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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在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省长　阮成发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并请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

见.
一、过去五年的工作

过去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

平凡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

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

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这极不平凡的五年

里,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五个着力”目标要

求,改革创新、攻坚克难、艰苦奋斗,全力抓好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全力推动省委安排

部署落地见效,圆满完成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推动云南发展站到

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千方百计稳增长促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显

著增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９４％,
财政收入年均增长７１％,发展质量和效益不

断提高.滚动实施“十、百、千”项目投资计划和

“四个一百”重点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２０２％,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全面实施扩内需、
促消费各项措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均分别增长８８％和１０７％,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年均增长１２３％.

坚定不移实施“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去产能有力有效,累计压

减生铁产能１５６万吨、粗钢产能４２６万吨,取缔

“地条钢”产能６００万吨,退出煤炭产能３８７６万

吨,处置“僵尸企业”１１８户.去杠杆稳步推进,
严控各类债务风险.去库存成效明显,商品房

库存控制在合理区间.降成本力度空前,累计

为实体经济减负１７００亿元.补短板力度加大,
一大批交通、教育卫生、生态环保等补短板重大

项目建成投入使用.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迈出坚实步

伐.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研发投入年

均增长１７９％.坚持“两型三化”产业发展方

向,“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云南实施意见和“云上云”
行动计划持续推进,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８７％、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万亿元大

关.建筑业增加值年均增长１５５％.现代金

融、养生养老、大健康、旅游、文化等产业加快发

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９９％.民营经

济焕发新活力,非公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提高到４７２％.
深入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农

业建设成效突出.高原粮仓进一步夯实,粮食

生产连续五年保持增产.特色产业稳健发展,
优质特色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农产品

出口额稳居西部省区第一位,第一产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６１％.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

展,年销售收入１０亿元以上的农业“小巨人”２５
户,全省农业龙头企业３７８４户.品牌建设扎实

推进,获得国家驰名商标农产品２１个,有效认

证“三品一标”农产品２０４９个,斗南花卉、普洱

茶、文山三七等一批区域性品牌初步形成.
全力以赴抓扶贫,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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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聚焦４个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和深度贫困群体,扎实推进贫

困对象精准识别、动态管理,建立健全责任落

实、资金投入、考核评估等体制机制,全面推行

“四到县”改革,累计投入省级以上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３８０８亿元.实施易地搬迁、产业、教
育、健康等精准扶贫措施,扎实开展迪庆藏区、
怒江州、镇彝威革命老区等脱贫攻坚行动,“三
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和“挂包帮”“转走访”工作

机制日益完善,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和沪滇、粤滇

扶贫协作扎实推进.累计减少贫困人口５５６万

人.
全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取得

新进展.累计完成以“五网”建设为重点的综合

基础设施投资超过８８００亿元.云南迈入高铁

时代,新增铁路运营里程１１６６公里.新增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２０７９公里,总里程突破５０００公

里,实现所有建制村通硬化路.昆明长水国际

机场旅客年吞吐量排名全国第６位,泸沽湖、沧
源、澜沧机场建成通航.牛栏江—滇池补水工

程通水,全省新增蓄水库容１２２亿立方米.电

力装机突破８５５０万千瓦,西电东送电量１３８２
亿千瓦时.国际通信枢纽和信息汇集中心建设

提速,新增光缆线路７５９万公里.新型城镇化

建设步伐加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
建成海绵城市４９５平方公里、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１４５公里,地铁运营里程８８７公里.实施城

镇保障性安居工程１０４５万套、农村危房改造

和抗震安居工程１８９３万户.
大力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活力进一步释放.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企改革向纵深

推进,省属企业实现利润年均增长４４％.率先

出台电力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为企业减少电费

支出超过２００亿元,居民和企业用电价格成为

全国最低的省份之一.跨境人民币结算累计金

额突破４０００亿元.营改增顺利实施,农业农

村、投融资、财税、审计、价格、教育、医药卫生、
社保、统计等改革深入推进.坚持主动服务和

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务实开展与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交流合作.成功举办４届南博会、３届国

际旅交会.泛亚铁路东线境内段建成通车.重

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功

能作用不断增强,贸易便利化和通关一体化水

平持续提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实际利用外

资突破１００亿美元,引进省外到位资金突破３
万亿元.

