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市发改 〔⒛ 17〕 妍0号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公布废止和失效部分政策性文件的通知

各县 (市、区)发改局,市直有关单位 :

根据 《梅州市人民政府文件清理工作实施方案》(梅市府函

(2017〕 ⒆ 号),并结合
“
放管服

”
改革的要求,我局对本部门

1988年至⒛16年期间印发的政策性文件进行了专项清理,共清

理出《关于贯彻实施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

法〉的通知》等⒛7份废止文件和 《关于印发梅州市发展和改革

局
“
十二五

”
规划纲要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等 134份失效文件 ,

现将其公布。废止或失效的政策性文件不再作为行政管理依据。

请各县 (市、区)发展改革部门对依据本通知废止或失效文件制

定的相关政策文件进行清理,及时废止、修改。



附件 :1。 废止的文件目录

2.失效的文件目录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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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废止的文件目录
序

号
文件标题 发文字号

1
⊥

关于贯彻实施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的通
· 知

梅市发改工交[2O11]3

号

2
关于印发 《梅州市区安全文明小区治安联防收费的暂行规定》的通

知
梅市价[1996]52号

3 关于批准梅州市人民医院开展新医疗设备服务收费的通知 梅市价字Ⅱ99刀 ⒕号

4 关于确定丰顺县人民医院病床收费等级的通知 梅市价字E1gg7]⒘号

匚
υ 关于批准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新医疗设备服务收费的通知 梅市价字Ⅱ997]21号

6 关于核定病原体药敏试验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字[1997]⒛号

7 关于税务代理服务收费标准的补充通知 梅市价字[1997]硐号

8 关于核定梅州中医院新增医疗服务收费项目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字Ⅱ997]狃号

9 关于做好 《广告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工作的通知 梅市价字E1gg7]Gg号

1O 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收费执行省定办法的通知 梅市价[199Bl⒛号

1
⊥

1
⊥ 关于确定市人民医院骨科病床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字E199glSO号

12 关于我市地产中介服务收费执行省定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1gggl狃号

13 关于规范梅州市会计师 (审 计 )事务所业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199B154号

14 关于印发首批省委托市管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目录的通知 梅市价[1998]76号

15 关于我市执行省定房地产测绘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字[199引 79号

16 转发有关改革铁路空调候车室收费办法的通知 梅市价[199gl⒆号

刁
/

1
⊥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供电等行业安装收费及强制性使用产品定价问题

的通知
梅市价E199Sl∞号

18 梅州市物价局 梅州市电信局关于规范话机代维业务和收费的通告 梅市价字E1999]15号

19 关于
“
⒓1” 气象信息电话声讯服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E1999]78号

2O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证照镜框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Ⅱ999]B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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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L 关于规范向外商投资企业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梅市价[1999]73号

22 转发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第二批降低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1999]74号

23 关于规范交警部门服务性收费的通知 梅市价[2OO0]76号

24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印发广东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的通知 梅市价[2OO1]29号

一b
0
匚 关于我市防雷设施检测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Ⅱ sO号

26
`八

J勹 XJ/0ˉ Hn//JV|/。 J、 劂丬9△ /J、
^氏

杉7△ 炉、
`冒

巳,X`J`行及四fFl
委、财政部、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建设部印发关于规范防空地下
室易地建设收费的规定的通知〉引用文粤价[2OOO]157号 的更正通知

、

梅市价[2OO1]73号

27 关于制定梅州市保安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E2OO1彐 75号

28 关于制定梅州市税务代理收费项目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001]gO号

29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旅业代办电信业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1]22号

3O 关于建立路桥收费站资料档案库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1]52号

31 关于核定我市各级工商信息中心信息中介服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OO2]⒓号

,
L

0
° 关于核定我市职业介绍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OO2]2O号

33 关于制定我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OO2]V号

34 关于儿童乙肝疫苗接种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OO2]35号

匚

0
0
0 关于我市中小学收费全面实行

“
一费制

”
的通知 梅市价[20O2]51号

36 转发省物价局 省建设厅关于白蚁防治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2]72号

刁
/

0
° 关于确定市人民医院部分医疗新技术收费及病床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OO3]⒛号

