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 奈 省 人 民 政 府 今

第 251号

《声末省人民政府美子疲止わ修攻部分省政府規章的決定》

已姿2018年 1月 20日 声末省人民政府第十二届127次 常券会洪

Iin_辻 ,現予公布,自 公布之曰起施行。

2018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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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奈省人民政府美子慶止和修改

部分省政府規章的決定

力了依法推逃筒政放枚、放管結合、仇化服券改革,省 政府

対渉及 “放管服"改革的規章逃行了寺項清理。径辻清理,現

決定 :

対 《声末省各坂人民政府実施行政炎罰規定》等 3部 省政

府規章予以疲止 (附 件 1)。

対 《声末省泣立資源増疸保学費征牧使用哲行亦法》等 14

部省政府規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攻 (附件 2)。

本決定自/Ak布 え口起施行。

附件:1.省 政府決定疲止的規章項 目

2.省 政府決定修茨部分条款的規章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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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省政府決定慶止的規章項目

序号 規章名称 公布日期、文号 悦 明

1

片末省各坂人民政府

実施行政炎罰規定

1997年 8月 11

日与府今 第 23

号/Ak布

机章飯布実施已途 20年 .基子実践中以

政府名又作出的行政炎罰均由取能部11具体実

施,核規章近用性不張河趣日益突出。力碗保

執法程序統一机疱,上管責任明碗落実,対核

規章予以慶止。

2
片末省羽1汚 費征lll使

用管理亦法

2007年 6月 18

日専府今第 H6
号公布

《中準人民共わ国不境保ナ税法》子

2018年 1月 1日 起施行,核 法施行后,不 再

対祥汚者征牧羽卜汚費。

3
片末省建没斤委托実

施行政+可項目

2∞8年 12月 22

日与府今第 128

号公布

核規章包括 8企行政♯可項 目 (序 号夕|

表形式).其 中:

1.序 号 1“ 房地声升友企並二坂及以下

姿反核准"已 被 《片末省人民政府第四粘行

政常批事項Д整 曰泉》 (省政府今第 142号 )

pll力 委托管理的申批事項。

2.序 号 2“ 城市国林録化企立二坂姿反

核准"已被 《国券院美子修改わ慶上部分行

政法机的決定》 (国 券院今第676号 )、 《住房

城多建没部亦公斤美子微好取消城市園林録化

企立姿反核准行政寺可事項相美工作的通知》

(建亦城 〔2017〕 27号 )取消。

3.序 号 3“ 工程建没上理企立丙坂姿反

核准"、 序号4“ 工程勘察労券美,工 程浚十

行並、寺並、寺項丙坂及以下姿反核准"、 序

号5“城市規刻編制単位丙坂資反決定"己被

《声末省第二批ケ大晏坂政府管理枚限事項目

永》 (省 政府今第161号 )下放至去坂主管部

11実施。

4.序 号 6“ 房地声借介机杓三坂及以下

資反核准"已 被 《住房城多建没部美子貫御

落実姿声坪借法規疱房地声借介行立管理有美

同題的通知》 (建房 〔2016〕 275号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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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規章名称 公布日期、文号 説 明

5.序 号7“ 超限高晨建筑工程抗震没防

常llL"已被 《声末省人民政府 2012年 行政申

批制度改革事項目永 (第 一批)》 (省 政府今

第169号 )下放至地級以上市政府実施。

6.序 号 8“ 占用城市録地わ秋伐、迂移

城市村木常批"已 被 《声末省人民政府 2012

年行政常批制度改革事項 目永 (第 二批 )》

(省 政府今第172号 )下放至晏級以上政府共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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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政府決定修政部分条款的規章項目

一、声奈省漁上資源増殖保抄費征牧使用暫行亦法 (1989

年 7月 26曰 専府函 〔1989〕 92号 公布 )

修攻内容≒

1.杵第二条修攻力 :“ 凡在我省管轄的水域、淮漆釆捕天然

生Kわ人工増殖水生功植物的単位わ企人 ,必須依照本亦法毅幼

泣立資源増殖保夕費 (以 下筒称泣立資源費 )。
"

2.杵 第四条修攻力 :“ 淮立資源費由具象以上人民政府淮立

行政主管部 11及 其授杖的泣政監督机杓依照批准友放捕榜寺可江

的叔限征牧。省泣立行政主管部日批准友放捕榜寺可江的,由 淮

船登泥所在地或者作立所在地芸奴 (或 者市級)泣 立行政主管

部日及泣政監督机杓代征。"

3.杵第五条修改力 :“ 淮立資源費汁征単位 :

“海洋的抱、日、木1、 釣、惨増作立的机功泣船以単船主机

島力汁征 ;ヨト机功泣船以_iF船 恙叱位汁征 ;竹 (木 )排接只汁

征;定畳作立接回日汁征;港捕作立徒手的接人サ征、有港水器

的接潜水器企数十征。

“内陪水域 (江 河、湖泊、水庫)床1、 釣、批、排作立泣船

接艘汁征;定畳作立接同1可 汁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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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刑 去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項。

