1 乐府办发〔2014〕4号 关于建立城乡困难群众临时生活救助制度的通知

2 乐府办发〔2015〕25号
印发县民政局等部门关于加强乐至县城乡居民医

疗救助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3 乐府办发〔2016〕56号 关于调整重特大疾病救助比例的通知

4 乐府办发〔2014〕134号
关于印发促进全县服务业稳增长的十二条措施的

通知

5 乐府办发〔2015〕109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十条政策措

施》的通知

6 乐府办发〔2016〕19号
关于印发促进当前工业经济稳增长九条措施的通

知

7 乐府发〔2003〕51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建设项目审计监督的通知

8 乐府通〔2007〕3号 关于规范宗教活动场所的通告

9 乐府发（2005）67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县城规划区房屋拆迁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

10 乐府发〔2003〕25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改革工作的通知

11 乐府办发〔2007〕184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医疗救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2 乐府办发〔2004〕79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教育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的通

知

13 乐府办发〔2005〕209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的通知

14 乐府发〔2002〕31号 关于涉案房地产有关问题处理的通知

15 乐府通〔2006〕4号
关于在乐至县县城规划区范围内拆除违法违章建

（构）筑物进行专项治理的通告

16 乐府通〔2007〕2号
关于对县城郊违法违章建（构）筑物进行专项治

理的通告

17 乐府办发〔2007〕199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通知

18 乐府通〔2002〕5号 关于整顿和规范粮食市场的通告



19 乐府通〔2002〕4号 关于无公害农产品农药肥料使用管理的通告

20 乐府发〔2004〕75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

21 乐府通〔2004〕1号 关于做好高致病性禽流行性感冒防治工作的通告

22 乐府通〔2000〕1号 关于加强城市管理的通告

23 乐府公〔2004〕4号 关于加强帅乡广场管理的公告

24 乐府公〔2004〕6号 关于加强乐至县县城卫生管理收费的公告

25 乐府通〔2003〕3号 关于划定我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通告

26 乐府发〔2001〕31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水土保持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

27 乐府发〔2002〕82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

法》的通知

28 乐府发〔2003〕23号 关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29 乐府办发〔2010〕113号
关于城乡建设用地挂钩项目拆迁安置补偿相关事

宜的通知

30 乐府办发〔2010〕23号
关于印发成安渝高速公路乐至段房屋搬迁补偿安

置办法的通知

31 乐府办发〔2011〕175号
关于开展 2011年财政补贴高效照明产品推广工作

的通知

32 乐府办发〔2012〕102号
关于开展 2012年财政补贴高效照明产品推广工作

的通知

33 乐府办发〔2010〕79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落实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

政策推动妇女创业就业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34 乐府办发〔2008〕118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城区小学招生区域调整意见的通

知

35 乐府办发〔2009〕111号
关于开展摩托车交通安全集中规范管理工作的通

知

36 乐府办发〔2010〕13号
关于印《乐至县摩托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的通知

37 乐府办发〔2008〕137号 关于切实解决中小学大班额问题的通知

38 乐府通〔2008〕6号 关于加强陈毅故居景区管理工作的通告

附件 4



乐至县拟修改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

号
文件编号 文件标题

1 乐府办发〔2014〕56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

2 乐府通〔2008〕2号 关于取缔沿街沿路摊点的通告

3 乐府通〔2008〕3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县城区车辆停放管理的通告

4 乐府通〔2005〕6号 关于加强电力设施保护的通告

5 乐府办发〔2002〕181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电力设施保护的通知

6 乐府公〔2004〕7号 关于加强县城区垃圾管理的公告

7 乐府发〔2004〕80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黑山羊种羊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

8 乐府发〔2007〕9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工

作的通知

9 乐府通〔2003〕4号 关于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的通告

10 乐府发〔2001〕50号 关于加强饮用水源保护的决定

11 乐府办发〔2003〕15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通知

12 乐府办发〔2007〕70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城区供水管网建设维护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