38 关于市人民医院新医疗设备及新病房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E2OO3]51号

39 关于确定市妇幼保健院新医疗设备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O03]57号

40
关于对梅市价[2OO3]51号 文件 《关于市人民医院新医疗设备及新病

房收费标准的通知》人别内容更正的通知 梅市价[2OO3]田号

41 关于规范我市中小学
“
一费制

”
以外收费的通知 梅市价[2OO3]74号

0
∠

刀
叶 关于制定梅州城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E2OO3]77号

43 关于我市中小学收取
“
一费制

”
以外收费问题的补充通知 梅市价[2OO3]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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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梅州市主要商品价格及收费管理目录

匚
υ

刀
叶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交通事故、故障车辆拖曳作业收费管理问题的通
知

梅市价E2OO3]狃号

46 转发《关于规范城市信息技术服务收费的通知》 梅市价[2OO3]55号

刁
/

彳
叶 关于梅县东山中学新机制办学收费等问题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E2OO硐∞号

48 关于确定市人民医院部分医疗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OO硐 SO号

49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建筑施工图技术审查中介服务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00钊 63号

50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交通工程现场检测和工程材料试 (检 )验收费问

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碉 68号

1
⊥匚

0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00刽 75号

52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集中招标采购药品价格及收费管理

暂行规定》的通知
梅市价[2OO明骈号

53 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收费管理的通知 梅市价[2005]⒘号

54 关于规范我市幼儿园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5]25号

55 关于确定市人民医院部分病床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OO5]SB号

56 关于明确市人民医院部分新医疗项目收费标准试行期限的通知 梅市价E2005]焖号

57 关于我市中小学收费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梅市价[2OO5]55号

58
关于确定市人民医院部分新医疗设各、新技术及病床收费标准的通

知
梅市价E2006]∞号

59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工商部门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6]51号

60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加强物业服务收费及医疗机构等级收费问题的通

知
梅市价[2006]61号

61 关于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收费标准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OO7]⒛号

62 关于对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收费标准的补充通知 梅市价[2OO7]臼 号

63 转发省物价局、财政厅关于完善收费许可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07]∞号

64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明确介入和骨科植入物类医用耗材招标收

费目录和计费方法的通知
梅市价[2OO7]觯 号

65 转发关于加强教育收费许可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7]50号

66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加强交通事故、故障车辆拖曳作业收费的通知 梅市价[2OO7]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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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
/

夕
υ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房地产测绘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O7]67号

68 转发广东省物价局关于邮政代办缴费业务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007]75号

∩
ν

'
υ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工商信息中介服务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07]Ss号

70 关于注销 《广东省经营服务性收费许可证》的通知 梅市价[2OO8]lO7号

1
⊥7

`
转发关于我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及规范高中阶段择校生和借读

生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0S115号

0
∠7

/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房地产中介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 梅市价[2OO8]1g号

73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交通建设工程现场检验和工程材料试 (检 )验收

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引⒛号

74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我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田 21号

75 转发省物价局、财政厅关于部分案件诉讼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OOS122号

76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收费许可证管理的通知 梅市价[200B128号

77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职

业水平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g135号

78 转发关于医疗服务收费现金结算尾数取舍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OSl侣号

79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规范房屋登记费计费方式和收费标

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0g150号

8O 转发省物价局 卫生厅关于医疗机构纸塑药袋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Og154号

81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降低LPG液态加汽机检定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OOSl比号

82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接待外国收养人和被收养儿童来粤寻根回访服务

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0S162号

83
转发省物价局 卫生厅关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部分医用耗材收费问题

的通知
梅市价[2OOS165号

84 转发关于临时入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g19O号

85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人才交流服务机构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S191号

86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广东省境内直属海关数据分中心电子报关数据传

输服务收费标准延期的通知
梅市价[2OO8]92号

87
转发关于重新核定广播电视编辑记者等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

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8]94号

88 转发省物价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军训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OB11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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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关于注销有关学校教育收费许可证和社会力量办法收费许可证的通

矢口
梅市价[2OO9]1号

9O 关于加强堤围防护费收费标准管理等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9]123号

1
⊥∩

ν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印发《广东省物价局关于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收

