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云

南

政

报
!半月刊"

二
!

一一年!第二十四期

!总第 ""# 期"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李纪恒

!!!!!!刘!平

主!!任!!丁绍祥

副 主 任!!!!!

崔质涛!!!吴明德
李维俊!!!童志云
赵海鹰!!!白庚胜
!

立新!!!卫!星
王俊强!!!张荣明
蒋兆岗!!!李琳玻
赵慧侠!!!张!瑛
尹!勇!!!!!!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建新!!!白建华
孙会强!!!许家福
余有林!!!肖本敏
陈!勇!!!李!平
李!超!!!李建军
李付珠!!!张泽鸿
杨卫东!!!杨梓江
和春雷!!!周湛鸿
徐亚谦!!!袁守明
高!潮!!!!!!

主!编!!!崔质涛

副主编!!!高!潮
!!!!!!白建华

!!!传达政令!宣传政策
!!!指导工作!

"""""""""""""""""""""""""""""

服务全省

!!!!!目!!录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特

!!色小镇的通知 !$"

!!!!!!!!

省级部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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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

!!第 $% 号" !""

!!!!!!!!!!

!!云南省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登记

!!备案管理办法!省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公告第 ## 号" !&"

!!!!

!'!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

"""""""""""""""""""""""""""""

云南省人民政府政务刊物

!!云南省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管理规定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告

!!第 #$ 号" !''"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公布现行有

!!效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

!!告!省国家税务局公告第 (号" !'$"

!

政 务 资 料

!!#)')年云南省科技经费投入统计

!!公报 !$&"

!!!!!!!!!!!!

人 事 任 免

!!云政任##)''$*) % *& 号 !+'"

!!!!!

#)'' 年#云南政报$总目录

!!#)'' 年&云南政报'总目录 !+#"

!!!!

编辑出版%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公报室

地址%

!昆明市五华山

!省政府办公楼

电话%")(%'#$*##&'$!$*#(&)'

$*#'')+!$*)&('*

传真%")(%'#$*)&('"

邮政编码%*"))#'

印制%

云南省人民政府机关印刷厂

统一刊号%

!,--.!'*%+ /+)'#!

!0."$!')&) 12

每月逢 '*$$)日出版

!#!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调整特色小镇的通知

云政办发 ##)''$ #$% 号

各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

局&

为充分挖掘各地资源潜力%促进城乡统筹发

展%经认真比选%#)''年 "月%省人民政府对我省

#')个特色小镇的规划设计$设施配套等方面给予

重点扶持%切实推进入选小镇的建设与发展' 随

着有关工作的深入开展%发现部分特色小镇发展

定位不够准确$资源优势不够明显$规划功能发生

变化等问题' 按照(找准城镇特色%明确功能定

位%实行动态管理)的总体要求%省人民政府决定

在保持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对特色小镇进行适当

调整' 现将调整后的特色小镇名单通知如下&

一&现代农业型特色小镇!*(个"

安宁市八街镇!!!!宜良县狗街镇

昭阳区盘河乡!!!!昭阳区洒渔乡

鲁甸县龙头山镇!!!巧家县药山镇

镇雄县以勒镇!!!!永善县黄华镇

宣威市海岱镇!!!!宣威市热水镇

马龙县马过河镇!!!富源县富村镇

陆良县三岔河镇!!!师宗县雄壁镇

罗平县板桥镇!!!!会泽县待补镇

会泽县迤车镇!!!!江川县江城镇

江川县九溪镇!!!!新平县漠沙镇

元江县曼来镇!!!!隆阳区潞江镇

腾冲县固东镇!!!!楚雄市子午镇

双柏县石篔嘉镇!!! 牟定县安乐乡

姚安县前场镇!!!!大姚县新街乡

永仁县宜就镇!!!!开远市中和营镇

蒙自市草坝镇!!!!蒙自市冷泉镇

建水县曲江镇!!!!弥勒县虹溪镇

弥勒县竹园镇!!!!泸西县金马镇

红河县甲寅乡!!!!屏边县新现乡

河口县南溪镇!!!!元阳县牛角寨乡

绿春县大黑山乡!!!麻栗坡县董干镇

广南县珠琳镇!!!!景东县文井镇

景谷县永平镇!!!!镇沅县勐大镇

江城县整董镇!!!!勐海县勐混镇

弥渡县红岩镇!!!!祥云县刘厂镇

宾川县力角镇!!!!南涧县公郎镇

鹤庆县松桂镇!!!!洱源县凤羽镇

云龙县旧州镇!!!!永平县杉阳镇

芒市遮放镇!!!!!梁河县芒东镇

陇川县陇把镇!!!!永胜县三川镇

宁蒗县红桥乡!!!!福贡县鹿马登乡

兰坪县拉井镇!!!!香格里拉县小中甸镇

维西县叶枝镇!!!!临翔区圈内乡

耿马县勐撒镇!!!!双江县大文乡

二&工业型特色小镇!$+个"

东川区阿旺镇!!!!东川区汤丹镇

晋宁县二街镇!!!!富民县罗免镇

宜良县北古城镇!!!镇雄县塘房镇

威信县麟凤乡!!!!绥江县南岸镇

水富县两碗乡!!!!麒麟区东山镇

宣威市田坝镇!!!!沾益县盘江镇

富源县黄泥河镇!!!会泽县者海镇

通海县纳古镇!!!!华宁县盘溪镇

易门县六街镇!!!!峨山县化念镇

新平县戛洒镇!!!!隆阳区蒲缥镇

龙陵县勐糯镇!!!!昌宁县卡斯镇

武定县猫街镇!!!!个旧市大屯镇

金平县勐桥乡!!!!文山市马塘镇

云龙县漕涧镇!!!!漾濞县顺濞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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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昔马镇!!!!华坪县兴泉镇

兰坪县通甸镇!!!!云县漫湾镇

永德县永康镇!!!!沧源县勐省镇

三&旅游型特色小镇!*)个"

安宁市温泉镇

阳宗海风景区管委会汤池镇

石林县石林镇

倘甸轿子山两区管委会转龙镇

倘甸轿子山两区管委会红土地镇

昭阳区永丰镇!!!!彝良县小草坝乡

盐津县豆沙镇

宣威市杨柳乡"可渡村#

马龙县旧县镇!!!!师宗县五龙乡

罗平县鲁布革乡!!!通海县河西镇

澄江县龙街镇!!!!澄江县右所镇

施甸县姚关镇!!!!腾冲县和顺镇

姚安县光禄镇!!!!大姚县石羊镇

禄丰县金山镇"炼象关#

禄丰县黑井镇

蒙自市新安所镇

建水县西庄镇"含团山村#

元阳县新街镇!!!!金平县马鞍底乡

丘北县双龙营镇"普者黑村#

丘北县八道哨乡!!!广南县八宝镇

广南县坝美镇!!!!宁洱县磨黑镇

镇沅县者东镇!!!!西盟县勐卡镇

澜沧县惠民乡"景迈村#

景洪市勐罕镇"橄榄坝#

景洪市大渡岗乡!!!勐腊县勐仑镇

勐腊县易武乡!!!!大理市大理古镇

大理市喜洲镇!!!!弥渡县密址乡

祥云县云南驿镇!!!