全面发展社会事业,各族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明显增强.坚持将财政支出７０％以

上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每年集中力量办一批

民生实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

建立.大力扶持创业带动就业,城镇累计新增

就业２０２８万人.教育事业全面发展,９７个县

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认定.人民健

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重大疾病防控取

得积极成效.群众性文化活动和全民健身活动

蓬勃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深入推

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
食品药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安全生产水平稳

步提升.移民工作有序有效.平安云南、法治

云南加快建设,严打各类违法犯罪,禁毒防艾成

效明显,社会保持总体稳定.城乡社会救助体

系基本完善.鲁甸、景谷等地震灾区恢复重建

取得全面胜利.
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生态文明建

设成效显著.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基本

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步伐

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主体功能

区、低碳试点省和普洱市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

范区建设扎实推进.全面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工作,开展耕地轮作休耕试点,土地矿产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升.“森林云南”建设

深入推进,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５９７％,全省

９０％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和８５％以上的重要

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昆明、普洱、临沧获得“国
家森林城市”称号.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

度,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深入实施,
单位 GDP能耗累计下降２４％、圆满完成国家

下达目标任务.九大高原湖泊水质稳定趋好,
六大水系主要出境、跨界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率

１００％.全面推进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
着力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人居环境持续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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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政府自身建

设持续加强.坚持党的领导,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专题

教育,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自觉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主
动接受省政协的民主监督,充分吸纳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建议,办结人大

代表建议３９５０件、政协提案３１７７件,提请省人

大常委会审议地方性法规议案３１件,制定政府

规章３２件.县级以上政府及其部门实现法律

顾问全覆盖.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本届政

府行政审批精简三分之一任务超额完成.严格

落实国务院“约法三章”,没有新建楼堂馆所,没
有突破机构编制,“三公”经费明显下降.

各位代表! 刚刚过去的２０１７年,我们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和安排,
积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各项工作,保持了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９５％,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１８％,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６２％,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８３％、

９３％,全面完成节能减排任务.一年来,我们

重点抓了以下工作.
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折不扣完

成“三去一降一补”各项任务,压减钢铁、煤炭等

产能,有效降低国有企业负债水平.全省政府

债务规模总体可控.出台降成本７５条,为企业

减负９００亿元.几代人期盼的滇中引水工程全

面开工.全面启动并开工县域高速公路“能通

全通”工程.突出产业支撑,启动特色小镇建

设.
着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着力构建“传统

产业＋支柱产业＋新兴产业”迭代产业体系.
积极探索“大产业＋新主体＋新平台”的新路

子,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稳步发展,第一产业增加

值增长６％.全面打响工业经济攻坚战,推动

烟草业止跌企稳,积极谋划水电铝材、水电硅材

一体化和新能源汽车发展,中石油云南炼油等

项目建 成 投 产,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１０６％.以“零容忍”态度整治旅游市场秩序,
零负团费、强迫消费、恶性竞争等乱象得到有效

整治,旅游投诉大幅下降,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

均增长３０％以上.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和改善法治环境“双十条”,积极构建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非公经济增加值增长１０３％.
着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深入开展

“找问题、补短板、促攻坚”等专项行动,扎实开

展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十大攻坚战”.省级以上

财政 专 项 扶 贫 资 金 投 入 １１７８ 亿 元、增 长

２６％,整合１９５亿元涉农资金支持脱贫攻坚.
实现转移就业５４万人次,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２０万人,围绕４类重点对象实施危房改造３２
万户,生态扶贫使５７９万贫困人口直接受益,
精准资助贫困户学生８９万人,贫困人口全部参

加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全年有望实现１１５万

贫困人口脱贫.
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制定“放管服”措

施和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单管理办法,取消省

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１０１项、中介服务事项２５
项,启动实施“３２证合一”改革,“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实现全覆盖.全面推开省以下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１２８４亿元.成立政府债务管理委员会,严格

规范政府举债融资.省级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

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新引进１０户世界５００强

企业.配合国家成功举办澜湄合作第三次外长

会议,成功举办外交部云南全球推介、２０１７商

洽会.中缅油气管道顺利通油.积极建设关检

合作试验区,推进跨境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试

点,昆明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心通过国家

验收,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全面推开.驻

外商务代表处实现南亚东南亚国家全覆盖,外
贸进出口总额突破１５００亿元.

