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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废止和修改 

有关文件的决定 

云建规〔2021〕2号 

 

各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滇中新区

规划建设管理部，昆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昆明市滇池

管理局，昆明市园林绿化局，昆明市水务局，楚雄州水务局，有

关企业： 

为维护法制统一，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

进依法行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根据上位法立改废情况，对以云

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名义印发的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和

其他政策文件进行了清理。经清理，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决定： 

一、对主要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相抵触，

或者涉及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被修改、废止、宣布失

效，或者与“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转变政府职能要求

不一致，或者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 31 件行政规范性文件

（见附件 1）和 63件其他政策文件（见附件 2）予以废止。凡宣

布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文件，自本决定印发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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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二、对部分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或者与国

家政策不一致，或者与机构改革、职能调整情况不适应的 2件行

政规范性文件（见附件 3）和 1 件其他政策文件（见附件 4）部

分条款予以统一修改。 

三、对主要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或者与国

家政策不一致，或者与“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转变政

府职能要求不一致的 4件行政规范性文件（见附件 5）和 8件其

他政策文件（见附件 6）予以全面修改。由起草处室负责全面修

改的，按照文件制定程序印发施行。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

件目录 

2.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定废止的其他政策文

件目录 

3.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定部分修改的行政规

范性文件 

4.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定部分修改的其他政

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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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定全面修改的行政规

范性文件目录 

6.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定全面修改的其他政

策文件目录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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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定废止的 

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1.云南省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房地产综合开发

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编审暂行规定》的通知（云建房〔1992〕66

号） 

2.云南省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城镇房地产交易

评估原则（试行）》的通知（云建房〔1992〕562号） 

3.云南省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发布《云南省城市房屋产权产

籍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云建房〔1993〕335号） 

4.云南省建设监理暂行办法（云建施〔1994〕115号） 

5.发展和完善我省房地产市场体系的初步意见（云建房

〔1994〕262号） 

6.城市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管理办法（云建房〔1994〕295

号） 

7.云南省监理工程师及助理监理工程师资格认证及注册管

理暂行办法（云建建〔1996〕62号） 

8.云南省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办法（云建房〔199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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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9.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市场管理办法（云建规〔1996〕307

号） 

10.云南省各级人民政府国有房地产产权管理及涉外合作建

房试行办法（云建房〔1996〕309号） 

11.云南省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等级管理办法（云建房〔1998〕

13号） 

12.云南省工程项目监理工作管理暂行规定（云建建〔1998〕

789号） 

13.关于开展监理工程师注册工作的通知（云建建〔1998〕

865号） 

14.云南省燃气工程管理暂行办法（云建城〔1998〕1062号） 

15.云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实验室实行见证取样送样检制

度规定（试行）（云建建〔1999〕578号） 

16.云南省城市消防专业规划技术要求暂行规定（云建规

〔2000〕3号） 

17.关于实施城镇驻军营房产权转移和房屋现状变更登记换

证工作的通知（云建房〔2000〕1010号） 

18.云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预算综合

报价评标（暂行）办法（云建建〔2004〕39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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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云南省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管理办法（云建震

〔2004〕953号） 

20.云南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云南省建

设厅公告第 8号） 

21.云南省城乡规划与建设项目公示办法（试行）（云南省

建设厅公告第 10号） 

22.云南省城乡规划听证办法（试行）（云南省建设厅公告

第 11号） 

23.云南省城乡规划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办法（试行）

（云南省建设厅公告第 12号） 

24.云南省城乡规划信息咨询及查询办法（试行）（云南省

建设厅公告第 13号） 

25.云南省建设厅关于办理信访举报违反城乡规划专项工作

事项的办法（试行）（云南省建设厅公告第 14号） 

26.云南省违反城乡规划行政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云南

省建设厅公告第 15号） 

27.云南省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报批管理规定（云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第 17号） 

28.云南省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编制办法（云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公告第 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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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云南省一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第 40号） 

30.云南省城乡规划编制机构及人员质量信用评价办法（云

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第 55号） 

31.云南省城乡规划方案征集管理规定（云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公告第 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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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定废止的 

