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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

清理结果的通知
潮府〔2020〕8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市各开发区、

潮州新区管委会：

为切实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保障行政规范性文

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维护法制统一，促进依法行政，根据《国

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广东省行政规范

性文件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77 号）等有关规定，

市政府对有效期届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本次清理以

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共 58 件，其

中保留 23 件，修订 14 件，废止 21 件；清理经市政府同意的部

门行政规范性文件 4 件，其中修订 2 件，废止 2 件。本次清理

结果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并提出以下意见：

一、列入保留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包括普通、试行、暂行

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二、列入修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由牵头修订部门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前提出修订意见，并

按程序报送市政府审定，于 2021 年底前完成修订并公布实施，

逾期未公布实施的自行废止。对列入修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 2 —

如原文件存在条款与上位法或者上级政策相违背的，相关条款

应先停止执行。

三、列入废止以及有效期届满未清理公布的行政规范性文

件，一律废止，不再执行。

附件：1、保留的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2、修改的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3、废止的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4、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的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潮州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12 月 28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潮州军分区，

市法院，市检察院，驻潮部队，中央、省驻潮各单位，各人民

团体，各民主党派，各新闻单位。

———————————————————————————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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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保留的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23 件）

1、潮州市“三旧”改造中土地收益管理办法（潮府〔2010〕

29 号）

2、潮州市拥军优属实施办法（潮府〔2010〕40 号）

3、潮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规定（潮府〔2010〕48 号）

4、潮州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实施办法（潮府办

〔2011〕88 号）

5、潮州市矿山自然生态环境管理办法（潮府〔2013〕46

号）

6、潮州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潮府〔2014〕10 号）

7、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镇)区主次干道两侧和仙洲

岛规划控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告（潮府告〔2014〕8 号）

8、潮州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收益管理办法（潮府

〔2015〕53 号）

9、潮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办法

（潮府〔2016〕2 号）

10、潮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工作规则（潮府〔2016〕

3 号)

11、潮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案件审查会议议事规

则（潮府〔2016〕4 号）

12、潮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非常任委员遴选办法

（潮府〔2016〕5 号）

13、潮州市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办法（潮府〔2016〕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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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潮州市生产安全事故和职业病危害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办法（潮府〔2016〕37 号）

15、潮州市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办法（潮府〔2016〕

41 号）

16、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市城区渣土车管理的通告（潮

府告〔2016〕10 号）

17、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整治无牌无证等非法摩托车

上路行驶的通告（潮府告〔2016〕13 号）

18、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潮州市城区禁止现场搅拌砂浆的

通告（潮府告〔2016〕15 号）

19、潮州市市城区“三旧”改造补缴土地出让金办法（潮

府规〔2018〕23 号）

20、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严厉打击枫江流域（潮州段）重

污染行业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潮府告〔2018〕14 号）

21、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的实施意

见（潮府规﹝2020﹞15 号）

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删去原“试行”字样，保留并继续实

施，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1、潮州市非住宅类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管理办法（潮府规

〔2018〕6 号）

2、潮州市古城区公房引进经营者竞争新模式实施办法（潮

府规〔2018〕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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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修订的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14 件）

1、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市人民广场和文化公园管理的

通告（潮府〔2004〕51 号）

牵头修订部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潮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潮府﹝2013﹞47 号）

牵头修订部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3、潮州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办法（潮府﹝2014﹞20

号）

牵头修订部门：市财政局

4、潮州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潮府﹝2014﹞21 号）

牵头修订部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5、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西湖公园免费开放的公告（潮府告

〔2014〕10 号）

牵头修订部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6、潮州市城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潮府〔2015〕50

号）

牵头修订部门：市公安局

7、潮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暂行规定（潮府〔2016〕14

号）

牵头修订部门：市自然资源局

8、潮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潮府

〔2016〕46 号）

牵头修订部门：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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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潮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潮府〔2017〕7

号）

牵头修订部门：市自然资源局

10、潮州市城乡公共交通财政补贴资金管理办法（潮府

〔2017〕31 号）

牵头修订部门：市交通运输局

11、潮州市市城区“三旧”改造无偿移交公益性项目用地

操作细则（潮府〔2017〕47 号）

牵头修订部门：市自然资源局

12、潮州市政府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潮府规〔2018〕1

号）

牵头修订部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3、潮州市城乡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潮府规

〔2018〕5 号）

牵头修订部门：市自然资源局

14、潮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管理办法（试行）（潮府规

﹝2019﹞4 号）

牵头修订部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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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废止的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21 件）

1、潮州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规定（潮府〔2010〕16 号）

2、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的通知（潮府办〔2010〕

40 号）

3、潮州市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潮府〔2010〕32

号）

4、潮州市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办法（潮府〔2010〕43 号）

5、潮州市市属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办法（潮府〔2010〕44

号）

6、潮州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潮府〔2010〕45 号）

7、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韩江潮州段河道采砂管

理的通告（潮府〔2010〕50 号）

8、潮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办法（潮府〔2010〕51

号）

9、潮州市网上行政审批系统运行管理办法（潮府〔2013〕

1 号）

10、中山（潮州）产业转移工业园扩能增效扶持办法（潮

府﹝2014﹞2 号）

11、中山（潮州）产业转移扶持资金管理办法（潮府办〔2014〕

13 号）

12、潮州市城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潮府〔2014〕12 号）

13、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瓷泥产业升级改造有关事项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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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潮府告〔2015〕11 号）

14、潮州市市区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标准及实施办法（潮

府〔2016〕11 号）

15、潮州市闲置土地处置实施办法（潮府〔2016〕26 号）

16、潮州市城区划拨土地使用权办理出让手续缴交出让金

暂行办法（潮府〔2016〕40 号）

17、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打击取缔非法加油站（点）的通

告（潮府告〔2016〕7 号）

18、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车辆通行费年票制的通告（潮

府告〔2016〕17 号）

19、潮州市陶瓷废物回收处理实施意见（潮府〔2017〕45

号）

20、潮州市转贷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潮府〔2017〕57 号）

21、潮州市高层次人才缴纳个人所得税奖励措施（潮府规

〔2018〕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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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的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4 件）

（一）予以修订的（2 件）：

1、潮州市新引进企业高层次人才奖励措施（潮经信〔2017〕

389 号）

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潮州市科技信贷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潮科〔2017〕70

号）

牵头单位：市科学技术局

（二）予以废止的（2 件）：

1、潮州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潮人社〔2016〕128 号）

2、潮州市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实施细则（潮经信

〔2016〕168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