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市政府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综保区管委,南海新区管委,

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为扫除无效制度约束，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市政府对 3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和 2016年以来制定的 245件政策性文件进行了全

面清理。市政府决定，《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市级机关

事业单位签订合同管理办法》等 3件文件改为非行政规范性文件，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体育局等部门关于使用社会保障

卡和市民卡进行健身消费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等 79件文件宣布失

效。凡改为非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市政府文件，不再进行“三统一”

管理，不再设定有效期；凡宣布失效的市政府文件，自本决定发

布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附件：1.改为非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市政府文件目录

2.宣布失效的市政府文件目录

威海市人民政府

2021年 12月 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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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改为非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市政府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公布日期

1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市级机关事业单

位签订合同管理办法的通知
威政发〔2012〕49号 2012.12.25

2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

结果的决定
威政发〔2017〕23号 2017.10.25

3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

结果的决定
威政发〔2018〕17号 2018.08.15



附件 2

宣布失效的市政府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 号 公布日期

1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体育局等部门关于使用社

会保障卡和市民卡进行健身消费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6〕2号 2016.01.17

2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建设工程项目前置审批有

关事项实行区域化评估评审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6〕11号 2016.02.05

3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地方史志事业发展

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6〕13号 2016.02.19

4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推进“互联网+”

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6〕14号 2016.02.22

5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城管执法局关于加强市区

露天烧烤餐饮规范管理意见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6〕33号 2016.04.29

6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邮政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威政办字〔2016〕39号 2016.06.02

7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畜牧兽医局市环保局

威海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

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6〕40号 2016.06.06

8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中美海洋垃圾防

治“姐妹城市”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发〔2016〕4号 2016.06.13

9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意见 威政发〔2016〕10号 2016.06.23

10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政府数据资源向社会开

放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
威政办发〔2016〕5号 2016.06.28

11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国土资源局威海市区

违法开山采石综合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6〕46号 2016.06.30

12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市编

办威海市推行网上审批深度办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6〕58号 2016.07.25



序号 文件名称 文 号 公布日期

13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鲁政发〔2015〕28号文件落实粮

食安全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威政发〔2016〕14号 2016.08.08

14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意见 威政发〔2016〕16号 2016.08.17

15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发〔2016〕19号 2016.08.23

16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见 威政发〔2016〕20号 2016.09.12

17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意见 威政发〔2016〕21号 2016.09.18

18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创新型产业用地管理的意见 威政发〔2016〕24号 2016.09.28

19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穿村过镇小河道

综合整治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6〕72号 2016.09.30

20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全面推行“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发〔2016〕8号 2016.09.30

21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的实施意见
威政发〔2016〕26号 2016.10.31

22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乡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员队伍建设的意见
威政办发〔2016〕10号 2016.11.22

23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国家中医药综合

改革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6〕83号 2016.11.28

24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海洋渔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

实施意见
威政发〔2016〕28号 2016.12.12

25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
威政办发〔2016〕14号 2016.12.15

26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

—2020年）的通知
威政发〔2016〕34号 2016.12.23

27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动钓具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 威政办发〔2016〕16号 2016.12.29

28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山东省（威海）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6〕89号 2016.12.30

29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

意见
威政发〔2017〕1号 2017.01.23



序号 文件名称 文 号 公布日期

30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

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发〔2017〕5号 2017.04.10

31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的

若干意见
威政发〔2017〕8号 2017.04.27

32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海洋牧场建设推进休闲渔业发

展的意见
威政发〔2017〕9号 2017.05.16

33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工业企业提

质增效的实施意见
威政发〔2017〕10号 2017.05.16

34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生态修复和城市

修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7〕28号 2017.05.26

35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意见 威政发〔2017〕17号 2017.07.06

36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城市风貌保护的实施意见 威政办发〔2017〕11号 2017.07.13

37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推进高端产业园

区和市级重点项目突破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7〕48号 2017.08.30

38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全面发展的实施意见
威政办发〔2017〕15号 2017.09.06

39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

主体服务和监管工作分工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7〕51号 2017.09.15

40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农村供暖工作的实施意见 威政办字〔2017〕57号 2017.10.18

41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

范化试点工作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7〕58号 2017.10.24

42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政务信息系统整

合共享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发〔2017〕23号 2017.12.02

43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安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安

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7〕71号 2017.12.18

44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餐饮质量安全提升工程

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字〔2017〕78号 2017.12.20



序号 文件名称 文 号 公布日期

45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和威海市食盐监管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威政发〔2017〕28号 2017.12.25

46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的实

施意见
威政办发〔2018〕7号 2018.01.18

47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市高危行业强制实施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8〕4号 2018.01.31

48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的意见 威政发〔2018〕2号 2018.02.06

49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进一

步推进职能转变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8〕25号 2018.04.25

50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实施意见
威政办发〔2018〕28号 2018.05.17

51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实施意见 威政发〔2018〕14号 2018.05.22

52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制造业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 威政发〔2018〕16号 2018.06.16

53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创建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8〕55号 2018.08,02

54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四好农村路”建

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8〕63号 2018.08.09

55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南海新区采取过渡方式解决政务

服务事项办理工作的通知
威政字〔2018〕70号 2018.08.20

56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
威政办字〔2018〕68号 2018.08.23

57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中小企业局威海市钓

具产业集聚区建设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8〕69号 2018.08.24

58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试点方案的通知
威政字〔2018〕78号 2018.08.29

59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

通知
威政办字〔2018〕79号 2018.09.18

60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建设放心消费城

市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8〕81号 2018.09.19



序号 文件名称 文 号 公布日期

61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压缩企业开办时

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8〕84号 2018.09.26

62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营商环境评价实

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8〕93号 2018.10.24

63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优化口岸营商环

境工作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8〕102

号
2018.11.25

64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成品油市场集中

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8〕100

号
2018.11.21

65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加快发展冷链物

流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消费升级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8〕110

号
2018.12.15

66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培育发展集成电路产业若

干政策的通知
威政发〔2019〕3号 2019.02.01

67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落实《山东省打好

渤海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作战方案》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9〕14号 2019.03.20

68
威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字〔2019〕25号 2019.04.03

69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打好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保护攻坚战作战方案》《威海市打好农业农村污染

治理攻坚战作战方案》《威海市打好柴油货车污染防治攻

坚战作战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9〕23号 2019.04.30

70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打好黑臭水体和

河道治理攻坚战作战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9〕31号 2019.06.19

71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化产教融合办好新时代职

业教育的实施意见
威政办字〔2019〕46号 2019.08.18

72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液化石油气钢瓶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9〕56号 2019.10.24

73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海岸带综合整治

修复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19〕70号 2019.12.12

74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威政办发〔2020〕2号 2020.02.06



序号 文件名称 文 号 公布日期

75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业企

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威政办发〔2020〕3号 2020.02.13

76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交通基础设施重点工程

复工的通知
威政办字〔2020〕7号 2020.02.13

77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美丽城市”建设

试点推进精致城市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20〕20号 2020.04.03

78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开展告知承诺和

容缺办理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20〕32号 2020.05.29

79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告知承诺和容缺

办理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
威政办字〔2020〕51号 2020.0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