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第三季度登记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2020 年 7 月至 9 月，设区市政府、省直部门向省政府报送备案的
文件共计 59 件，其中设区市政府报送 26 件，省直部门报送 33 件，省
直部门报送的文件中有 3 件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现对 56 件行政规
范性文件予以备案登记。
2020 年 11 月 2 日

序 制定机关
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及文号

公布日期

备案日期

1

景德镇市政府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景德镇市政府投
资项目审计监督实施办法的通知（景府字
〔2020〕15 号）

2020/4/22 2020/7/1

2

鹰潭市政府办

鹰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鹰潭市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投标推行报
价承诺法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鹰府
办发〔2020〕11 号）

2020/5/8

3

鹰潭市政府办

鹰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
善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通知（鹰府办
发〔2020〕13 号）

2020/5/15 2020/7/5

4

鹰潭市政府办

鹰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力推进生猪复
产增养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鹰府办发
〔2020〕14 号）

2020/5/19 2020/7/5

5

鹰潭市政府办

鹰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纵深推进
“放管服”改革全面优化政务服务助力经济
社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鹰府办发
〔2020〕15 号）

2020/5/20 2020/7/5

6

南昌市政府

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昌市企业研发费
用后补助实施办法的通知（洪府发〔2020〕
22 号）

2020/7/1

2020/7/9

7

抚州市政府办

抚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抚州市 3 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试点实施方案的通

2020/7/6

2020/7/14

2020/7/5

知（抚府办发〔2020〕35 号）
8

赣州市政府办

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若干措施的通
知（赣市府办发〔2020〕45 号）

2020/6/18 2020/7/15

9

宜春市政府办

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春市电动
自行车管理办法的通知（宜府办发〔2020〕
20 号）

2020/6/28 2020/7/17

10 鹰潭市政府办

鹰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鹰潭市联合 2020/6/23 2020/7/18
治理道路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鹰府办发〔2020〕21 号）

11 鹰潭市政府办

鹰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鹰潭市源头 2020/6/23 2020/7/18
治理道路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鹰府办发〔2020〕22 号）

12 鹰潭市政府办

鹰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鹰潭市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意见（试行）（鹰府办发
〔2020〕23 号）

2020/6/29 2020/7/18

13 抚州市政府

抚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的实施意见（抚府发〔2020〕
15 号）

2020/7/16 2020/7/24

14 抚州市政府办

抚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抚州市农村
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
知（抚府办发〔2020〕38 号）

2020/7/20 2020/7/24

15 萍乡市政府办

萍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萍乡市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意见的通知（萍府办字
〔2020〕43 号）

2020/7/14 2020/7/24

16 抚州市政府办

抚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抚州市中心
城区院前急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抚府办
发〔2020〕40 号）

2020/7/22 2020/8/4

17 吉安市政府办

吉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庐陵赣
江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府办
发〔2020〕13 号）

2020/7/20 2020/8/6

18 赣州市政府办

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支持中小企
业持续健康发展十条政策措施的通知（赣市
府办字〔2020〕47 号）

2020/7/13 2020/8/12

19 景德镇市政府办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景德镇市
促进热敏灸产业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景府
办字〔2020〕45 号）

2020/8/11 2020/8/25

20 抚州市政府办

2020/7/24 2020/8/26

抚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抚州市中心
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发放实施办法的
通知（抚府办发〔2020〕41 号）

21 抚州市政府办

抚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抚州市中心
城区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抚府办发〔2020〕44 号）

2020/8/21 2020/8/28

22 九江市政府办

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九江市文物
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九府办发〔2020〕34
号）

2020/8/28 2020/8/31

23 赣州市政府办

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赣州市中心
城区地下综合管廊管理办法的通知（赣市府
办发〔2020〕12 号）

2020/8/27 2020/9/11

24 上饶市政府办

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上饶市贯彻关于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若干措施实施办
法的通知（饶府办发〔2020〕14 号）

2020/9/2

2020/9/14

25 抚州市政府办

抚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抚州市远期
林业碳汇权益资产备案暂行办法的通知（抚
府办发〔2020〕46 号）

2020/9/4

2020/9/15

26 赣州市政府办

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赣州黄金机
场净空与电磁环境保护实施办法的通知（赣
市府办发〔2020〕13 号）