鹤庆县草海镇"新华村#

洱源县右所镇!!!!剑川县沙溪镇

云龙县诺邓镇"诺邓村#

瑞丽市畹町镇

瑞丽市姐相乡"大等罕村#

古城区大研古镇!!!古城区束河古镇

古城区大东乡!!!!宁蒗县永宁乡

玉龙县石鼓镇!!!!玉龙县拉市乡

贡山县丙中洛乡!!!贡山县独龙江乡

香格里拉县建塘镇独克宗古城

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维西县塔城镇

凤庆县鲁史镇!!!!沧源县勐来乡

四&商贸型特色小镇!#%个"

富民县款庄乡!!!!巧家县蒙姑乡

镇雄县泼机镇!!!!彝良县牛街镇

盐津县普洱镇!!!!大关县天星镇

陆良县召夸镇!!!!陆良县马街镇

易门县绿汁镇!!!!隆阳区瓦窑镇

施甸县仁和镇!!!!南华县沙桥镇

元谋县黄瓜园镇!!!禄丰县广通镇

石屏县龙朋镇!!!!西畴县兴街镇

砚山县平远镇!!!!马关县八寨镇

富宁县剥隘镇!!!!思茅区思茅港镇

墨江县通关镇!!!!澜沧县上允镇

巍山县大仓镇!!!!洱源县三营镇

剑川县甸南镇!!!!镇康县勐捧镇

双江县勐库镇

五&边境口岸型特色小镇!'#个"

腾冲县猴桥镇!!!!金平县金水河镇

麻栗坡县天保镇!!!孟连县勐马镇

景洪市勐龙镇!!!!勐海县打洛镇

勐腊县磨憨镇!!!!芒市芒海镇

瑞丽市弄岛镇!!!!盈江县那邦镇

泸水县片马镇!!!!耿马县孟定镇

六&生态园林型特色小镇!&个"

禄劝县中屏镇!!!!禄劝县撒营盘镇

镇沅县九甲乡!!!!景洪市基诺山乡

大理市上关镇!!!!芒市三台山乡

梁河县九保乡!!!!陇川县户撒乡

德钦县奔子栏镇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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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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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督管理实施办法

云府登 (($号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

第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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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年(月$)

日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第 #+ 次厅务会

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年 '#月 '日起施

行$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规

范工程质量监督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新建$扩建$改

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质量监督管理

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全省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以下简称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州"市#$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可以由住房和

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所属的工程质量监督

机构"以下简称监督机构#实施'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是指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工程质量监督机

构"以下简称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对工程实体质量和工程建设$勘

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以下简称工程质量责任

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实施监

督'

本办法所称工程实体质量监督%是指主管部

门对涉及主体结构安全$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

体质量情况实施监督'

本办法所称工程质量行为监督%是指主管部

门对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履行法

定质量责任和义务的情况实施监督'

第五条!工程项目的质量监督管理实行分级

和属地监督管理相结合原则' 政府投资项目按投

资主体分级实施监督管理%社会投资项目按属地

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监督机构和人员

第六条!监督机构应当由同级住房和城乡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并按有关规定经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考核合格%方可对辖区内工程

实施质量监督%对工程质量监督承担监督责任'

第七条!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以书面形式%向所属监督机构明确委托工程质量

监督的内容和权限'

第八条!监督机构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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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符合规定的监督人员' 人员数量

由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

际需要确定' 监督人员数量应占监督机构总人数

的 %"3以上,

"二#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满足工程质量监

督工作所需要的设备和工具等,

"三#有健全的质量监督工作制度%具备与质

量监督工作相适应的信息化管理条件'

第九条!监督人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工程类大学专科以上"含专科#学

历或者工程类执业注册资格,

"二#具有三年以上工程质量管理或者设计$

施工$监理等工作经历,

"三#熟练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

"四#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良好的职业

道德'

监督人员符合上述条件%并经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监督人员上岗资

格证书%方可从事工程质量监督工作'

第十条!监督机构可以聘请中级以上工程类

专业技术人员协助实施工程质量监督'

第十一条!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每三年对监督机构进行!次考核' 每两年对监督

人员进行!次岗位考核' 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对所属监督机构履职情况进

行一次考核%对日常监督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省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负责对全

省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进行业务指导%不定期抽查$

巡查监督管理的工作情况%抽查情况作为监督机

构考核依据之一' 组织开展对监督人员法律法

规$监督业务知识的培训及继续教育'

第三章!监督工作内容

第十三条!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应当依据有关

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以及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等进行'

第十四条!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应当包括以下

内容&

"一#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的情况,

"二#抽查涉及主体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

能的工程实体质量,

"三#抽查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

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

"四#抽查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质量,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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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和工程竣工

验收进行监督,

"六#组织或者参与工程质量事故的调查处

理,

"七#定期对本地区工程质量状况进行统计

分析%整治影响工程质量安全的突出问题,

"八#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五条!工程质量行为监督应当包括下列

内容&

"一#工程项目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情况,

"二#各方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

的资质情况,

"三#抽查施工现场相关人员的资格及到位

情况,

"四#抽查各方执行工程质量法律$法规$规章

和规定的情况,

"五#抽查施工$监理等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和

质量责任制度落实情况,

"六#抽查工程质量文件符合性等'

第十六条!监督机构应当对创优的工程项目

加强过程监管%在施工过程中监督参建单位按照

*云南省建筑工程质量优良等级评定标准+进行质

量评价'

第十七条!监督机构应当严格按*云南省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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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工程竣工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建设单位组

织工程竣工验收前%审查建设单位的工程竣工验

收申请%核查申报资料%明确审查意见'

第十八条!监督机构应当将工程质量责任主

体和质量检测机构等单位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

上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违反工程建设法律$法规和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

法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九条!工程发生质量事故%有关单位和

人员应当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工作的通知+"建质-#)').'''号#规定%向县级

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县级以上住

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

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十条!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指定

的工程质量投诉处理机构应当按照*云南省建筑

工程质量投诉处理规定+%受理本辖区内的工程质

量投诉%并按程序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十一条!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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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监督工作程序和方式

第二十二条!对工程项目实施质量监督%应

当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受理建设单位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二#制定监督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对工程实体质量$工程责任主体和质量

检测等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进行抽查,必要时进

行监督抽测,

"四#监督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分部工程以

及涉及结构安全的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和工程竣

工验收%重点对验收的条件$组织形式$程序等是

否符合有关规定进行监督,

"五#形成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六#建立工程质量监督档案'

第二十三条!建设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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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理工程质量监督注册手续时%提交以下有关资料

"可用复印件#&

"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三#建设工程电子图资料预检备案表,

"四#施工$监理单位中标通知书及合同,

"五#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项目机构组成及负

责人资格证,

"六#其他规定需要提交的资料'

提交资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监督机构应在

$个工作日内办结工程质量监督注册手续'

第二十四条!工程质量监督管理以监督巡查

和抽查为主要执法方式' 可根据工程类别$重要

性及工程参与单位的业绩$信誉$质量保证能力等

情况实行分类监督$差别化管理'

第二十五条!监督机构应当对工程项目制订

监督工作计划%明确监督巡查$抽查的频次$时间

节点$内容和方式%明确对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

分部工程以及涉及结构安全的子分部工程质量验

收和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内容等' 监督机构在每

次巡查$抽查前确定巡查$抽查的具体内容和方

式%并将巡查$抽查情况形成记录归档'

第二十六条!监督机构应当对工程竣工验收

的条件$组织形式$程序$执行验收标准等情况进

行监督' 竣工验收后 " 个工作日内%将工程质量

监督巡查$抽查及竣工验收监督情况形成工程质

量监督报告%报送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部门'

第二十七条!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主要包括下

列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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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二#监督工作概况,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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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和工程竣工

验收的监督情况,

"四#对各方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质

量行为的抽查情况,

"五#对工程实体质量的抽查情况,

"六#工程质量问题的整改和质量事故的处

理情况,

"七#各方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质量

行为及不良记录情况,

"八#对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建议'

第二十八条!监督机构应当建立工程质量监

督档案管理制度%将能反映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情

况的文字记录$图像等资料收集整理%形成监督档

案%按规定统一归档保存'

第二十九条!工程质量监督档案主要包括下

列内容&

"一#工程质量监督注册书,

"二#监督工作计划,

"三#监督巡查$抽查记录,

"四#工程实体质量抽查记录,

"五#各方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质量

行为及不良记录,

"六#地基基础$主体结构验收以及涉及结构

安全的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和工程竣工验收的监

督记录,

"七#质量事故处理的有关资料,

"八#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九#工程质量监督过程所形成的其他文字

材料$照片$音像资料等'

第三十条!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

应当在建筑物明显部位设置永久性标牌%载明建

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等质量责任主体的

名称$主要责任人姓名以及工程竣工日期等内容'

第三十一条!主管部门在实施工程质量监督

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的

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三#发现有影响工程质量安全的问题时%签

发工程质量整改通知单%责令整改或局部停工整

改,发现有严重影响工程质量安全的问题时%责令

全面停工整改,

"四#指定具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工程

质量进行监督抽测'