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梅市价[2OO9]1S3号

0
∠ο

ν 转发省物价局 司法厅关于印发 《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梅市价[2OO9]⒕ O号

93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规范对乳品及含乳食品进行三聚氰胺检测收费问

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9]26号

94
转发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公开信息收费标

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9]32号

匚

0
∩
ν 转发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报关代理业专用发票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009]57号

96 转发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金融保险业冠名发票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OO9]64号

97 转发关于招标师职业水平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9]67号

98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实施企业自备电厂收费政策的通知 梅市价[2OO9]72号

99
转发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检定收费问题的通

知
梅市价[2OO9]73号

10O
转发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省级产业转移园企业免缴⒕项行政事业性

收费的通知
梅市价[2OO9]76号

101
转发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重新核定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等四项执业

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9]77号

1O2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代办房产证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09]gO号

103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技工学校高级工班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9]阢 号

1O4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邮政代办缴费代办证件业务服务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9]Sg号

105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09]95号

1O6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珠算技术等级鉴定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9]96号

107
转发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我省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公开信息收

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9]115号

1O8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建设行业信
`憝
应用服务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9]121号

1O9
转发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新版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定额发票 (Og

版 )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0O9]154号

110
转发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新版广东省商品销售统一发票 (限额电脑

版 )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OO9]155号

111
转发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减免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有关收费问题的

通知
梅市价E2009]156号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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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关于印发梅州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梅市价[201O]133号

113 转发关于发布资产评估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梅市价[2010]g3号

114 转发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居住证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10]13号

115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政府信
`急
公开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10]⒕号

116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住宅小区装修材料搬运服务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10]砭 号

117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公布现行省定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的通知 梅市价[2010]⒛ 号

118 转发关于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0]55号

119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咨询服务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10]58号

120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技工学校部分专业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O10]61号

1
⊥°

∠

1
⊥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公寓物业服务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10]62号

0
∠

°
∠

1
⊥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10]1O5号

123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费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1O]110号

124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麻醉手术中麻醉药品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1O]1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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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血液透析等项目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1O]12O号

126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建设行业信息应用服务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O]121号

127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中介服务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0]B5号

128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执业药师、驻店药师注册服务收费标准问题的通

知 梅市价[2O10]⒕ 3号

129 转发关于收费年度审验管理办法的通知 梅市价[2011]⒛号

13O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检定收费标准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11]41号

131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城市信息技术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11]砭 号

°
∠

0
0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利用信息系统平台协助患者代扣代缴服务收费问
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1]四号

133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作品著作权自愿登记收费的通知 梅市价 [2011]50号

134 转发关于治理和规范企业纳税环节相关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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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核定标准信息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O11]62号

136
转发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

知
梅市价E2011]GG号

137 转发关于规范和降低手机检测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11]68号

138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运营车辆二级维护检测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Ⅱ 74号

139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收费证照发放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1]"号

14O 转发省物价局 省卫生厅关于医用胶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1]110号

141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建设行业信息应用服务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011]12O号

142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矿山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12]4号

143
市物价局关于责成大埔县物价局对大埔县人民医院和大埔县中医医

院违法收费案件进行处理的通知
梅市价[2O13]21号

144 市物价局 市公安局关于制定梅州市保安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O13]1SO号

145

转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等23部 门《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1部 委关
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各忘录的通

知》的通知
梅市发改[2015]59号

146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转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2O13

年至⒛⒕年中央和省级政府投资项目专项检查的通知
梅市发改稽察办函

[2O15]8号

147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省综合评标专家

库网络终端开设有关事宜》的通知
梅市发改稽察函

E2015]67|手

148
转发省发改委关于进一步明确政府投资建设公路和水运项目审批权

限的通知
梅市发改工交[2010]23

号

149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规范煤制天然气产业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
梅市发改工交[201O]M

号

15O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国家能源局关于电力行业管理部门重视与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梅市发改交能函

E2O15]152÷手

151
关于转发 《省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实施细则

(试行 )》 的通知
梅市发改E2O12]3号

152 关于我市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 梅市计基字[1991]65号

153 关于
“
小城镇健康发展综合试点

”
的通知 梅市计体[2OO2]4号

154 关于制订梅州市杂交水稻种子作价办法的通知 梅市价字Ⅱ997]O3号

5匚
υ

1
⊥ 关于加强液化石油气价格管理的通知 梅市价[2OOO]V号

156 关于梅州城 区瓶装液化石油气价格实行分段差率管理的通知 梅市价[2OO刽锣号

157 关于出租汽车收取燃油附加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6]15号

〓
 
 
 

亠

〓.
 