其他政策文件目录 

 

1.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成立云南省城镇燃气安全

审查专家委员会的通知（云建城〔2014〕612号） 

2.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确认云南城市园林绿化主

营业务属于国家鼓励类项目的通知（云建城函〔2014〕300号） 

3.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园林绿化施工企业启用安

全生产许可证的通知（云建城函〔2015〕10号） 

4.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结合民用建筑

修建的人民防空地下室工程设计管理的通知（云建设〔2012〕923

号） 

5.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绿色建筑施工图设计

和审查工作的通知（云建设〔2014〕320号） 

6.关于印发云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流程

规定的通知（云建设〔2016〕153号） 

7.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批准云南省建筑标准设计

图集的通知（云建设〔2018〕4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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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推

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多审合一改革

的通知（云建设〔2019〕76号） 

9.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申请延续执行《云南省物价

局关于调整施图设计文件审查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

的函（云建设函〔2014〕209号） 

10.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严格执行工程造价咨询服

务收费标准的通知（云建标〔2013〕813号） 

11.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关

于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广应用高性

能混凝土若干意见的通知（云建标〔2014〕503号） 

12.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外墙涂料

推广应用和管理的通知（云建法〔2015〕3号） 

13.关于组织开展云南省绿色建材评价标识工作的通知（云

建法〔2016〕245号） 

14.关于启用云南省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审查信息告知性备案

系统通知（云建法〔2016〕283号） 

15.关于公布云南省绿色建材评价标识专家委员会专家和绿

色建材评价机构的通知（云建法〔2016〕655号） 

16.关于成立云南省绿色建材评价标识专家委员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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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建法函〔2016〕204号） 

17.关于发布建设领域限制和禁止使用防水产品目录的通知

（云建法〔2017〕93号） 

18.关于加快装配式建筑及产业发展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

知（云建法〔2017〕297号） 

19.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建设领域能耗“双控”

工作的通知（云建法函〔2017〕477号） 

20.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云南省绿色建

筑评价标识管理工作的通知（云建科〔2018〕87号） 

21.关于印发云南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机关财务报销管理办法

的通知（云建计〔2016〕331号） 

22.关于我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在换证期间招投标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云建建函〔2016〕107号） 

23.关于加强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跨工商注册地从事招标代理

业务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建建函〔2017〕1号） 

24.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明确工程招标代理

机构跨地区承揽业务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建建函

〔2017〕243号） 

25.关于进一步明确工程招标代理机构暂定级资质颁证问题

的通知（云建建函〔2017〕3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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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关于建立党务政务督查工作机制的通知（云建机党〔2016〕

384号） 

27.关于印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干部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

挂钩点工作方案的通知（云建直党〔2014〕8号） 

28.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成立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

考核和薪酬审核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建人〔2016〕123号） 

29.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建设工程质

量监督机构和人员考核管理规定》的通知（云建质〔2014〕348

号） 

30.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城乡建设

系统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云建质函〔2014〕58号） 

31.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地震灾区钢结构样板

房工程质量安全指导工作的通知（云建质函〔2014〕372号） 

32.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下放建筑施工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的通知（云建质〔2015〕491号） 

33.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云

建质〔2017〕154号） 

34.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养老服务设施规

划建设工作文件的通知（云建办〔2014〕476号） 

35.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住房城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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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清单（试行）的通知

（云建办〔2015〕417号） 

36.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文件的通知（云建办函〔2015〕

715号） 

37.关于转发《国家档案局关于简化优化档案公共服务流程

清理各种证明的通知》的通知（云建办函〔2016〕180号） 

38.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计划目标责任考核办法》的函（云建震函〔2014〕354号） 

39.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住房城乡建设

系统地震应急预案的通知（云建震〔2014〕593号） 

40.省住建厅等 14 部门关于整合社会投资一般性建设项目

审批服务流程工作的通知（云建审〔2018〕367号） 

41.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安

全生产合格证省级管理权限下放昆明市有关意见的函（云建审函

〔2018〕136号） 

42.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住房公积金统计工作的通知（云

建金函〔2016〕392号） 

43.关于进一步落实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

（云建金〔2017〕3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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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关于印发云南省污水处理乡镇自来水供水设施建设验收