第三十二条!监督机构应当将下列内容在工

程质量监督管理信息网上予以公示&

"一#监督工程项目概况,

"二#申报优良等级评定的工程项目,

"三#各方责任主体及有关机构的不良行为

记录,

"四#评定为质量优良等级的工程项目,

"五#已办理竣工验收备案的工程项目,

"六#行政处罚记录在案的单位和个人'

第五章!监督责任

第三十三条!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不按照本办

法履行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职责的%按规定进行行

政问责,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四条!抢险救灾工程$临时性房屋建

筑工程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工程%不适用本实施

办法'

第三十五条!本实施办法自 #)'' 年 '# 月 '

日起施行'

附件&工程质量监督档案示范文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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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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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备案管理办法

云府登 (('号

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告

第 ##号

!云南省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登记备

案管理办法"已经 #)'' 年 & 月 '* 日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第 ( 次局长办公会通过#现

予公布#自 #)''年 '#月 '日施行$

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第一条!为加强全省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

的监督与管理%了解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的情

况%提高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促进

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公平$有序$健康发展%根

据*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 号#等有关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是指具有相

应资质从事职业危害防治相关工作的中介技术服

务机构"以下简称服务机构#'

第三条!在全省行政区域内的服务机构"含

在我省行政区域内开展业务的外省服务机构#应

遵守本办法%主动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

申请%进行登记备案%并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的监督和管理' 登记备案后%将在云南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上予以公布'

第四条!办理登记备案分工

"一#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省属和高

教系统服务机构的登记备案管理'

"二#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州$市属

服务机构的登记备案管理,州$市以下受理部门由

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决定' 各州$市要将服

务机构登记备案情况上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

"三#非省级登记备案的服务机构在省内跨

地区开展业务活动的%持*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

登记备案申请表+和*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登记

备案告知单+复印件%向开展业务所在地的州$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简易登记备案'

"四#外省服务机构在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办理登记备案后%到开展业务所在地州$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简易登记备案'

第五条!服务机构申请办理登记备案须报送

的材料

"一#*云南省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登记备

案申请表+"附件 '#$*云南省职业健康技术服务

机构技术人员名单+"附件 ##'式 #份和电子文件

'份,

"二#法人资格证明材料原件及其复印件,

"三#服务机构资质证书及其复印件,

"四#计量认证资质证书及其复印件,

"五#相关仪器设备清单,

"六#曾经完成的业绩总结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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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务机构资质核准的业务范围,

"八#曾经完成的职业危害评价报告或检测

报告样本'

以上材料必须加盖服务机构公章'

第六条!办理登记备案程序

"一#在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下

载中心下载并填报登记备案申请表和技术人员名

单,

"二#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职业健康监

管机构提交登记备案申请表$技术人员名单及相

关材料,

"三#审核并受理登记备案材料,

"四#职业健康监管机构在受理材料后 #)个

工作日内对其审核完毕%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核查'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受理登记备案材料以

后%审核合格者%进行编号登记备案%并给予*云南

省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登记备案告知单+"附件

$#%有效期与卫生部门资质认证的有效期相同,审

核不合格者"申请登记备案的单位提供的资料和

内容不齐全$不真实的#%不予登记备案%告之原因

并退回材料'

第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服务机构应重

新办理登记备案&

"一#服务机构变更或增加服务项目的,

"二#服务机构变更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

人的'

第八条!服务机构终止技术服务的%要及时

向原登记备案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注销

登记备案'

第九条!服务机构获准登记备案后%应严格

按有关要求从事相关业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取消其登记备案&

"一#有重大登记备案事项变更%未按规定申

请办理登记备案变更的,

"二#出具虚假报告的,

"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第十条!服务机构登记备案后每年须将有关

材料报对应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审核'

审核的主要内容为登记备案材料所载信息有无变

更$有无超范围开展业务,审查年度工作业绩报

告%主要包括开展的技术服务项目$服务企业名称

及生产经营单位职业安全健康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等' 审核的时间为每年的 # 月 ' 日至 $ 月 '

日' 逾期不办理登记备案年度审核的%相应的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收回其原登记备案有关

材料%并不再给予登记备案'

第十一条!服务机构为生产经营单位提供的

技术服务应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规定%在登记备案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技术

服务活动%所作检测$评价应当客观$真实%并对其

检测$评价的结果负责'

第十二条!服务机构为中央驻滇有关单位和

省属有关企业作出的建设项目职业危害预评价和

职业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后%

要在 '"日内上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备案%同

时抄报企业所在地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备案'

服务机构为中央驻滇有关单位和省属有关企

业以外的其他企业作出的建设项目职业危害预评

价和职业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意

后%要在 '"日内报企业所在地州$市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备案'

服务机构为中央驻滇有关单位和省属有关企

业作出的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和职业危害现状

评价报告要在 '" 日内向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报告%发现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限值不符合国

家$行业标准的%要立即报告%并同时向企业所在

地州"市#$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

告'

服务机构为中央驻滇有关单位和省属有关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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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以外的其他企业作出的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和职业危害现状评价报告要在 '" 日内向企业所

在地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发现作业

场所职业危害因素限值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

要立即报告%并同时向企业所在地县"市$区#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发现存在重大职业安全

健康隐患的%要同时上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第十三条!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加

强对服务机构监督管理%监督其按照有关部门核

准的业务范围从事工作,规范服务机构从业行为%

严禁转借资质证书或超资质范围开展业务,对不

按照本办法办理登记备案的服务机构%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等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

行'

附件&'4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登记备案申

请表"略#

#4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技术人员名

单"略#

$4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登记备案告

知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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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管理规定

云府登 (&'号

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告

第 #$号

!云南省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管理规定"

已经 #)''年 &月 '*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第 (次局长办公会通过#现予公布#自 #)'#

年 '月 '日施行$

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第一条!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促进生产经

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止和减少生产

安全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国发-#)').#$号%以下简称*通知+#和*云南省

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

全生产工作通知的实施意见+"云政发-#)').'"%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等规定%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对本省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的

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管理是对存在严

重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重大事故隐患整

改不力$发生较大$重特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者

谎报$瞒报事故及事故后主要负责人逃逸的生产

经营单位%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并及时通报

相关部门%实施社会综合监管%督促生产经营单位

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法履行安全生产

义务的安全生产制度'

第四条!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管理坚持依法监

管$客观公正$及时准确$惩戒过失的原则%按照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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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监管与地方监管$综合监管与行业监管$政策制

约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实施'

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列入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管理目录&

"一#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二#一年内发生 # 起以上较大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的,

"三#发生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职业危害事故

和生产安全事故的,

"四#故意谎报$瞒报死亡事故及生产经营单

位主要负责人事故后逃逸的,

"五#未取得安全生产相应资质%非法从事有

资质要求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违规擅自改变生产

经营范围的,

"六#省政府挂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重大

职业病危害隐患%未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整改的'

第六条!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管理按下列程序

进行&

"一#信息收集'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及

时收集安全生产信息%对符合本规定第五条规定

的%列入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管理目录'

"二#信息告知' 对拟向社会公布的生产安

全事故警示管理目录%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应

提前告知相关生产经营单位'

"三#信息公布' 被列入生产安全事故警示

管理目录的生产经营单位%由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发*安全生产警示牌+%在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网站和省级有关媒体上公布'

"四#信息删除' 被列入生产安全事故警示

管理的生产经营单位%在整改期限内%对已整改并

经验收未再发生本规定第五条所规定情形的%由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将其从生产安全事故警示

管理目录中删除%并在原公告媒体上予以公布'

第七条!列入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管理的日期

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布日期为准%整改期

限为一年'

第八条!对被列入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管理目

录的生产经营单位%除依法对违法行为从重处罚

外%在整改期限内%实施以下监管监察措施&

"一#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安全生产警示

牌+悬挂在单位大门或其他显著位置,

"二#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月向所在县"市$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报告一次整改情况%每季