 
 

σ



158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液化石油气销售价格管理的通知 梅市价E2OO6]2号

159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制定纸塑小包装加碘食盐价格及调低小工业盐价

格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6]妈号

16O 关于修订梅州城区瓶装液化石油气作价办法的通知 梅市价[2007]1g号

161 关于重新修订民爆物品作价办法的通知 梅市价[200Sl∞号

162 关于规范梅州城区住宅小区管道液化石油气价格管理的通知 梅市价[2009]65号

163 关于临时降低梅州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009]1S2号

164 转发关于⒛Og年烟叶收购价格及补贴政策的通知 梅市价[2OO9]锣号

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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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转发省物价局 省烟草专卖局关于2OlO年 烟叶收购价格政策的通知 梅市价[2010]3s号

166 关于梅州城区出租小汽车加收燃油附加费的通知 梅市价[2O11]B号

167
关于我市建立健全低收入群众临时价格补贴与价格上涨联动机制的

通知 梅市价E2011]1OO号

168 关于征收价格调节基金的通告 梅市价[2O11]⒓ 8号

169
关于贯彻落实省物价局等11个单位有关建设平价商店工作实施意见

的通知 梅市价[2O11]31号

17O 转发关于⒛11年烟叶收购价格政策的通知 梅市价[2O11]∞号

171 关于提高梅州城区出租小汽车燃油附加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012]约号

172 关于完善梅州城区瓶装液化石油气作价办法和备案程序的通知 梅市价[2O12]62号

173 关于降低梅州城区出租小汽车燃油附加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012]lO1号

174
梅州市物价局关于梅州城区出租小汽车燃油附加费恢复2元标准的通

矢口
梅市价[2O12]154号

175 转发⒛⒓年烟叶收购价格政策的通知 梅市价[2O12]23号

176 市物价局 市烟草专卖局转发关于2013年 烟叶收购价格政策的通知 梅市价[2013]″ 号

177 市物价局关于放开梅州城区瓶装液化石油气送气费的通知 梅市价[201碉 20号

178 市物价局关于下调梅州城区出租小汽车燃油附加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01碉 119号

179 市物价局 烟草专卖局转发关于⒛⒕年烟叶收购价格政策的通知 梅市价[2O14]33号

180 关于计划生育B超查环查孕检验费的通知 梅市价Ⅱ99Sl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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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关于机动车辆检测收取复检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Ⅱ999]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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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完善药品价格政策提高药品价格管理水平的通知 梅市价[1999]24号

183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重新审定头孢类等部分中央管理的药品价格和印

发广东省中药材和中药饮片作价办法的通知
梅市价Ⅱgg9]35号

184
转发关于印发广东省医疗单位自制 (配 )药 物制剂作价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
梅市价Ⅱ999]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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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重新明确国土部门收取利用档案服务费的通知 梅市价E20OO]91号

186 转发省物价局、省公安厅关于旧机动车交易价格评估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00]21号

187 关于制定梅州市医院集中招标采购药品作价规定的通知 梅市价E20O凵 23号

188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印发《药品单独定价价论证会试行办法》和《化

学药品单独定价申报评审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 梅市价[20O1]53号

189 关于核定梅州中医院骨痛宁等∞种自制药零售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OO3]孔 号

190 关于核定梅县人民医院尿石除合剂等⒕种自制药零售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OO3]90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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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核定鼻咽消炎片等“种自制药零售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OO3]95号

192 关于核定兴宁市妇幼保健院妇女痛经丸等5并中自制药零售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00刽 12号

