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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令
第 ２６０号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政府规章清理结果的决定》

已经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２７日市政府第 １９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济南市市长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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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政府规章

清理结果的决定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和省政府关于对现行政府规章清理的有

关要求，以及国家、省有关 “放管服”改革、生态文明建

设和环境保护涉及的政府规章专项清理工作要求，对我市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前公布的、现行有效的９１件政府规章进行

了清理。市政府决定，废止 《济南市关于在市区实行义务

植树登记制度的规定》等２７件政府规章，保留 《济南市城

市环境卫生有偿服务管理办法》等６４件政府规章。

附件：１．《济南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规章目录》

２．《济南市人民政府决定保留的规章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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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济南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规章目录
序号 规章名称 政府令号 施行日期 修改日期 说明

１

济南市关于在

市区实行义务

植树登记制度

的规定

１１ １９９０．１２．０４

制定时的依据已被废止；

管理主体已变更；相关收

费已被取消；管理内容已

不适用。

２
济南市矿产资

源管理办法
１５ １９９１．０２．０１

相关收费已被调整；管理

内容与上位法不一致；相

关工作已依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山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

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办

法》等法律、规章实施管

理。

３
济南市行政执

法监督暂行规

定

３４ １９９１．１０．１４

关于行政执法监督范围、

行政执法备案制度的规定

与上位法不一致；关于行

政执法监督的内容和措施

等规定被上位法所涵盖；

相关工作已依据 《山东省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实施

管理。

４

济南市人民政

府关于禁止向

企业乱收费、

乱罚款和各种

摊派的若干规

定

３７ １９９２．０１．２５

收费许可证制度已取消；

多数涉企收费项目已被取

消；关于收费票据、罚没

款和罚没物资变价款管理

等规定与现行非税收入管

理实际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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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章名称 政府令号 施行日期 修改日期 说明

５
济南市医疗机

构使用药品管

理办法

６０ １９９３．０４．０６２００６．０２．２０

适用主体范围、医疗机构

采购药品监管重点、药品

收费定价规定与上位法相

抵触；医疗机构使用药品

管理内容发生变化；相关

工作已依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实施条例》、 《山东省药

品使用条例》等法律、法

规实施管理。

６

实施 《济南市

预算外资金管

理办法》的规

定

１００ １９９６．０８．０８

调整对象已经为非税收入

所替代且全部纳入预算管

理；相关工作已依据财政

部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

法》实施管理。

７
济南市旅游投

诉规定
１１８ １９９７．１２．１６

主管部门名称已变更；关

于管辖范围、投诉受理及

合法权益保护时限等规定

与 《山东省旅游条例》、

《旅游投诉处理办法》不

一致；相关工作已依据上

述法规、规章实施管理。

８
济南市建设工

程监理管理规

定

１２９ １９９８．０４．０４２００２．０３．２９

监理范围、工程建设监理业

务招标、工程建设监理合同

备案规定与国家规定不一

致；外来监理单位备案、监

理费用规定与目前管理体制

相违背；工程质量监督费已

取消；相关工作开展已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监理范围和规模

标准规定》等法律、规章实

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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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章名称 政府令号 施行日期 修改日期 说明

９
济南市行政执

法投诉办法
１３８ １９９８．０７．２２

主要条款内容与国家、省

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相

关工作已依据 《山东省行

政投诉办法》等上位法实

施管理。

１０

济南市建筑企

业劳动保险费

用管理暂行规

定

１４０ １９９８．１０．２７２００２．０３．２９

规范调整对象已不存在；

收缴比例及拨付比例等内

容发生较大变化；不适应

国家 “放管服”改革要

求；目前工作依据省、市

相关规定执行。

１１
济南市生猪屠

宰管理办法
１４２ １９９９．０２．２０２００２．０３．２９

主管部门已变更；相关行

政许可事项已被取消；管

理内容、管理程序、法律

责任的规定与上位法不一

致；相关工作已依据 《生

猪屠宰管理条例》、 《山

东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

等法规、规章实施管理。

１２

济南市人民政

府关于实行罚

款决定与罚款

收缴分离的通

告

１４４ １９９９．０４．０１

全省罚没收入全部通过非

税收入征收管理收缴，关

于罚款收缴的相关规定已

不再适用。

１３

济南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泉

城广场管理的

通告

１５１ １９９９．０９．０７

原管理主体已被撤销；关

于涉及规划、市容管理、

文明公约等相关管理内容

均有相关上位法调整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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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章名称 政府令号 施行日期 修改日期 说明