度向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报告一次整改情

况%每半年向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报告一次整

改进展情况,

"三#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每季度

至少进行一次检查%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查%追踪整改情况%直至整

改达到要求,

"四#生产经营单位要在规定时间内组织进

行整改%整改结束后提出验收申请%由省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其验收%验收不合格或拒不整

改的依法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并由生产经营单位

所在地县级以上政府依法予以关闭'

第九条!对列入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管理目录

的生产经营单位%由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省

有关部门通报情况%各部门要按照*通知+和*实施

意见+的要求%对在整改期限内的生产经营单位%

实行限制$制裁和约束%严格限制其新增的项目核

准$用地审批$证券融资和信贷等'

第十条!各州"市#可结合实际%制定本地生

产安全事故警示管理规定'

第十一条!本规定自 #)'# 年 ' 月 ' 日起施

行'

附件&'4云南省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管理告知

表"略#

#4云南省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管理到期

审批表"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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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府登 (&*号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公布现行有效的

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
#)''年第 (号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省税务机关税

收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号#要求及省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

理工作会议精神%我局对截至 #)')年 '#月 $'日

制发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其中%现

行有效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共 $"( 件' 现将*云南

省国家税务局现行有效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

予以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云南省国家税务局现行有效的税收规

范性文件目录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现行有效的

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标!题 发文日期 文!号

'

转发国家税务总局$经贸部*关于出口企业以/四自$三不

见0方式成交出口的产品不予退税的通知+的通知
'&&#1&1')

云税一字 -'&&#.

'+$号

#

云南省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征收问题

的通知
'&&+1*1'

云税流字-'&&+."#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袋装火腿$牛干巴等生食品征收

增值税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增字-'&&".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重申对烤烟调销价外费用应按规定征收

增值税的通知
'&&*1')1#*

云国税增字-'&&*.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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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外

国公司船舶运输收入征税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外字-'&&*.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采伐销售原木有关增值税问题的批

复
'&&%1(1(

云国税函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德宏等八地州出口税收管理分局

直接管理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有关事项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德宏等八个地州进出口税收管理

分局开展出口货物退"免#税审批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猪鬃适用税率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号

')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连锁经营企业增值税纳税地点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加强出口企业出口转内销税收管理

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加强出口企业出口转内销税收管

理的补充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税收票证管理办法+和*税收

票证管理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启用新版(出口卷烟已免税证明)的

通知
'&&&1"1%

云国税函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卫生防疫站调拨

生物制品及药械征收增值税的批复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关于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有关出

口退税问题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出口货物退"免#

税管理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印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

认行政执法主体和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法律效力的通知+的

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清理整顿

税务代理行业实施方案+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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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蚕箔等货物应按农机产品征免增

值税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税系统重点税源信

息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销售政府储备食用植物油免征增值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加油机安

装税控装置的通知+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石

油分公司及其所属分"支#公司启用新税号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云南省技术监督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

总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石油$石化集团所属加油站

安装税控装置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向外贸企业销售出口产品的生产企

业从外贸企业取得的亏损补贴$手续费应按规定征收增值

税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

档案资料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扎染行业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问题

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租赁业务征

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重大税务

案件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金税工程

增值税管理部门岗位设置职责"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存根

联数据采集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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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对云南石林轮胎橡胶集团有限公司欠税

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文山州遭受自然灾害的企业要求

增值税即征即退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认证子系统操作流程+和*报

税子系统操作流程+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抄报税操作要点+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加强对出口免税卷烟管理的有关问

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废止茶叶(一条龙)生产企业征税问

题等文件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大理风凤梨啤酒征收消费税的批

复
#))#1#1+

云国税函-#))#.*#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龙陵县天潭饮料有限公司所属分

支机构缴纳增值税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所得税收入分享

体制改革后税收征管范围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文山州国家税务局要求明确几个

政策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禁止在推行电子

申报过程中向纳税人收取或变向收取任何费用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开展集贸市

场税收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军队移交的保障

性企业免征车辆购置税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企业分支机构补办*全国组织机

构统一代码证书+有关问题的函
#))$1+1%

云国税函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蜂蜜增值税适用税率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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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税务代理行业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纳税服务工

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停止开具手写版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 云南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工商登

记信息和税务登记信息交换与共享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云南省地方税务局云南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工商登记信息和税务登记信息交换

与共享操作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明确增值税预缴税款等项目填

列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生

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管理操作规程暂行规定+

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云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印发*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防伪

税控系统税务端网络版软件推行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关于贯彻执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广使用云

南佳程防伪科技有限公司税控收款机的实施意见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税收征管基础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云南玉溪家佳购物超市有限公

司所属墨江店缴纳增值税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退

"免#税若干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对纳税

人欠税予以告知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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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延期缴

纳税款管理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个体税收征管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 云南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工商登记信息和税务登记信息

交换与共享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

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工作协作试行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

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大理西洱河电厂属地缴纳增值

税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做好反避税基础信息建设工作

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电子申

报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云南强林石化有限公司及所属

加油站缴纳增值税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云南省中石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云南石油分公司对所属加油站在用税控燃油加油机

实施,0卡缴费系统改造过程中税收管理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云南省澜沧江啤酒集团保山

有限公司所属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缴纳增值税问题的

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云南省澜沧江啤酒企业"集

团#楚雄有限公司所属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缴纳增值税

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反避税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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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及下放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以及外籍个人若干税务行政

审批项目的后续管理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昆明三九济民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所属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缴纳增值税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云南佳能达医药有限公司昭通

分公司缴纳增值税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生产企业发生退运的出口货

物税收处理问题暂行管理办法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云南澜沧江啤酒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所属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缴纳增值税问题的批

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云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税收执法和税务代理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规范外贸出口企业开具和使用

*进货分批出口申报单+操作管理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控收

款机推广应用实施意见+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云南澜沧江啤酒企业"集团#思

茅啤酒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分支机构缴纳增值税问题的

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立增值税

失控发票快速反应机制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建立收

支凭证粘贴簿和进货销货登记簿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实施*欠

税公告办法"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取得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抵扣进项税额

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欠税公

告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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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开展一般纳税人增值税介质申

报试点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税务机

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执行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年度审核确认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期缴纳税

款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 云南省外汇管理

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个人财产对

外转移提交税收证明或者完税凭证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银行储蓄扣税申报管理试

行办法+$*银行网点申报管理试行办法+$*办税服务厅

申报实时扣税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集

贸市场税收分类管理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一般纳

税人增值税介质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操作规范

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印发*纳税人财务会计报表报送管理办法+的通

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管理员

制度"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云南天然橡胶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缴纳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明确从事税务代理海关报关业务的中介机构办

理税务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普通发

票代开业务操作规范+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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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发电企业销售电力产品增值税

专用发票开具时间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 云南省劳动和社

会保障厅转发国家税务总局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加

强*再就业优惠证+管理推进再就业税收政策落实的通

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农产品

增值税抵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抵税财物拍

卖$变卖试行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纳税担保试

行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

和完善个体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延期申

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公安厅关于做好机动车辆税

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统一二手车

销售发票式样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审

批权限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卷烟消费税零售价

格信息采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税务机

关代收费项目管理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解决办税服

务厅排队拥挤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复混肥免征增值税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纳税服

务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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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玉溪众鑫大型机械设备修理有

限公司昆明分公司缴纳增值税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车辆购置税

设有固定装置免税车辆图册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抵税财

物拍卖$变卖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纳税担保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追缴个旧中远实业公司欠税的

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贯彻执行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

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统

一税收执法文书式样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开

展个人实物黄金交易业务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行定期定

额征收的个体工商户购置和使用税控收款机有关问题

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关于做

好出口货物退"免#税退付$调库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设有固

定装置免税车辆图册"第三册#+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延期缴纳税款管理

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

和完善消费税政策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常

设机构认定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税收协

定利息条款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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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欠税管理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新牌号$

新规格卷烟消费税计税价格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税务登

记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设有固

定装置免税车辆图册"#))* 年第一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加强免税饲料销售环节管理的

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下放出

口货物退"免#税审批权限试点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使用新版公

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增值税

防伪税控一机多票系统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巩固脱钩成果规范税务

代理行业的意见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行公路$内

河货运发票税控系统试点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使用新版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车辆购