5.Hll去 第七条第二款。

6.第 九条増カロー款,作 力第一款: “泣立資源費接年度征

牧,休淮期、禁泣期免牧相反海洋泣立資源費わ内陪水域泣立姿

源費。"

二、声奈省水庫大規安全管理実施鋼興J(1994年 1月 18日

与府 〔1994〕 9号 公布 ,2017年 7月 20日 与府今第 242号 修攻)

修攻内容 :

杵第二条修攻力 :“ 大坂的サ建、政建、除隆カロ固的工程初

歩没・it文 件,羹須由具右相反姿格的単位依照国家わ省有美部日

tll定 的技木管理程序編tll,上 扱有美主管部日常査批准后,接照

批准的没汁方条実施。"

三、声奈省城市供水管理規定 (1995年 6月 29日 与府

〔1995〕 51号 公布,1998年 1月 18日 与府今第 35号 修政)

修政内溶≒

杵第十六条第二款中的 “羹須笙城市供水企立常査同意后

技建没行政主管部 11和 工生行政主管部 11批 准"修 茨力 “必須

径城市供水企立常査同意"。

四、声奈省公路lll費 姑管理亦法 (1998年 1月 18日 与府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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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号 公布 )

修政内容 :

1.警 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項修攻力 :“ 会同省物介等行政主管

部 11常 核キ柄通行費牧費林准,井埜省人民政府常批后向社会公

布。"

2.刑 去第五条第二款。

3.杵第十三条修攻力 :“ 牧費靖升始牧費前,泣在呈著位置

恐桂省交Iin_近 輸主管部 11坑 一監+1的 牧費堵堵牌、林牌 (公 升

常批机美、牧費単位、牧費林准、牧費 /―

‐
t止年限、監督屯活等内

容 )。
"

4.刑 去第十九条。

五、声奈省行政処罰瞬江程序実施亦法 (1999年 11月 15日

与府今第 54号 公布 )

修攻内容≒

杵第五条第二款修政力 :“ 前款所称較大数額男款,是指対

公民的逹法行力炎以5000元 以上罰款,対 法人或者其化姐鉄的

逹法行力炎以 10万 元以上罰款。"

六、声奈省友展皮用新型培体材料管理規定 (2004年 12月

31日 与府今第 95号 公布 )

修攻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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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去第十三条、第十九条。

七、声奈省北江大堤管理亦法 (2006年 7月 10日 与府今第

107号 公布 )

修茨内容 :

1.杵 第四条第二款修攻力:“ 北江大堤所在的市、異 (区 )

人民政府水/11、 規夫1、 国上、建没、/Ak安 、交通、屯力、遁信等

主管部 11,接 照取責分工傲好有美工作。"

2.杵 第八条第二款修茨力 :“ 堤銭所在管理_in位泣当接照規

定配各人員,傲好堤段的管理工作。"

3.杵 第九条第一款修攻力 :“ 在北江大堤堤身及管理疱国内

建没跨河、穿河、穿堤、皓河的杯梁、4共 、道路、渡 口、管

道、貌銭、取水、排水等工程没施,泣 当符合国家規定的防洪林

准、岸銭規え1、 航近要求和其他技木要求,井征求省北江大堤管

理机杓意見,其工程建没方茉泣当姪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

常査同意方可升工建没。"

4.杵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攻力 :“ 在北江大堤堤夕
～

管理疱曰

内,任何単位和企人不得新建房屋或者其化没施。原有房屋等建

筑物及没施,不 得横建 ;需 要攻建的,羹須征求省北江大堤管理

机杓意兄,姿 省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11同 意后方可升工建

没。"

5.杵 第十七条第一款中的 “依照 《中学人民共和国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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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条或者 《中準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八条的規定

給予行政丈罰。"修攻力 “依照 《中準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

五条或者 《中準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七条的規定給予行

IEX炎 罰。"

6.杵第十八条第一款中的 “依照 《中学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第六十一条或者 《片末省水不1工 程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規

定給予行政炎罰。"修攻力 “依照 《中学人民共わ国防洪法》第

六十条或者 《声末省水不1工 程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規定給

予行政炎罰。"

7.刑 去第二十一条。

8.杵 第二十二条中的 “水行政主管部 11、 省北江大堤管理

机杓有美工作人員,不1用 取券上的便不1"修 攻力 “水行政主管

部 |¬ 有美工作人員/11用 取券上的便不1"。

八、声奈省公共安全祝頻圏像信息系銃管理亦法 (2009年 2

月 25日 与府今第 132号 /Ak布
)

修攻内容 :

1.刑 去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二款和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

項。

2.杵 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項修攻力 :“ 渉及公共安全和其化

逹法犯罪行力的重要信息資料的有数存倍期不少千百年。法律、

法規男有規定的,双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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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声奈省事並単位公升招聘人員亦法 (2009年 9月 1日