办法的通知（云建村〔2016〕543号） 

45.关于印发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公厕建设验收办法的通知

（云建村〔2016〕544号） 

46.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技术导则（试行）及云南省农村厕所改造建设技术指南（试

行）的通知（云建村〔2018〕132号） 

47.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组织

开展全国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工作文件的通知（云建房函〔2014〕

197号） 

48.关于进一步推进“烂尾楼”整治工作的通知（云建房

〔2017〕373号） 

49.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云南省城市生

态小区评审工作的通知（云建房〔2017〕448号） 

50.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受理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

有关事项的通知（云建建函〔2014〕480号） 

51.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入滇建筑业企

业服务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云建建函〔2019〕18号） 

52.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成立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专

家委员会的通知（云建法〔2012〕5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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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云南省绿色建筑评价

标识专家委员会第二批成员名单的通知（云建法〔2012〕592号） 

54.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云南省一二星级绿色

建筑评价标识工作技术依托单位的通知（云建法〔2012〕623号） 

55.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关于加强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和备案工作文件的通知（云建法

〔2013〕170号） 

56.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增补云南省一二星级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技术依托单位的通知（云建法函〔2014〕

62号） 

57.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增补云南省一二星级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技术依托单位的通知（云建法函〔2014〕

331号） 

58.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增补云南省一二星级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技术依托单位的通知（云建法函〔2014〕

416号） 

59.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贯彻执行住房城乡建设部

办公厅关于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工作文件的通知（云建法

〔2015〕806号） 

60.关于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村）创建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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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云建村〔2018〕136号） 

61.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受理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

有关事项的通知（云建建〔2016〕123号） 

62.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印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事项清单及审批流程图的通知

（云建审改办函〔2019〕3号） 

63.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印发交通、水利、能源领域项目审批流程图的通知（云建审改办

函〔201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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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定部分修改的 

行政规范性文件 

 

一、云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及人

员管理和考核办法（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第 49号） 

删除第一条中的：“《云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质量监督管理实施办法》（第 37号公告）”。 

删除第四条中的：“监督员分为质量监督员和助理监督员” 

将第七条第（三）项修改为：“承担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

监督的监督机构应配备市政专业（如道路、桥梁、给排水、园林

绿化、燃气等）的监督人员。” 

删除第七条第（九）项。 

删除第八条第二款第（三）项。 

删除第八条第二款第（四）项。 

将十五条第（八）项中的：“在监督工作中对工程结构实体

检测和室内环境质量检测严格把关”修改为：“在监督工作中对

工程结构实体检测和主要使用功能严格把关”。 

删除第二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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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监督机构应当协助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工程质量状况，逐步建立工程质量信用档案。

将工程质量监督中发现的涉及主体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

工程质量问题及整改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 

将第三十条第（四）项修改为：“监督地基与基础、主体结

构和主要使用功能分部工程以及涉及结构安全的子分部工程质

量验收，重点对验收的条件、组织形式、程序、执行标准、内容

以及结果等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进行监督；”。 

将第三十一条中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前，应当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注册手续。”修改为：“建设单

位应当在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同时，并联审批工程质量监

督注册手续。” 

将第三十一条中的：“提交资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监督机

构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办结工程质量监督注册手续。”修改为：

“提交资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监督机构应当及时办结工程质量

监督注册手续。” 

将第三十四条中的：“明确对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分部工

程以及涉及结构安全的子分部工程质量监督内容等。”修改为：

“明确对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和主要使用功能分部工程以及涉

及结构安全的子分部工程质量监督内容。”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行政规范性文件

   
X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      

- 18 -

将第三十六条第（三）项修改为：“对地基与基础、主体结

构和主要使用功能分部工程以及涉及结构安全的子分部工程质

量验收和工程竣工验收监督情况；”。 

将第三十八条第（四）项修改为：“施工技术资料和工程实

体质量抽查记录；”。 

将第三十八条第（六）项修改为：“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

和主要使用功能分部工程以及涉及结构安全的子分部工程质量

验收和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记录；” 