193 关于核定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泰片等四种自制药零售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OO刽 22号

194 关于核定复方消炎霜等十八种自制药零售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OO刽∞号

195 关于核定消湿灵片等二种自制药零售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OO硐 57号

196 关于核定梅县人民医院自制药解酒护肝片零售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E20O制 72号

197 关于核定咽喉炎冲剂等十二种自制药零售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E200碉 Sg号

198 关于核定和胃化湿片等十五种自制药零售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OO5]31号

199 转发有关电信资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6]53号

2O0 转发省物价局、卫生厅有关医疗服务价格管理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6]62号

2O1 关于核定第三人民医院自制药零售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OO7彐 28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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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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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加强我市机动车维修价格管理的通知 梅市价[2OO9]⒛ 号

203
转发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降低我省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考试费

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E2OO9]sG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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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报刊零售亭租金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9]66号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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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普金发票打印系统技术维护服务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OO9]78号

206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税眼系统维护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9]79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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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转发关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O9]81号

208
转发省通信管理局 省物价局关于广东省通信管线出租业务资费标准

的通知
梅市价[2009]91号

209 转发关于降低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防伪税控系统技术维护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OO9]92号

21O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运用价格杠杆促进医药业发展的通知 梅市价[2OO9]98号

211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药品差别定价有关文件的通知 梅市价[2OO9]lO3号

212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家电以旧换新有关价格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9]113号

213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湛江市堤围防护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9]12O号

214 关于印发梅州市第一批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试行 )的通知 梅市价[2O10]72号

215
转发省物价局 卫生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推进我省医疗服

务和药品价格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梅市价[2010]BS号

216
关于更正梅州市第一批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试行 )若干项目内

容的通知
梅市价[2O10]93号

217
转发省物价局 交通运输厅关于梅州市继续试行路桥车辆通行费年票

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0]lO号

218 转发关于对药品价格实行
“
三控

”
管理的通知 梅市价[2O10]97号

219 转发关于执行药品价格三控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1O]lO8号

220 梅州市物价局转发省物价局关于药品差别定价的管理办法的通知 梅市价[2O12]1S9号

221 市物价局转发关于药品差别定价的管理办法的通知 梅市价[2012]15O号

222
市物价局 市教育局 市财政局 关于我市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问题

的通知
梅市价[2012]1g5号

223 关于印发梅州市物价局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梅市价[2O12]1g8号

224
转发省物价局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梅州市继续试行车辆通行费年票制

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2]7号

225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支原体培养及药敏检验计价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2]51号

226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报送部分药品市场销售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O12]9O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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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市物价局转发省物价局关于继续执行药品价格三控和疫苗价格管理

等文件的通知
梅市价[2O12]159号

228
市物价局 市卫生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关于规范医疗服

务价格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012]175号

229
市物价局 市卫生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培养

细胞的染色体分析等项目内容的通知
梅市价[2O13]155号

23O 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引流管引流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问题
岫 |甬 ±n

梅市价[2O13]66号

231
市物价局 市卫生局转发省物价局 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药

品价格三控管理政策工作的通知
梅市价[2013]眄号

232
市物价局 财政局转发省物价局 省财政厅关于免收部分个体工商户

堤围防护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硐 24号

233
市物价局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公布广东省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交易成交

品种最高临时零售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O1划 37号

234 市物价局转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增补低价药品清单的通知 梅市价[201们 75号

50
0

0
∠ 源社会保障厅关于病毒血清学试验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有关问题的

氵舀左
"

梅市价[2O1硐 1O6号

236 关于制定医疗机构集中招标采购药品作价办法的通知 梅市价[2OO1]31号

237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外商投资项目备案权限的通知 梅市发改[201明 BS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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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失效的文件目录
序

 囗
丐

文件标题 文号

1 关于印发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
十二五

”
规划纲要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梅市发改[2010]29号

2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 《市

“
十二五”

规划纲要中期评估工作方案》
的通知

梅市发改函[2013]们 号

3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梅州市贯彻落实

“
十三五

”
市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改革创新指导意见的通知
梅市发改[201明gO号

4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补充完善国家主体功能区试点示范方案生态环境保

护指标的目标及措施的通知
梅市发改函[2015]22号

匚

U 关于推荐申报⒛11年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的通知 梅市发改体产[2010]29号