置税价格信息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州市国税局征管部门对注册税

务师行业行使行政监管工作职责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销售摩托车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有关问

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启用新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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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设有固

定装置免税车辆图册"#))* 年第二册$总第五册#+的通

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加强零负申报管理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企业出口不予退"免#

税货物的税收管理操作规程+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合同备

案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注册登记联加盖开票单位印章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来料加工复出口货物

退"免#税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欠税管理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有

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新版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系统

推行方案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发济南市

国家税务局查处济南世鼎实业有限公司出口骗税案等

两起案件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范围内

推行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发票税控系统有关工作的通

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 #))% 年部分节假日申报征收期

限顺延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行车

辆购置税征收管理系统推行工作的补充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出口货

物退"免#税评估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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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规范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系统

业务处理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电力来煤加工费有关增值税问

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开展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

退)税审核权限下放试点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印发关于推行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

联网上认证方式的通告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我国企

业境外投资税收服务与管理工作的意见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云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有限责任税务师事务所设立分所有关问题的通

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云南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所属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增值税预征率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云南东骏药业有限公司所

属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增值税预征率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昆明新知图书城有限责任

公司所属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增值税预征率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云南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

有限公司所属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增值税预征率的通

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所

属非独立核算一心堂连锁店增值税预征率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车辆购

置税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黄腊石征收消费税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昆明百货大楼"集团#家电

有限公司所属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增值税预征率的通

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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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中美关

于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与其在华子公司关联交易双边

预约定价安排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个体工商户税务登记管理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企业境外投资

税收服务与管理工作补充意见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失效或废止的税收规范性

文件目录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两个减负)检查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云南陆地石油有限公司申请调

整其分支机构增值税预征率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车辆购置税电子信息采集系统

推行工作的实施意见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加油站税收管理工

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两个减

负)优化纳税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 #))% 年

全国企业涉税治乱减负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昆

明中心支行转发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

代收费业务使用税务发票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广个

体工商户计算机定额核定系统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昆明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调整昆

明福林堂药业有限公司分支机构增值税预征率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清理简并纳

税人报送涉税资料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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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修订自收现金税款票款结报制

度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畜产品增值税征收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报送失信企业和失信个人纳税信用等级及偷逃

骗税记录信息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 #))( 年部分节假日申报征收期

限顺延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云南华润电力"红河#有限公司

和云南省弥勒县雷打滩水电有限责任公司税收征管有

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公安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机动

车辆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

整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新企业

所得税法精神宣传提纲+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车辆购置税

征管档案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下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纳税服

务承诺+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林木销售和

管护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出口货

物退"免#税服务承诺+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服务承

诺制 首问责任制 限时办结制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

专用发票审核检查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省级部门文件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停止为

骗取出口退税企业办理出口退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车辆购置税刷卡缴税推行工作

的实施意见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统一使用办

税服务厅标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四川省等遭

受强烈地震灾害地区延期申报纳税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停止执行企

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车辆购置税车辆价

格信息采集管理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停止云南玉溪凤凰生态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实行增值税(预征/结算)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停止云南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

公司实行增值税(预征/结算)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已失效

或废止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第二批#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南非贝特曼

矿物金属有限公司等 # 家外国企业取得特许权使用费

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比利时优美

科公司取得特许权使用费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香港 0567,8

09:6;<,=76.>6.?,.66@,.?:,7,>62等 + 家外国

企业取得特许权使用费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香港快捷工

程有限公司取得特许权使用费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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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乌克兰国立

钛研究设计院取得特许权使用费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批

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澳大利亚芒

特艾萨矿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取得特许权使用费免征

企业所得税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务院第四

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后涉及简并纳税人涉税资

料业务操作处理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云南华能澜沧江水电物资有限

公司申请实行增值税预征/结算办法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代扣代征代收税款有关缴库问

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推行个

体工商户计算机定额核定系统工作方案+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填报企业所

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云

南石油分公司增值税纳税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网上认证方式操作流程

"试运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香葱$蒜粉等产品适用税率请示

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纳税人兼营免税产品账外经营

有关税收政策请示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储蓄

存款利息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个体工

商户定期定额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跨地区经营

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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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中国税

收居民身份证明+开具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贯彻落实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决定等文件的

实施意见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异常发票清分核查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云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在曲靖

市设置分支机构实行增值税预征/结算办法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我省安置残疾人企业增值

税退税限额标准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中华人

民共和国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等报表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印发*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出具税务证明管

理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云南柏林普洱茶庄园有限公司

跨地区设置的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缴纳增值税问题的

批复

#))&1'1+

云国税函-#))&.'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

企业来源于我国利息所得扣缴企业所得税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 (一窗式)管理操作规程有关事项

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取消昆明迪信通电子通信技术

有限公司等企业(预征/结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

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勐腊恒鑫有限责任公司等五

户企业多申报退税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严格控制普

通发票印制数量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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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第四轮取

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部分减

征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取消丽江大港贸易有限公司增

值税 (预征/结算)管理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国家税务局正确处理滥用税收协定案例的

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做好出口退税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所

得税预缴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增值税消费税征收管理和税款缴库有关问题的通

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增值税消费税征收管理和税款缴库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做好 #))(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

清缴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非居民

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特别纳

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非居民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规程+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非居民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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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非居民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

务税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简易

征收政策有关管理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年

版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业务需求+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公安厅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销售分公司增值税结算主体变更及分支机构纳税

方法变更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

税收征管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所属分支机构增值税预征率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非居民税收管理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非居民

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业务需求+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

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管理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税务

登记中企业登记注册类型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上海世

博会退税函调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税种征

管促进堵漏增收的若干意见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应用电子传

输系统出口退税子系统"#4) 版#有关事项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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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卷烟消费税

计税依据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烟类应税消

费品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做好国家税务总局定点联系企

业信息管理基础工作和报送有关征管信息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税收征

管状况分析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二手车业务税收征管有关问题

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问题的补充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联合开展国

家税务总局定点联系企业税收自查督导工作的意见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开展 #))& 年定点联系企业税收

检查工作的实施意见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出口货

物报关单扩大数据项应用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云南百江燃气有限公司分支机

构实行增值税(预征/结算)办法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红河钢铁有限公司申请其下属

四个经营部按预征率预缴增值税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增值

税专用发票和防伪税控系统技术维护价格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总局部分涉滇定点

联系企业自查督导工作要求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出口货

物退"免#税分类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白酒消

费税征收管理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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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清算所得税申报表+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强化跨境关

联交易监控和调查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配合做好家

电下乡工作有关税收管理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进一步

加强税收征管若干具体措施+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国家税务局关于车辆购置税征收档案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联合开展国

家税务总局部分涉滇定点联系企业税收自查复核工作

的实施方案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失效或废止增值税税收规

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开展国家税务总局部分涉滇定

点联系企业税收自查复核工作的实施意见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昆明市螺蛳湾市场升级改造有

关税收征管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防范和打击骗取出口退

税行为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昆明百货大楼家有宝贝商贸有

限公司分支机构实行增值税预征结算办法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重点税

源专项评估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即征

即退实施先评估后退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车辆购置税征收档案管理情况

的通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减征

'4*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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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联合开展国

家税务总局 '' 户定点联系外资企业税收自查督导购置

的意见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发 #))& 年

度总局定点联系企业成员企业名单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云南玉溪百信商贸集团有限公

司跨地区设置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实行增值税预征结

算办法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云南健之佳便利店有限公司跨

地区设置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实行增值税预征结算管

理办法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贯彻国家税务总局纳税人权利

与义务公告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云南烟叶复烤企业合并重组后

有关税收征管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退

"免#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车辆购

置税档案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加强出口货物退"免#税凭证资

料管理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研发机

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拌矿行为能否享受残疾人就

业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 #)') 年部分节假日申报征收期

限顺延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非居民

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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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出口退

税审核审批退库等环节日常管理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企业延

期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认定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使用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有关问题的通

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启用新版车

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源与

征管状况监控分析一体化工作制度"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昆明市国 地税联合办理税务登

记有关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政策衔接有关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昆明美特斯邦威服饰有限公司

