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府公〔2018〕12号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

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川机发 3414号）、《资阳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资阳市涉及产权保护的规章、规范性文

件清理工作的通知》（资府办发〔2018〕54号）、《中共乐

至县委乐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乐至县落实中央第五环境

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的通知》（乐委发〔2018〕

29号）和《中共乐至县委办公室乐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乐至县开展军民融合发展法规文件清理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乐委办发〔2018〕98号）等行政规范性文件清

理工作要求，按照《乐至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工作制

度》（乐府办发〔2017〕68号）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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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3号）公布的继续有效的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 59件

和 2017年 7月 1日起至 2018年 6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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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件进行了全

面清理，现将清理结果予以公告。

一、确认《关于印发乐至县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实施办

法的通知》等 67件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详见

附件 1）

二、宣布《关于加快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等 8

件



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失效。（详见附件 2）

三、废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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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件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详见附件 3）

上述确认继续有效的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继续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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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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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至县人民政府

2018年 10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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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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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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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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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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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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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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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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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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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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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乐府发〔2016〕73号 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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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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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乐府发〔2017〕27号 关于实行投资建设项目行政审批一窗进出并联审批

全程代办的实施意见（试行）

15 乐府发〔2017〕63号 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十条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



16 乐府发〔2017〕70号 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实施意见

17 乐府发〔2018〕10号 关于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

意见

18 乐府发〔2018〕24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工业企业应急转贷金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

19 乐府通〔2003〕6号 关于加强天池镇城区犬只饲养管理的通告

20 乐府通〔2012〕3号 关于依法整治无牌无证机动三轮车的通告

21 乐府通〔2017〕2号 关于开展县城区餐饮夜市综合治理工作的通告

22 乐府通〔2017〕3号 关于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通告

23 乐府通〔2018〕1号 关于乐至县城区全面禁燃禁放禁售烟花爆竹的通告

24 乐府通〔2018〕2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县城区殡葬秩序的通告

25 乐府通〔2018〕3号 关于开展县城区餐饮油烟污染治理的通告

26 乐府公〔2018〕5号 关于划定崩塌滑坡危险区和禁止开垦陡坡地的公告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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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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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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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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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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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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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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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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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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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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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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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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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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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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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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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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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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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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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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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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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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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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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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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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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乐府办发〔2017〕11号 关于加强春节期间县城区内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工作的通知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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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乐府办发〔2017〕15号 关于加强渔业船舶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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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乐府办发〔2017〕74号 关于全面加强和规范人口登记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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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乐府办发〔2017〕87号 关于调整农村敬老院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通知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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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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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乐府办发〔2017〕133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

61 乐府办发〔2017〕136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实

施方案》的通知

62 乐府办发〔2017〕138号 关于印发《广惠—文峰 220千伏线路工程乐至段房

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

63 乐府办发〔2017〕149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攻坚行动方案》

的通知

64 乐府办发〔2017〕190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优抚对象关爱帮扶基金管理使用

办法（试行）》的通知

65 乐府办发〔2018〕19号 关于调整县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有关事项的

通知

66 乐府办发〔2018〕44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实

施方案》的通知

67 乐府办发〔2018〕78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方

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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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8号 关于加快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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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乐府发〔2017〕6号 关于印发《乐至县工业企业应急转贷金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

4 乐府办发〔2005〕22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水上安全管理的通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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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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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府办发〔2016〕100号 关于加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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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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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乐府通〔2001〕2号 关于加强剧毒高残留农药监督管理的通告

3 乐府办发〔2007〕136号 关于加强测绘管理工作的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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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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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府公〔2018〕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