6 转发省发改委关于组织实施⒛10年信息安全专项有关事项的通知 梅市发改体产[2010]6号

7
转发省发改委关于zO10年继续组织实施微生物制造、绿色农用生物产品高技

术产业化专项的通知
梅市发改体产[2010]7号

8 转发省发改委关于组织实施2010年新型电力电子器件产业化专项的通知 梅市发改体产[2010]8号

9 转发省发改委关于开展我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申报工作的通知 梅市发改体产[2010]13号

10 转发省发改委关于组织实施2010年集成电路设计专项的通知 梅市发改体产[2010]⒕ 号

转发省发改委关于⒛ 10年 继续组织实施彩电产业战略转型产业化专项的通知 梅市发改体产[2010]1s号

’

~
转发省发改委经信委关于再次对全省炼铁炼钢企业进行全面摸底调查的通知 梅市发改体产[2010]25号

13
转发省发改委关于同意梅州市梅盛伟业水泥有限公司1× 5000t/d新 型干法水

泥熟料生产线项 目开展前期工作的通知
梅市发改体产[2011]8号

14 转发省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现代产业500强 项目进展情况报送的通知 梅市发改产业函[2011]1号

15
转发省发改委关于同意梅州市裕兴旋窑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日产5000吨 新型干

法旋窑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通知
梅市发改体产[2012]4号

16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梅州市财政局关于组织申报第四批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

项资金新能源汽车发展项 目的通知
梅市发改[201Sl3S号

,
J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新兴产业重大工程包的通知

梅市发改产业函[2015]75

号

18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委关于开展物流园区示范工

作的通知
梅市发改产业[2015]zg号

19
转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检查工作

的通知
梅市发改产业[2015]g3号

20
转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申报⒛15年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工

程实验室 )方案的通知

梅市发改产业函[2015]科

号



’

臼 关于印发梅州市加快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梅市医改[2011]6号

,
~

’

~
转发关于暂停新开工建设主题公园项 目的通知 梅市发改社[2011]3S号

23 关于转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
`息

系统建设项目指导意见的通知 梅市发改社[2012]28号

24
市医改办转发省医改办关于印发广东省县级公立医药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的通知
梅州医改办[2013]11号

25 关于转发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收费员证管理办法的通知 梅市价字[1gg6]第⒛号

26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字[1996]第 27号

,
‘’

臼 关于统一梅州市无线寻呼业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字[1gg7]第娟号

28 关于实施广东省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定价管理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1gg田 24号

29
转发省物价局等六部门关于对企业实施改革改组改选过程中的有关收费实行

减免的通知 梅市价[199S167号

30 关于私人非营运小汽车检测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0]1O号

31 关于减免私人非营运小汽车收费的通知 梅市价[2OO0]11号

32 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坚决贯彻落实下岗职工再就业各项收费优惠政策的通知 梅市价[2OO2]41号

33 关于降低摩托车检测收费标准的通知 梅市价[2003]56号

34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5]51号

35 关于停止劳动争议仲裁收费注销收费许可证的通知 梅市价[2OOgl%号

36
转发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广东省商品销售统一发票 (限额电脑版 )收费标准

的通知 梅市价[2OO9]24号

37 关于加快推进污水处理收费改革工作的通知 梅市价[2009]106号

38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对
“
三旧

”
改造涉及经营服务性收费给予优惠的通知 梅市价[2011]1O6号

39 市物价局转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云浮市物价局住房登记收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硐93号

40 关于免征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铁路建设基金的通知 梅市计农[2002]∞ 号

41 转发关于组织申报非电报非电行业烟气脱硫示范项 目的通知 梅市发改工交[2010]33号

42
关于贯彻落实《广东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考核实施细则》及 《广东省⒛11年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考核目标》的通知
梅市发改交能环[2011]绷

号

43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上报⒛⒕年光伏发电项目的通知 梅市发改函[201硐“号



44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协助提供我市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集中供热相关