跨地区设置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实行增值税预征结算

办法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

企业取得我国上市公司股票股息企业所得税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纳税服

务投诉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停止海关代

征进口产品增值税信息录入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中国税

收居民身份证明+开具工作的补充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减轻企业负担

办公室关于深化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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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总局定

点联系企业数据报送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核查第一批

出口退税审核特别关注信息涉及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情

况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

(走出去)企业税收服务与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非居民

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试行#+的补充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同期资

料检查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规范跨区收入分配有关业务操

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贯

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外来投资促进

工作若干意见重点工作任务分解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部分出

口商品出口退税审核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出口货

物税收函调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普

通发票简并票种统一式样工作实施方案+和全国统一式

样发票衔接问题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普通发

票换版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云南省国家税务局普通发

票简并票种统一式样方案+的公告
#)')1&1#*

云南省国家税务

局公告 #)') 年第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税务与

组织机构代码信息共享项目推广实施方案+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省级部门文件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推行网上开具缴款凭证有关工

作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家税务局普通发

票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云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

打普通发票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
#)')1''1(

云南省国家税务

局公告 #)') 年第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印有单

位名称发票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
#)')1''1(

云南省国家税务

局公告 #)') 年第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云南省国家税务局普通发

票真伪鉴定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
#)')1''1(

云南省国家税务

局公告 #)') 年第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推行车辆购置税征管档案电子

化管理的通知
#)')1''1#&

云国税发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云南烟叶复烤有限责任公司增

值税相关税收政策问题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昆明国美电器有限公司跨地区

设置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实行增值税预征结算管理办

法的批复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企业出口货物退"免#税有关事项的通知
#)')1'#1'%

云国税函 -#)').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云南电网公司所属供电局

电力产品增值税预征率的公告
#)')1'#1#$

云南省国家税务

局公告 #)') 年第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停止执行 '4* 升及以下排量乘

用车车辆购置税减征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1'#1#&

云南省国家税务

局公告 #)') 年第

% 号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等企业所属驻滇二级及二级以下分支机构名单的公

告

#)')1'#1$)

云南省国家税务

局公告 #)') 年 第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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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云南省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云南省统计局

#)'' 年 '' 月 & 日

!!#)') 年%云南省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A2%以下简称@A2#经费投入 ++'*%' 万元%

@A2经费投入强度"@A2与地区生产总值之

比#为 )4*'3%低于全国 '4%*3的@A2经费投

入强度%在全国 $' 个省市区中排第 #% 位' 全

省财政科学技术拨款 #'+#&' 万元%占地方财政

支出的比重为 )4&+3%低于全国 +4"(3的水

平%在全国排第 #% 位'

一&@A2经费情况

%一&总体情况

#)') 年%全省 @A2经费共投入 ++'*%' 万

元%较上年增加 *&$*% 万元%增长 '(4*$3'

@A2经费投入强度为 )4*'3%较上年提高

)4)' 个百分点'

从资金来源看%政府资金 '%+*'# 万元%占

$&4"$3%企业资金 #+$('& 万元%占 ""4#)3%其

他 #$#+) 万元%占 "4#%3'

按活动类型分%全省基础研究经费 ""#)(

万元%较上年增长 #)4)#3,应用研究经费

'')$&# 万元%增长 '4&$3,试验发展经费

#%*)%' 万元%增长 #*4*+3'

按执行部门分%企业经费 ##)'%+ 万元%较

上年增长 #"4%*3,政府属研究机构经费

'+'*") 万元%增长 &4&*3,高等学校经费 "+*#"

万元%增长 '#4#*3,其他经费 #"### 万元%增

长 #%4*(3' 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

和其 他 经 费 所 占 比 重 分 别 为 +&4("3$

$#4)%3$'#4$%3和 "4%'3'

%二&州%市&@A2经费投入情况

#)') 年%州"市#@A2经费投入超过 '))))

万元的地区有昆明$玉溪$曲靖$大理$西双版纳

和红河 * 个州"市#%共投入经费 +)*#++ 万元%

占全省经费投入总量的 &'4&(3' @A2经费投

入强度超过全省水平的地区有昆明和西双版纳

# 个州"市#%但均未达到全国水平'

#)') 年各地区@A2经费情况

地!区
@A2经费
"万元#

@A2经费投入
强度"3#

全!省 ++'*%' )4*'

昆!明 #&&()% '4+'

曲!靖 #'(** )4##

玉!溪 $**+# )4")

保!山 '&"# )4)%

昭!通 "#"( )4'+

丽!江 ')(# )4)(

普!洱 "'') )4#'

临!沧 *&+% )4$#

楚!雄 *)&" )4'"

红!河 '+%#) )4#$

文!山 %"&+ )4#$

西双版纳 '"*** )4&(

大!理 '%"+" )4$%

德!宏 '$$( )4')

怒!江 ##

迪!庆 #(

注'各州%市&@A2经费投入是按州%市&地域

概念进行统计#而不是按地区行政所属关系进

行统计$ 怒江(迪庆的@A2经费投入强度由于

不足 )4)'#其投入强度未在表中反映$

二&财政科学技术拨款情况

%一&总体情况

#)') 年%云南省财政科学技术拨款 #'+#&'

万元%较上年增加 #+$"+ 万元%增长 '#4(#3%

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4&+3%较上年降低

)4)$ 个百分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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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全省财政科学技术拨款总体情况

财政科学技术
支出额"万元#

较上年增长"3#

占财政科学技术
拨款总额的比重"3#

科学技术拨款 #'+#&' '#4(# '))4))

其中&科学技术管理事务 '"'*& (4"* %4)(

应用基础研究 #'""' &4%+ ')4)*

技术研究与开发 '#$$$) '+4') "%4""

科技条件与服务 ($(# +4$# $4&'

社会科学 "$)& ')4"+ #4+(

科学技术普及 '%&*' '&4(" (4$(

科技交流与合作 '%+ /%+4%( )4)(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 '$4*$ ')4+*

!!注'数据由省财政厅提供$

!!%二&州%市&财政科学技术拨款情况

#)') 年%州"市#财政科学技术拨款大于

')))) 万元的地区有昆明$曲靖$玉溪 $ 个城

市,增长 ' 倍以上的州"市#是保山$迪庆和普

洱%分别较上年增长 '4"( 倍$'4'" 倍和 '4)$

倍,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高于全省水平的州

"市#是昆明和玉溪%分别为 '4%+3和 '4))3'

#)') 年各州!市"财政科学技术拨款情况

州"市#

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拨款
"万元#

较上年增长"3#

占地方财政支出
总额的比重"3#

昆!明 *)#&' +#4)' '4%+

曲!靖 '++*& *%4%+ )4()

玉!溪 '#%** +#4#' '4))

保!山 (#$& '"%4"" )4((

昭!通 (%$& ()4$% )4*)

丽!江 +#$& #+4+& )4%#

普!洱 (+#$ ')#4*% )4%+

临!沧 $$$% &"4'" )4$#

楚!雄 *++* &"4#% )4"&

红!河 %'+% "#4#& )4$"

文!山 *'"$ ++4$) )4+&

西双版纳 +')" $*4)# )4&'

大!理 &*$% $#4+% )4%"

德!宏 #$+* #*4$$ )4+)

怒!江 '+"# '#4*" )4+$

迪!庆 '*%& ''"4#* )4$&

!!注'数据由各州%市&财政部门提供$

名词解释

科学技术拨款!指地方用于科学技术方面

的支出%同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科学技术类)相

同'

研究与试验发展%@A2&经费支出!指统

计年度内全社会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 包括实际用于研究与

试验发展活动的人员劳务费$原材料费$固定资

产购建费$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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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任免通知

任命%

密秀芳为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

李文荣为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董!华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他盛华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晓冰为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挂职一年#

戚聿东为省财政厅副厅长"挂职一年#

刘晓云为省重点项目稽察特派员"副厅级#

胡水旺为省公安厅副厅长"挂职三年#

免去%

蔡!勇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职务

李家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云南省分会会长"正厅级#职务%退休

董!华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罗家祥红河学院副院长职务

袁耘毅省教育厅副巡视员职务%退休

荆日荣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巡视员职务%退休

吕秀荣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巡视员职务%退休

刘晓云省接待办公室副主任兼云南海埂会议中心管理局局长职务

和育民省体育局副巡视员职务%退休

吴改香省体育局副巡视员职务%退休

刘明华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副巡视员职务%退休

云政任-#)''.*)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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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云南政报"总目录

卷!首!语
"'1'#

!!!!!!!!