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完成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方案.完成退耕还林还草２３０万亩.开

展蓝天保卫、碧水青山、净土安居三个专项行

动,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率９８２％.全面实

施河长制,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项目完成投

资６３亿元.全面开展全省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

度改革,狠抓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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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落实,实现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州市全覆盖.
西双版纳、石林成为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市县.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突出抓好重点群体

就业帮扶,新增城镇就业４９万人,扶持创业

１２２万人.统一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参保人员

每人每年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４５０元.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基本实施到位.中小

学“全面改薄”工程全面实施.加强“控辍保

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云南大学成功列

入“双一流”建设,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建成招生.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面推开,取消所有公立医

院药品加成,稳步推进分级诊疗、药品供应保障

等改革,实施市、县两级中心医院能力提升工

程.加快推进公共文化和体育服务设施建设.
安宁市、腾冲市跨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１０件

惠民实事全面完成.
各位代表! 五年来云南各项事业取得的新

成绩、发生的新变化,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缩影.这些成绩的

取得,最根本的就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有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的导航引领.五年来砥

砺奋进的生动实践启示我们,谱写好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云南篇章,必须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扎扎实实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勾画

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必须自觉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确保令行禁止、政令畅通;必须把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贯彻落实到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
以党风廉政建设新成效凝聚起推动跨越发展的

磅礴力量.
各位代表! 回顾第十二届省人民政府的工

作,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这是党中央

坚强领导的结果,是省委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团

结奋斗、开拓进取的结果,是省人民政府历任班

子坚持不懈、奋力拼搏的结果.在此,我代表省

人民政府,向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向驻滇人民解

放军、武警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

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 向关心支持云南

发展的中央各部门、兄弟省市和港澳同胞、台湾

同胞、海外侨胞、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总结成绩和经验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

认识到,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时代

背景下,我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不高

的问题更为突出.主要是:经济总量偏小、产业

发展滞后,尤其是工业化水平不高,传统产业占

比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县域经济薄弱,民营

经济活力不足,营商环境不理想,民生事业欠账

较多,基础设施滞后,城镇化水平低,区域发展

不协调,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生态环境敏感脆

弱,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形势依然严峻;重大

风险防控难度和压力不小;政府自身建设、作风

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少数领导干部不担当、不作

为、乱作为等问题仍然存在,一些领域腐败问题

时有发生.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勇于面对,以
铁的决心、铁的意志、铁的手段、铁的作风,不畏

艰难险阻、不计个人得失,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

认真加以解决,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二、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

今后五年,是我省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胜期,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期.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

确定的战略目标,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重要指

示精神,以及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贯彻科教兴

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
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

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坚决打好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

战,奋力开创云南跨越式发展新局面.
今后五年,要突出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一)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紧扣“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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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三保障”,完善脱贫攻坚体制机制和大扶贫

格局,集中力量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激发贫困地

区干部群众内生动力,打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十大攻坚战”,确保新时代第一场硬仗取得完

胜.到２０２０年,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

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全面建

成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阔步前进.
(二)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培育壮大重点支柱产业,加快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
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

系.把创新作为引领跨越式发展的第一动力,
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

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三)坚持推进互联互通,大力构建现代基

础设施网络.继续抓好以交通、水利、能源、信
息、物流为主要内容的“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形成有效支撑云南跨越式发展、更好服务国

家战略的综合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推进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确保高速公路“能通全通”、铁路州