１４
济南市殡葬管

理办法
１５２ １９９９．０９．２１２００６．０２．２０

原管理主体职能已变更；

部分管理内容、行政强制

执行的规定与上位法相抵

触；部分许可事项被取

消；相关工作已依据 《殡

葬管理条例》、 《山东省

殡葬管理规定》等法规、

规章实施管理。

１５

济南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建

筑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的通告

１５５ １９９９．１２．１５

相关管理内容与上位法不

一致；相关工作已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 《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条例》、 《安全

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法

律、法规实施管理。

１６
济南市城市集

中供热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

１５６ １９９９．１２．１５

主管部门、供热管网建设

资金筹集渠道来源均已变

更；相关许可事项已取

消；关于供用热设施竣工

验收、部分收费的规定与

上位法相抵触；相关工作

已依据 《山东省供热条

例》、 《济南市城市集中

供热管理条例》等法规实

施管理。

１７
济南市建设工

程地震灾害预

防管理规定

１６６ ２０００．１１．３０

管理内容与上位法不一

致；部分行政许可事项已

取消；相关工作已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

灾法》、 《山东省防震减

灾条例》、 《济南市防震

减灾条例》等法律、法规

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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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章名称 政府令号 施行日期 修改日期 说明

１８
济南市地方税

收征收管理若

干规定

１６７ ２０００．１１．３０

规定的内容与上位法相抵

触；与 “营改增”、 “五

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

制度改革要求不相适应；

相关工作已依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暂行条例》等法

律、法规实施管理。

１９
济南市幼儿园

管理规定
１６９ ２０００．１２．１２

行政许可事项的规定与上

位法不一致；部分收费规

定与当前管理实际不相适

应；相关工作已依据 《山

东省学前教育规定》等上

位法实施管理。

２０
济南市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若

干规定

１７０ ２００１．０２．０５

部分条款与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相抵

触；不符合国家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要求，不适应我

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

际。

２１
济南市村镇房

屋权属登记管

理办法

１８３ ２００１．０９．２９

管理主体、管理内容与上

位法不一致；相关工作已

依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 《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等法规、

规章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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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章名称 政府令号 施行日期 修改日期 说明

２２
济南市出租汽

车货运管理办

法

１８６ ２００２．０４．０１

部分行政许可事项与上位

法相抵触；货运定价及收

费模式与国家、省有关价

格改革规定不符，与目前

管理体制不相适应；相关

工作已依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

理规定》等法规、规章实

施管理。

２３
济南市电力线

路设施保护若

干规定

２２４ ２００７．０８．０１

主要内容已被上位法进一

步明确，相关工作已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

法》、 《电力设施保护条

例》、 《山东省电力设施

和电能保护条例》等法

律、法规实施管理。

２４
济南市医疗器

械使用管理若

干规定

２３３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

管理内容多处与上位法抵

触或者不一致；相关工作

已依据 《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条例》等法规、规章实

施管理。

２５

济南市人民政

府关于公布继

续实施的市级

行政审批事项

的决定

２３５ ２００８．１２．３０

规章公布的行政审批事项

目录已经重新梳理并公布

实施，原事项清单不再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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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章名称 政府令号 施行日期 修改日期 说明

２６

济南市人民政

府关于公布市

级行政处罚事

项梳理和规范

结果的决定

２３９ ２０１０．１０．２８

规章公布的行政处罚事项

目录已经重新梳理并公布

实施，原事项清单不再适

用。

２７
济南市粮食流

通管理办法
２４０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管辖范围已调整；部分事

先审批事项已调整为后置

审批事项；相关备案事项

已取消；相关工作已依据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山东省粮食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规、规章实施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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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济南市人民政府决定保留的规章目录
序号 规章名称 政府令号 施行日期 备注

１
济南市城市环境卫生有偿服务管

理办法
２６ １９９１．０６．２５

２ 济南市出售公有住房办法 ６９ １９９４．０６．０１

３
济南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管理办

法
７１ １９９４．０４．１１

经 ２００２年 ３月 ２９
日政府令第１９１号
修改；经２００６年２
月２０日政府令第
２２１号修改

４ 济南市城市危险房屋管理办法 ７６ １９９４．０７．１２

５
济南市市民 “十不”行为规范监

督管理办法
１０５ １９９７．０６．０３

６ 济南市河道管理办法 １０８ １９９７．０７．３１

７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清理政

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结果的通告
１２２ １９９８．０２．２８

８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济南

市消防栓安全管理试行办法》等

４２件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决定

１２３ １９９８．０３．０１

９
济南市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

办法
１３３ １９９８．０６．０９

１０
济南市城市机动车辆清洗保洁管

理规定
１３９ １９９８．０９．０３

经 ２００６年 ２月 ２０
日政府令第２２１号
修改

１１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防空警

报设施管理工作的通告
１５０ １９９９．０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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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章名称 政府令号 施行日期 备注