中共中央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

!!!!!

国 务 院 令

国务院关于修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决定

"#1$#

!!!!!!!!!!!!!!!!!!

国务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 "$1$#

!!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决

定 ""1$#

!!!!!!!!!!!!!!!!!!

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1(#

!!!

!!!!!!!!!!!!!!!!!!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1$#

!!!!!!!!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1$#

!!!!!

土地复垦条例 "%1%#

!!!!!!!!!!!!!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1$#

!!!!!!!!!!!

个体工商户条例 "')1$#

!!!!!!!!!!!!

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 "''1$#

!!!!!!!!!

国务院关于修改*出版管理条例+的决定 "'$1$#

!!

国务院关于修改*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决定

"'"1$#

!!!

!!!!!!!!!!!!!!!!!

个体工商户条例 "'*1$#

!!!!!!!!!!!!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的决定 "'%1$#

!!!!!!!!!!!!!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修改*军人抚恤优待条

例+的决定 "#)1$#

!!!!!!!!!!!!!!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

决定 "#'1$#

!!!!!!!!!!!!!!!!!

国务院文件

国务院 中央军委关于加强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

训工作的通知 "#1%#

!!!!!!!!!!!!!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1'##

!!

!!!!!!!!!!!!!!!!!

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1$#

!!!!!!!!!!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 年#的通知

""1'+#

!!!!!!!!!!!!!!!!!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1')#

!

!!!!!!!!!!!!!!!!!

国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1"#

!!!!!

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1$#

!!!!!!!!!!!!!!!!!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的通知 "'$1'+#

!!!!!!!!!!!!!!!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 #)''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 "'+1$#

!!!!!!!!!!

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

见 "'"1'##

!!!!!!!!!!!!!!!!!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

"'"1'"#

!!!

!!!!!!!!!!!!!!!!!

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

"'"1'(#

!!!!

!!!!!!!!!!!!!!!!!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

要的通知 "'%1%#

!!!!!!!!!!!!!!!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

通知 "#)1')#

!!!!!!!!!!!!!!!!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

知 "#'1*#

!!!!!!!!!!!!!!!!!!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

"##1'##

!!!!

!!!!!!!!!!!!!!!!!

国务院办公厅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

制的意见 "'1+#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 "$1'"#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

#)'' 年度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 "+1*#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 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

安排的通知 "*1'+#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深化(安全生产年)活动的通知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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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

的通知 "*1#'#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 #)'' 年全国粮食稳定增产行动

的意见 "*1#+#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

工作的指导意见 "&1$#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 #)'' 年全国粮食稳定增产行动

的意见 "')1&#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切实加

强食品添加剂监管的通知 "')1'##

!!!!!!!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

于 #)'' 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1"#

!!!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

进一步完善投融资政策促进普通公路持续健康发展若

干意见的通知 "''1(#

!!!!!!!!!!!!!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新一轮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工程意见的通知 "'$1'(#

!!!!!!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

步加强煤矿瓦斯防治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

"'$1#)#

!!!!

!!!!!!!!!!!!!!!!!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民银行监察部等部门关于规范商

业预付卡管理意见的通知 "'+1*#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

导意见 "'"1#+#

!!!!!!!!!!!!!!!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银监会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促进

融资性担保行业规范发展意见的通知 "'*1"#

!!!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卫生部关于清理

化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债务意见的通知 "'*1%#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及信息发布

工作的意见 "'*1&#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

见 "'%1#"#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工作的意见 "'&1$#

!!!!!!!!!!!!!!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统计局关于加强和完善服务业统计

工作意见的通知 "#)1#"#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

意见 "#'1'##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完整的先进的废旧商品回收体

系的意见 "#$1$#

!!!!!!!!!!!!!!!

中共云南省委文件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 "#1&#

!!!!!!!!!!!!

省委 省政府联发文件

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兴水强

滇)战略的决定 "'$1#$#

!!!!!!!!!!!!

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实施(十二

五)兴边富民工程的决定 "#'1'*#

!!!!!!!!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联发文件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1#)#

!

!!!!!!!!!!!!!!!!!

省 政 府 令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

定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

定 "'1''#

!!!!!!!!!!!!!!!!!!

云南省财政票据管理办法 "#1'&#

!!!!!!!!

云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规定 "%1'##

!!!!!

云南省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 "''1')#

!!!!!

云南省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办法 "'#1*#

!!!!!!

云南省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办法 "##1'"#

!!!!!

省政府文件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文山县设立文山市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以名牌建设带动云南酒产业发展

的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命名第五批省级园林城市和

园林县城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奖励 #)') 年度全省见义勇为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

的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石产业发展的意见

"+1'##

!!!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草原家庭承包工作的意

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自身建设 #)'' 年

工作要点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老品人八甲人民族归属问题的批

复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实施 #)'' 年重点督查 #)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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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建设项目和 #) 项重要工作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 #)'' 年森林防火命令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的实施

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

案办理工作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

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和规范全省政务服务中

心建设的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云南省两基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的决定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的指导意

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奖励(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

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云南省标准化创新贡献奖获

奖单位和技术标准项目的决定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云南省第二十届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奖励 #)') 年度全省招商引资

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1'*#

!

!!!!!!!!!!!!!!!!!

云南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

设文件的实施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 年度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低碳发展规划纲要

"#)''!#)#) 年#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第 '+ 次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励的决定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学前教育 $ 年行动计

划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财政监督办法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锗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1''#

!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铟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1'+#

!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扶持力度进一

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 年云南省鼓励创

业(贷免扶补)优秀创业者和优秀创业导师的决定

"'"1#(#

!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流通产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昆明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施意

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下达云南省 #)''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 年度县域经济发展财政考核

奖励的决定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 年度县域经济发展十强

县和先进县的决定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文件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试点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为省公安边防总队德宏州公安边

防支队木康公安检查站记集体一等功的决定

"'&1'%#

!!!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下达(十二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

额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新兴科技与传统产业融合的

指导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园区综合服务体

系建设的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种业发展的意

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促进城镇化科学发

展的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 年度云南省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专业技术人员的决定 "#$1%#

!!!!!!!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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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实施意见主要任务分解

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收费公路联网

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总工会关于评选表彰云

南省第二十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意见的通知

"#1###

!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实施意见任务分解方案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云南省其他事业单位

绩效工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全省首届(路县长$路

乡长)名单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工业信息化委等部门关

于加快推进全省煤矿瓦斯"煤层气#防治和开发利用工

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机关使用

正版软件工作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乳品质量安全

工作的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促进生物

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的实施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

方式创新的实施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优化烟叶结构工

作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全省林地保护利用规

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工资

集体协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 " 项重

点改革 #)'' 年主要任务和工作目标的通知

"%1$)#

!!!!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自身建设

#)'' 年工作任务分解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推进林权抵押贷

款工作意见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减隔震技术发展

与应用的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命名第六批云南省生态乡

镇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退役运动员一次性安

置工作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继续深化安全生产年活动

的实施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云南省 #)'' 年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

为切实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工作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同意建立云南

工商学院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技术改造省级

财政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云南省政务信息

岛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规模以下工业统计调

查工作的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人民

政府第 + 次廉政工作会议任务分工的通知

"'+1#&#

!!!!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省高尔夫球场

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

展 #)'' 年全国粮食稳定增产行动文件的实施意见

"'"1+)#

!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城镇保障性住

房建设等 $ 项重点工作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实施

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小额贷款公司

管理办法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草水源工程建设的

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防灾应急(三

小)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

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企

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省级财政支出预算管

理确保预算收支平衡的紧急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见义勇为工作

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民工工资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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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金管理办法等 $ 个办法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融资性担保公

司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资金管理和使用工作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

并重组指导意见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

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发挥森林公安职能

作用服务桥头堡和森林云南建设的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股权投资政府

引导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加强企

业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意见重点工作分工方案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 年度卫生工作责任目

标和防治艾滋病工作责任目标考核结果的通报

"'&1+*#

!!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学习贯彻*云南省发展中

医药条例+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处置电网大面

积停电事件应急工作的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 年全省县级以上

行政机关行政成本控制实施意见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 #)'' 年公立医

院改革试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

意见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新型工业化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

升级工作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十一五)期间交通运输科

技教育工作优秀团队和个人的通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体育局等部门关于进一

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实施意见的

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清理化解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债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开展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加强县级政府政务公开

和政务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1&#

!!!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特色小镇的通知

"#+1$#

!