删除第四十条中的第（二）项。 

删除第四十条中的第（三）项。 

删除第四十条中的第（六）项。 

二、云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及人

员管理和考核办法（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第 50号） 

在第一条中增加《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有关文件的通

知》（建法规〔2019〕3号）作为依据文件。 

将第三条中的：“对工程建设实施进行监督管理独立设置的

安全监督机构。”修改为：“对工程建设实施进行监督管理的安

全监督机构。” 

将第六条中的：“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已办理施工安全监督

手续并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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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工程进行安全监督”修改为：“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已办理

施工许可证的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进

行安全监督”。 

删除第七条中的第（一）项。 

将第八条中的：“监督机构在办理施工安全监督手续时，应

审核建设单位提交的以下资料：”修改为：“建设单位在办理施

工许可证手续时，安全监督机构应当对建设单位提交的保证安全

施工具体措施的资料（包括工程项目及参建单位基本信息）进行

查验，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踏勘，符合要求的在 5个工作日发放

《施工安全监督告知书》（附录 E-12），不符合安全施工具体

措施的，施工许可审批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建设单位提交

的保证安全施工具体措施的资料应包含以下资料：”。 

删除第八条中的第（一）项。 

将第十二条中的：“工程项目已办理施工安全监督手续并取

得施工许可证后”修改为：“工程项目已办理施工许可证后”。 

将第二十八条第（三）项修改为：“具有满足安全监督工作

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工作制度、信息化管理条件、仪器、设备、

工具、工作经费及安全防护用品，应急车辆保障能满足工作需

要。” 

将二十九条第（三）项修改为：“具有满足安全监督工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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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固定工作场所、工作制度、信息化管理条件、仪器、设备、

工具、工作经费及安全防护用品，应急车辆保障能满足工作需

要。” 

删除第三十一条。 

将第三十二条第（一）项修改为：“工程项目安全监督登记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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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定部分修改 

的其他政策文件 

 

关于印发行业内推进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方案的通知（云建

质〔2016〕369号） 

将原文工作机构设置中的：“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成立消防安

全领导小组，厅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安全、城乡规划厅领导为

副组长厅内各处、室、办负责人为小组成员。”修改为：“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成立消防安全领导小组，厅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

安全厅领导为副组长，厅内各处、室、办负责人为小组成员。” 

将原文消防队伍建设中的：“与当地公安消防部门建立灭火

应急救援联勤联动机制，视情况参与火灾事故扑救工作。”修改

为：“与消防救援机构建立灭火应急救援联勤联动机制，视情况

参与火灾事故扑救工作。” 

删除原文监管部门职责中的：“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编制城乡

消防规划。” 

删除原文消防工作要求中的：“今年内，省本级结合全省消

防安全推进工作实际，在省属建筑施工企业中推荐 2家企业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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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安全管理标准化范单位，并适时组织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工作典

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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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定全面修改 

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1.云南省建设工程监理招标评标（暂行）办法（云建建〔2002〕

712号） 

2.云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工程量清

单评标（暂行）办法（云建建〔2004〕396号） 

3.云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评标补充

规定（云南省建设厅公告第 3号） 

4.云南省市政公用行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云南省建设厅公

告第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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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定全面修改 

的其他政策文件目录 

 

1.关于印发《省民用建筑能耗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云建

法〔2016〕30号） 

2.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云南省生

态环境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绿色装

配式建筑及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5 年）》的通知（云建科

〔2019〕123号） 

3.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内部控制管理手册》

《内部风险管理制度》《内部控制经济活动运行表单》的通知

（云建计〔2018〕440号） 

4.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工作规则》的通知（云建办〔2017〕386号） 

5.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住房城乡建设

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知（云建办〔2017〕441号） 

6.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印发云南省住房城乡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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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查事项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云建审〔2018〕295

号） 

7.关于印发《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

理办法》的通知（云建法〔2017〕175号） 

8.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认真执行《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规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工作规程》的通知（云建质函〔2014〕45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