与府今第 139号 公布 )

修攻内容 :

杵第二条修攻力 :“ 事立単位新聘用人員,除 国家和省政策

性安畳、接照人事管理叔限由上坂任命、渉密蘭位等人員外,泣

当面向社会公升招聘。事立単位工作人員可以接照国家有美規定

逃行交流。"

十、声奈省促逃散装水泥友展和皮用規定 (2011年 3月 2

日与府今第 156号 公布 )

修攻内容≒

1.刑 去第十五条。

2.杵 第十六条修攻力 :“ 新建、攻建、ゲ建預伴混凝上、預

伴砂柔、混凝土預+1杓 件生声項 目,泣 当符合仝省和本地区散装

水泥友展和泣用規災1,井 向所在地異奴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多建

没行政主管部 11扱各。

“地奴以上市住房城多建没行政主管部日需要調整現有規災1

的,泣 当征求省住房城多建没行政主管部 11意 兄。"

3.杵 第十七条修攻力:“ 預伴混凝土生声企立泣当接照相夫

規定 ,依法取得姿反江ギ后,方 可在其姿反浄可的疱国内八事生

声活功。

-10-



“建没工程項 目立当使用具有姿反IIギ 企立生声的萩伴混凝

上。"

4.杵 第二十七条修攻力: “逍反本規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規

定,使用不具有姿反江ギ企立生声的預伴混凝土的,由 晏級以上

人民政府住房城多建没行政主管部 11炎 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

的罰款。"

十一、声奈省木材堡菅加工返輸管理亦法 (20H年 6月 14

曰与府今第 159号 公布 )

修攻内容 :

1.刑 去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

二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

2.杵第九条 中的 “申清木材盗菅寺可泣 当具各下夕1条 件 "

修攻力 “双事木材姿菅的単位わ企人泣当具各下夕1条件"。

3.杵第十二条中的 “申清木材カロエ寺可泣当具各下夕1条件"

修攻力 “八事木材カロエ的単位わ企人泣当具各下夕1条件"。

4.刑 去第二十条第一項、第二項わ第四項。

5。 刑去第二十七条第一項、第四項,以 及第二項 中的 “超

出木材埜菅カロエ寺可江的核定疱曰、規模笙菅、か工木材 ,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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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声奈省西江声州引水工程管理亦法 (2012年 H月 27

日与府今第 177号 公布 )

修政内容 :

1.第 四条第二款修攻力 :“ 声州市、佛山市水券行政主管部

11久 責西江戸州引水工程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

2.第 四条第二款修攻力 :“ 西江戸州引水工程沿銭具坂人民

政府、多慎人民政府配合傲好西江戸州引水工程的保伊和管理工

作。"

3.第 十六条第一款修攻力 :“ 在西江戸州:1水 工程的管理わ

保伊疱国内,新建、政建、ゲ建的各美建没項目,共工程建没方

案泣当径声州市或佛山市水券行政主管部日常査同意。工程施エ

泣当接受声州市或佛山市水券行政主管部 11的 監督栓査,工程浚

工詮牧泣当有声州市或佛山市水券行政主管部 11参 カロ。"

4.第 十六条第二款修攻力:“ 声州市、佛山市水券行政主管

部日在常査工程建没方茉叶,泣 当征求建没項目所在地具象人民

政府利其他有美部同意見。"

5.杵第二十一条的 “省水行政主管部日"修攻力 “水行政

主管部 11"。

十三、声奈省省管水利枢盤管理亦法 (2013年 7月 25日 与

府今第 190号 公布 )

修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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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第一款修攻力 :“ 在省管水不1枢 俎管理疱国内不得

姿菅餐欽活功。双事旅洋、紳植、券殖等生声径菅活功的,泣 当

依法亦理不境影噛汗介手数,井 有枢俎管理単位答資 l・I洪。"

十四、声奈省奈深供水工程管理亦法 (2014年 1月 6日 与

府今第 195号 公布 )

修攻内容 :

第十六条第一款修政力 :“ 在末深供水工程管理和保ク疱曰

内新建、政建わ横建的各炎建没項 目,其工程建没方条泣当扱有

管轄叔的水行政主管部 11常 査同意。水行政主管部 |¬ 在常査決定

前,泣 当征求末深供水工程管理単位意兄。"

上述規章修攻后,其条文順序作相反修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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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国券院亦/Ak斤 ,国券院法制亦。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政協主席,副 省K,省攻

府秘ギK、 副秘ギK。

各地坂以上市人民政府,各晏 (市 、区)人 民政府,省 政府

各部 |¬ 、各宣属机胸。

省委亦/AN庁 ,省 人大常委会亦公斤,省 攻協亦/Ak斤 ,省先委

亦/Ak斤 ,省法院,省栓察院。
南部哉区,南海肌仄,南部哉区杢年,省 年区。

2018年 2月 8日 印友声末省人民政府亦公斤秘ギ炎

Ⅷ朧朧僣鰤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