!!!!!!!!!!!!!!!!!

特 刊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通知 "$#

!!!!!!!!

国家部委文件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支持云南建设我国面向西

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 ""1+'#

!!!!!!!!

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专题文件

政府工作报告
!!!!!⋯⋯⋯!!

省长!"+1#+#

关于云南省 #)')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

省发展和改革委"+1$"#

!!!!!!!!!!

关于云南省 #)') 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 年

地方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省财政厅"+1$(#

!!!!

省级部门文件

云南省煤矿矿井通风能力核定实施办法"省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煤矿瓦斯抽采工程初步设计防治煤与瓦斯突出

专项设计审批及竣工验收管理办法"省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矿井等级认定管理办法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告第 '+ 号# "'1+"#

!!

关于进一步做好民办学校登记工作的通知"省民政厅$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1$(#

!!!

云南省土地登记代理办法"省国土资源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兴地睦边农田整治重大工程招投标管理办法

"试行#"省国土资源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安全评价机构管理办法"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 "$1$##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普通发票真伪鉴定管理办法"试行#

"省国家税务局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停止执行 '4* 升及以下排量乘

用车车辆购置税减征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省国家税

务局公告第 % 号#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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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办法"省环境保护厅

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接入系统建设实施办法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

!!!!!!!!!

云南省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实施细则"省工业和信

息化委员会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收费年度审验管理办法"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开展 #)')

年度税务师事务所及注册税务师年检工作的公告"省

国税局省地税局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修改或者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

定"省水利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投诉处理规定"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城镇特色规划编制暂行办法"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实施细则"省

水利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水利科学技术经费筹集与使用管理办法"省水

利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稽查执法办法"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省民政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省级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物资储备仓库管

理办法"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告第 '( 号#

"(1$"#

!!!

!!!!!!!!!!!!!!!!!

云南省省级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工作实施细则"省司

法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建筑智能化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省农业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普洱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茶园登记证明管理办

法"省农业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实施细则"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高等学校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公告第 $ 号#

"''1+)#

!!!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全文失效废止部分条款失

效废止的增值税管理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省

国家税务局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财政扶贫资金产业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省扶贫

办# "''1++#

!!!!!!!!!!!!!!!!!

云南省清洁生产专家库管理办法"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公告第 + 号# "''1+%#

!!!!!!!!!!!

关于贯彻落实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税收政策具体实施

问题的公告"省国家税务局 省地方税务局 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公告第 # 号#

"'#1+"#

!

!!!!!!!!!!!!!!!!!

云南省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自然人出资的公司股

权变更登记业务审查工作的试行意见"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省级政府投资建设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办法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社会组织注销登记办法"省民政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综合设

计工作管理办法"省移民局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综合监

理工作管理办法"省移民局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独立评

估工作管理办法"省移民局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实施阶

段设计变更管理工作办法"省移民局公告第 + 号#

"'*1$*#

!

!!!!!!!!!!!!!!!!!

云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管

理办法"省移民局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主要林木品种审定办法"省林业厅#

"'%1+)#

!!!!

!!!!!!!!!!!!!!!!!

云南省核桃油茶定点采穗和定点育苗管理办法"省林

业厅# "'%1+$#

!!!!!!!!!!!!!!!!

云南省国家税务 局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企业资产损

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问题的公告"省国家税务局 省

地方税务局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重新确定饲料产品检测机构及

饲料产品办理免税相关事项的公告"省国家税务局公

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重新确定有机肥产品检验机构

的公告"省国家税务局公告第 % 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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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的通知 "'(1+*#

!!!!!!!!!!!!!!!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废止有关城市房屋拆迁

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1+##

!

云南省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管理实施

细则"试行#"省广播电视局公告第 ' 号#

"##1$*#

!!!!!

!!!!!!!!!!!!!!!!!

云南省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省公安厅公告

第 ' 号# "##1$(#

!!!!!!!!!!!!!!!

云南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农村能源建设管理办法"省林业厅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公证法律援助工作暂行办法"省司法厅公告第 $

号#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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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第 $% 号#

"#+1"#

!!!!

!!!!!!!!!!!!!!!!!

云南省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登记备案管理办法"省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管理规定"省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公告第 #$ 号# "#+1''#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公布现行有效的税收规范性文

件目录的公告"省国家税务局公告第 ( 号#

"#+1'$#

!!!!

!!!!!!!!!!!!!!!!!

领 导 讲 话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罗正富在全省统计和调查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

"*1+'#

省委常委$副省长李江在全省纠风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上的讲话
!!!!!!!!!!!!!!!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在(十二五)全省低碳节能减排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

"')1+##

省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

"#$1#*#

副省长孔垂柱在全省农业综合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

政 务 资 料

云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

"'$1+"#

!!!!

!!!!!!!!!!!!!!!!!

云南省 #)')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

!!!

!!!!!!!!!!!!!!!!!

#)') 年云南省水资源公报 "##1+'#

!!!!!!!

#)') 年云南省科技统计公报 "#$1+"#

!!!!!!

#)') 年云南省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1$&#

!!

工 作 研 究

以知识产权战略性思维推进普洱茶特色产业持续发展

李建昌!李犀臖"'*1+"#

!!!!!!!!!!

深入贯彻落实四项制度!建设人民满意服务型政府

大理州科技局局长!李建昌"##1+$#

!!!!!

大!事!记

#)') 年 '# 月 "'1+%#

!!!!!!!!!!!!!

#)'' 年 ' 月 "+1+%#

!!!!!!!!!!!!!!

#)'' 年 # 月 ""1+%#

!!!!!!!!!!!!!!

#)'' 年 $ 月 "*1+*#

!!!!!!!!!!!!!!

#)'' 年 + 月 "&1+%#

!!!!!!!!!!!!!!

#)'' 年 " 月 "'#1+%#

!!!!!!!!!!!!!

#)'' 年 * 月 "'+1+%#

!!!!!!!!!!!!!

#)'' 年 % 月 "'"1+*#

!!!!!!!!!!!!!

#)'' 年 ( 月 "'%1+%#

!!!!!!!!!!!!!

#)'' 年 & 月 "#'1+%#

!!!!!!!!!!!!!

#)'' 年 ') 月 "##1+*#

!!!!!!!!!!!!!

#)'' 年 '' 月 "#$1+%#

!!!!!!!!!!!!!

人 事 任 免

云政任-#)').$+!$( 号 "'1+(#

!!!!!!!!

云政任-#)''.'!# 号 "$1+(#

!!!!!!!!!

云政任-#)''.$!& 号 "+1+(#

!!!!!!!!!

云政任-#)''.#)!#$ 号 ""1+(#

!!!!!!!!

云政任-#)''.#+!#( 号 "*1+(#

!!!!!!!!

云政任-#)''.#&!$) 号 "(1+(#

!!!!!!!!

云政任-#)''.$'!$+ 号 "'#1+(#

!!!!!!!!

云政任-#)''.$" 号 "'$1+(#

!!!!!!!!!!

云政任-#)''.$*!$( 号 "'"1+(#

!!!!!!!!

云政任-#)''.+"!+& 号 "'%1+(#

!!!!!!!!

云政任-#)''.+#!++ 号 "'(1+%#

!!!!!!!!

云政任-#)''.")!"$ 号 "'&1+(#

!!!!!!!!

云政任-#)''."*!"( 号 "##1+(#

!!!!!!!!

云政任-#)''.*)!*& 号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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