１２ 济南市实施劳动预备制管理办法 １５７ ２０００．０４．１８
经 ２００６年 ２月 ２０
日政府令第２２１号
修改

１３ 济南市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 １６３ ２０００．１１．１４
经 ２００６年 ２月 ２０
日政府令第２２１号
修改

１４
济南市城镇企业职工生育保险暂

行办法
１６８ ２０００．１２．０１

１５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级第

一批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的通告
１７１ ２００１．０２．０５

１６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鹊山水

库和玉清湖水库管理的通告
１７２ ２００１．０３．２２

１７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级第

二批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的通告
１８４ ２００２．０１．１８

１８
济南市禁止乱涂写乱刻画乱张贴

的规定
１８５ ２００２．０２．１０

１９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适应世

界贸易组织规则清理政府规章结

果的通告

１９０ ２００２．０３．２９

２０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济南

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管理办法》

等９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
１９１ ２００２．０３．２９

２１ 济南市小清河管理办法 １９２ ２００２．０９．０１

２２ 济南市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１９４ ２００２．１２．０１

２３ 济南市公共消火栓管理办法 １９５ ２００２．１２．０１

２４
济南市城市中水设施建设管理暂

行办法
１９８ ２００３．０１．０１

２５
济南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救助

试行办法
２０２ ２００２．１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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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章名称 政府令号 施行日期 备注

２６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级第

三批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的通告
２０３ ２００２．１２．０９

２７
济南市关于公布城市管理相对集

中行政处罚规定的通告
２０６ ２００３．０８．０１

２８
济南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暂行规

定
２０７ ２００３．０８．０１

２９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 《济南

市建设用地管理办法》的决定
２０９ ２００３．１２．２６

３０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级第

四批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的通告
２１０ ２００３．１２．２６

３１
济南市市政公用行业特许经营试

行办法
２１２ ２００４．０３．０１

３２
济南市人民政府重大社会公共事

项决策听证暂行办法
２１３ ２００４．０８．０１

３３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级第

五批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的通告
２１４ ２００４．０６．２８

３４ 济南市邢家渡引黄灌区管理办法 ２１９ ２００５．０５．０１

３５ 济南市封山育林的管理规定 ２２０ ２００５．１０．０１

３６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 《济南

市医疗机构使用药品管理办法》

等二十一件政府规章的决定

２２１ ２００６．０２．２０

３７ 济南市餐饮垃圾管理规定 ２２２ ２００６．０７．０１

３８ 济南市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 ２２５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

３９
济南市城市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

管理办法
２２６ ２００７．０９．０１

４０ 济南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２２７ ２００７．０９．０１

４１ 济南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２２８ ２００７．１２．１０

—２１—



序号 规章名称 政府令号 施行日期 备注

４２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政府规

章清理结果的决定
２３１ ２００８．０１．０７

４３ 济南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２３４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

４４ 济南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办法 ２３６ ２００９．０４．０１

４５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 《济南

市人民政府关于地方法规制定程

序的规定》等１３件政府规章的决
定

２３７ ２０１０．０４．２８

４６ 济南市土地征收管理办法 ２３８ ２０１０．０９．０１

４７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 《济南

市行政执法暂行规定》等１７件政
府规章的决定

２４１ ２０１０．１２．１７

４８
济南市推进依法行政若干制度规

定
２４２ ２０１１．０４．０１

４９ 济南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 ２４３ ２０１１．０５．１９

５０ 济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 ２４４ ２０１１．０７．０１

５１ 济南市耕地保护管理办法 ２４５ ２０１３．０２．０１

５２ 济南市机动车停车收费管理办法 ２４６ ２０１３．０５．０１

５３ 济南市行政过错问责暂行办法 ２４７ ２０１３．０４．０１

５４
济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办法
２４８ ２０１３．０７．２０

５５ 济南市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办法 ２４９ ２０１３．０７．２０

５６
济南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

理办法
２５０ ２０１３．１２．０１

—３１—



序号 规章名称 政府令号 施行日期 备注

５７ 济南市地热资源管理办法 ２５１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５８ 济南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 ２５２ ２０１４．０４．０１

５９ 济南市物业管理办法 ２５３ ２０１５．０２．０１

６０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 《济南

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

法》的决定

２５４ ２０１４．１２．２９

６１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 《济南

市暂住人口管理办法》和 《济南

市道路交通安全责任规定》的决

定

２５５ ２０１５．０８．１３

６２ 济南市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办法 ２５６ 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６３
济南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

办法
２５７ 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６４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委托市南部

山区管委会行使有关行政执法权

的决定

２５８ ２０１７．０７．１９

—４１—



　分送：市委常委、副市长。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济南

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０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