2020/9/15 2020/9/29

序号 制定机关
1

省林业厅

2

省林业厅

3

省林业厅

4

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
局

5

省农业农
村厅

6

省卫健委

7

省教育厅

8

省财政厅

9

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

10

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

11

省住建厅

12

省人社厅

13

省生态环
境厅

规范性文件名称及文号
江西省林业局关于印发《江西省油茶资源高
质量培育建设指南（试行）》的通知（赣林
产字〔2020〕42 号）
江西省林业局关于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的实施意见（赣林规字〔2020〕49 号）
江西省林业局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建设
项目使用林地定额奖励鼓励开展矿山修复工
作的通知（赣林资字〔2020〕52 号）
江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江西
好粮油”产品遴选及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赣粮发〔2020〕5 号）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农业机
械实验鉴定办法》的通知（赣农规字
〔2020〕1 号）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江西省民政厅 江西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关
于推进我省医养结合机构审批登记工作的实
施意见（赣卫老龄发〔2020〕4 号）
关于印发《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阶段重度残疾
儿童少年送教上门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赣教规字〔2020〕3 号）
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江
西省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使用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赣财社〔2020〕19
号）
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江西省市场监
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细则》的通知（赣市监
规〔2020〕1 号）
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江西省市场监
管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细则》
的通知（赣市监规〔2020〕2 号）
关于印发《江西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
的通知（赣建字〔2020〕2 号）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西省财政
厅关于江西省 2020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的的通知（赣人社发〔2020〕25 号）
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生态环
境厅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规定

公布日期

备案日期

2020/5/22 2020/7/7
2020/6/10 2020/7/7
2020/6/11 2020/7/8

2020/6/22 2020/7/8

2020/6/24 2020/7/8

2020/6/25 2020/7/10

2020/6/30 2020/7/14

2020/7/2

2020/7/15

2020/7/8

2020/7/15

2020/7/15 2020/7/21
2020/7/15 2020/7/22
2020/7/14 2020/7/28
2020/7/14 2020/7/29

14

省教育厅

15

省卫健委

16

省民政厅

17

省医保局

18

省医保局

19

省卫健委

20

省水利厅

21

省水利厅

22

省水利厅

23

省工信厅

24

省文旅厅

25

省卫健委

26

省国资委

（试行）》的通知（赣环法规〔2020〕12
号）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江西省教育厅印发
《关于支持大南昌都市圈教育事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的通知（赣教规字〔2020〕2 号）
关于印发江西省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江西省社会救助对象失信惩戒和
守信激励办法（试行）》的通知（赣民发
〔2020〕4 号）
江西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推进我省基本
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通知（赣医保发
〔2020〕12 号
江西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医疗保险基金市
级统收统支工作的通知（赣医保发〔2020〕
10 号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江西省民政厅 江西
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推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
老机构做实签约健康服务工作的通知（赣卫
老龄发〔2020〕7 号）
江西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农村供水条
例》水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参照执行标准的
通知（赣水规范文〔2020〕2 号）
江西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水利建设市
场主体市场行为评价办法》的通知（赣水规
范文〔2020〕4 号）
江西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水利建设项目施工和
施工监理评标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赣水规
范文〔2020〕5 号）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
省税务局关于印发《江西省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管理办法》的通知（赣工信规字〔2020〕
2 号）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
心支行 江西银保监局 江西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关于印发《江西省中小微文旅企业贷
款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赣文旅
规〔2020〕3 号）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江西省消
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信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赣卫监督发〔2020〕6 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出资监管企业实施企业年金
的意见（赣国资考核字〔2020〕87 号）

2020/6/23 2020/7/30
2020/7/9 2020/7/30
2020/6/29 2020/7/31

2020/7/8

2020/8/10

2020/6/8

2020/8/10

2020/7/30 2020/8/10

2020/8/7

2020/8/14

2020/8/13 2020/8/24

2020/8/13 2020/8/24

2020/8/26 2020/8/27

2020/8/13 2020/8/28

2020/7/16 2020/8/31
2020/8/27 2020/9/9

27

省住建厅

28

省农业农
村厅

29

省住建厅

30

省市场监
管局

关于改进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
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赣建培
〔2020〕1 号）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省级示
范家庭农场创建办法》的通知（赣农规字
〔2020〕3 号）
关于对建筑施工企业开展信用信息评价的通
知（赣建字〔2020〕4 号）
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江西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通知
（赣市监规〔2020〕4 号）

2020/8/11 2020/9/9

2020/8/25 2020/9/22
2020/8/27 2020/9/27
2020/9/23 2020/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