项目的通知
梅市发改函[201刽⒖号

45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协助开展关停小火电机组代替容量指标核查和异地

转移使用工作的通知
梅市发改能环[201硐3号

46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转发开展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示范项目建设的

通知
梅市发改能环[201碉 ∞号

47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转发国家能源局关于培育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

区有关要求的通知
梅市发改能环[201硐娟号

48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国家能源局关于⒛ 15年度火电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
梅市发改交能函[2015]Ss

号

49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组织申报zO15年能源 自主创

新和能源装备专项项 目的通知
梅市发改交能[2015]1号

50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国家能源局关于组织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 目建设的

通知

梅市发改交能函[2015]⒗ 3

号

51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家用电器维修服务明码标价规定》的通知 梅市价[2OO6]1号

52 关于对省扩大内需项目建设用地需求进行排序的通知 梅市发改资[2010]129号

Q
υ囗

0 关于部分扩内需中央投资项目抓紧开工的通知 梅市发改资[2010]⒕ 9号

54
关于印发梅州市参加广东省面向民间投资公开招标重大项目推介会工作方案

的通知
梅市发改[2012]砭 号

55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

申报zO13年 外国政府贷款意向项目的通知
梅市发改资[2013]14号

56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落实加快推进绿色建筑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梅市发改资[2013]犸 号

57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梅州市企业投资负面清单》 (⒛ 14年本 试

行)》 的通知
梅市发改[201硐 99号

58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
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申报⒛1s年 外国政府贷款备选项目的通知》的通知

梅市发改函[2015]⒗ 9号

59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梅州市财政局关于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管理改

革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发改投资[2015]15号

60 关于建立梅州市经济和社会事业重点建设项 目库的通知 梅市计字[199刀 07号

61 关于印发《梅州市农村经济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实施办法 (暂行)》 的通知 梅市计农[2002]33号

62
关于印发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
十二五

”
规划纲要编制工作方案的通

知
梅市发改[2O1O]⒛号

’

0
夕
υ 关于印发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争优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梅市发改[201O]37号

64 关于编制梅州市
“
十二五

”
重点建设项 目规划的通知 梅市发改资[2O10]gg号

65
印发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开展

“
全力加快绿色的经济崛起,建

设富庶美丽幸福新梅州
”
工作监督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梅市发改[2O11]76号

66 关于编报我市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
十二五

”
专项建设规划的通知 梅市发改函[2011]⒆号



67 关于印发《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开展
“三打

”
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梅市发改[2012]弼号

68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 《市

“
十二五”

规划纲要中期评估工作
方案》的通知 梅市发改函E2013]焖号

69 关于中外合作兴办梅州市梅电铸造有限公司项目的批条 梅市计外字[1993]O38号

70
梅州市计委关于印发《梅州市计委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三个五年规划

》的通知 梅市计字[1996]14号

71. 关于印发《实施(南粤锦绣工程>梅州市文化建设发展规划》的通知 梅市计社字Ⅱ996]B号

72 关于印发 《河北省计委系统转变职能纪事》的通知 梅市计字Ⅱ997]4号

73 关于印发梅州市科技发展
“
十五

”
计划的通知 梅市计字[2OO2]4号

74 关于印发梅州市安全生产工作
“
十五

”
计划的通知 梅市计[2OO2]11号

75 关于贯彻执行分类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OO0]59号

76 关于贯彻执行分类电价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梅市价[200O]66号

77 关于规范我市电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Ⅱ科号

78 关于大埔县售电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OO2]Sg号

79 关于规范梅县光明垃圾发电有限公司上网电价管理的通知 梅市价[200刽 41号

80 关于落实小水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 梅市价[20O硐 65号

81 关于贯彻落实高耗能企业实行差别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OO们 Ss号

82
关于梅州市梅县雄辉实业有限公司等企业执行差别电价政策问题的通

知 梅市价[2OO6]sO号

83 关于大埔县销售电价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7]24号

84 关于梅县、五华县销售电价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07]56号

85 关于蕉岭县销售电价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OO7]91号

86 关于进一步落实差别电价政策的通知 梅市价[2OO刀 23号

87 关于兴宁市丰顺县平远县销售电价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OOg14号

88
关于梅县源宝铸钢件有限公司长江不锈钢分厂和梅江区伟友机械加工

零部件厂执行电价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0Sl⒛号

89 关于梅县源宝铸钢件有限公司铸轧钢用电价格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OOgl24号



90 关于兴宁市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其他企业执行电价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Sl⒛号

91 关于梅江区城北盈富建材加工厂轧钢用电价格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OO引 11O号

0
乙ο

ν

关于梅州市友联机械有限公司专用机械设备配件铸造用电电价问题的
通知

梅市价E2OO引 112号

93 关于梅州市粤龙铸造有限公司高尔夫球拍铸造用电电价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S1113号

94 关于梅州市友联机械有限公司用电电价问题的补充通知 梅市价E2OOBl⒓ 1号

95
关于梅州市粤龙铸造有限公司和梅江区城北盈富建材加工厂用电价格

问题的补充通知
梅市价E2OOSl⒓ 5号

96 关于平远县粤东铸钢实业有限公司用电价格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OO9]lO号

97 关于我市水泥行业实行差别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OO9]B号

98 关于我市水泥行业实行差别电价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梅市价[2OO9]1g号

99 关于梅县松口中发建材厂和永隆建材厂执行电价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09]M号

100 关于确定蕉岭鑫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变压器容量的通知 梅市价[2OO9]叩号

101 关于梅县金雁水泥有限公司 (松南分厂 )执行电价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OO9]lO5号

102 关于免征蕉岭鑫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的通知 梅市价[201O]51号

103 关于梅州市韩江水泥厂执行电价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2]⒛号

104 广东粤嘉电力有限公司价格调节基金催缴通知书 梅市价函[2O13]⒛号

105
市物价局关于组织申报市级价格调节基金扶持蔬菜大棚建设项目有关

事项的通知
梅市价[2013]1S号

106 关于实行收缴费监督制度的通知 梅市价字E1996]55号

107 关于做好游览参观点两种门票价格并轨工作的通知 梅市价字E1997]15号

108 关于征收电信城市建设附加费有关规定的通知 梅市价字E199引 01号

109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后雾灯价格管理的通知 梅市价E199Sl⒅号

110 关于收取出租房屋治安管理费的通知 梅市价[2OO1]12号

关于转发省物价局 《关于出租房屋不收取治安管理费的范围的通知》
的通知

梅市价[2OO1]62号

112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房屋租赁手续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OO6]们号



113 关于停止收取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检验资料费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引∞号

114 关于公布梅州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OOS11O6号

115 转发省物价局、财政厅关于规范我省义务植树绿化费的通知 梅市价[2OOB17号

116
转发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一、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印章工本费问题的

通知
梅市价[2OOBl们号

117 转发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收取地质遗迹使用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OOS195号

118 关于修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相关内容的通知 梅市价[2OO9]1g号

119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汕头市医疗机构住院病房床位价格等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O10]26号

120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开放性学历教育课程考试费等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01O]Bg号

’

臼 转发关于加强疫苗价格管理的通知 梅市价[201O]96号

’
臼

’

~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船舶交易服务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0]⒕ 4号

123 关于修订伽玛刀治疗价格项目计价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011]6号

124 关于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项目试行价格的通知 梅市价[201Ⅱ 7号

125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印发 《广东省物价局关于医疗机构制剂的管理办法

》的通知
梅市价[201Ⅱ 8号

126 关于修订体外循环全身热灌注治疗项目的通知 梅市价[2011]28号

’f’
乙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明确部分药品价格管理规定等有关问题的通
知

梅市价[2O11]2号

128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保险行业计征堤围防护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E2O11]95号

129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人民法院案卷复印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1]lO3号

130
转发省物价局 卫生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胎儿21-三体综合征

基因检测筛查列入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
梅市价[2011]⒕ 5号

131 转发省物价局关于保证金利息处置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1]⒕ 7号

9
乙0

0 关于修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 梅市价[2O12]97号

133 关于印发梅州市新增和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试行 )的通知 梅市价[2012]98号

134 转发省物价局 卫生厅关于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问题的通知 梅市价[2012]lO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