市基本全覆盖、机场建设全面提速,加强“四好

农村路”建设,加速推进通用机场建设.加快滇

中引水等重大项目和民生水利建设,着力构建

区域互济、均衡优质、安全可靠的水安全保障体

系.加快骨干电源、城乡电网和油气管网建设,
形成保障有力、绿色安全的现代能源体系.加

快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建成面向南

亚东南亚的国际通信枢纽和区域信息汇集中

心.坚持物流枢纽、物流园区与综合交通体系

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努力成为区域性国际现代

物流中心.加快建设地下综合管廊、轨道交通

等重大城市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

力.
(四)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
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促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人的城镇化为核

心,优化城镇化布局与形态,提高城市群质量,
推进特色小镇建设,加快形成以滇中城市群为

核心,以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县城和特色小

镇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

镇格局.
(五)坚持改革开放,大力释放发展动力活

力.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构建系统完

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以完善产

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促进非公

经济加快发展.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建设,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用
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当好我国与周边国家发

展战略对接的桥梁纽带,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提高基本公

共服务水平.突出问题导向,既尽力而为,又量

力而行,努力让各族群众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使全省各族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

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深入推进健康云南建

设,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加强食品药品等领域安全工作.全面建成覆盖

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探索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

机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推进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建设民族文化强省.
深化平安云南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不

断深化,促进各民族和睦共处、和衷共济、和谐

发展.
(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建设美

丽云南.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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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方针,创新绿色发展路径,完善生态补偿机

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

新格局.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大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全面实施清水、净土、
蓝天、国土绿化和城乡人居环境提升行动,确保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完成国家下达任务,生态

环境质量走在全国前列.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完善省级环保督察体系,坚决制止

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把七彩云南建设成

为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让云岭大地天更蓝、
水更清、山更绿、空气更清新.

(八)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努力提高政府治

理能力.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确保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转变

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

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

政府.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大力弘扬“跨越发展、争创一

流;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精神,锲而不舍抓好政

府系统作风建设.
各位代表! 云南的前景无限光明,云南的

未来无限美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我

们善于抓住机遇,勇于改革创新,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和钉钉子的精神,一件事情接

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就一定能够推

动全省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就一定能够开创

云南跨越发展新局面,就一定能够与全国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三、２０１８年的重点工作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也是新一届政府履职的第一年,做好今年的工

作事关长远、至关重要.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

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云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

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

项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推动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

展,加强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建议为: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８５％,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６％,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５５％,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１％,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

１５％,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８％、

９％,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３％左右,城镇

新增就业４５万人以上,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减

排任务.
完成以上目标任务,要重点抓好十个方面

的工作.
(一)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

整和转型升级的治本之策,深入推进“三去一降

一补”,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把发展

产业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抓手,加
快构建“传统产业＋支柱产业＋新兴产业”迭代

产业体系.
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坚持用市场化、法治

化手段推动钢铁、煤炭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继
续保持严厉打击“地条钢”高压态势,压减粗钢

产能２７万吨,退出煤炭产能５８万吨,对１３类

落后小煤矿,坚决做到应去尽去.严格控制新

增产能,采用产能置换指标交易等手段,鼓励先

进企业重组并淘汰落后产能.依法处置“僵尸

企业”,妥善安置分流职工.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因城因

地去库存,优化供需结构,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
大力培育新动能.捏紧拳头、聚焦重点,扬

长避短、彰显特色,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绿色

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这“三张

牌”,形成几个新的千亿元产业.一是打造“绿
色能源牌”.做优做强绿色能源产业,紧扣把绿

色能源产业打造成我省重要支柱产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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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干流水电基地,加强省内电网、西电东

送通道、境外输电项目建设,拓展省内外和境外

电力市场.下大气力解决“弃水”“弃电”问题,
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推进水电铝材、水电硅材

一体化发展,培育和引进行业领军企业,着力发

展新材料、改性材料和材料深加工,延长产业

链;建设铝工业工程研究中心、硅工业工程研究

中心,占领行业制高点.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

产业,大力引进新能源汽车整车和电池、电机、
电控等零配件企业,尽快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把
我省绿色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

优势.二是打造“绿色食品牌”,形成一批具有

云南特色、高品质、有口碑的“云南名品”.三是

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牌”.大力发展从“现代

中药、疫苗、干细胞应用”到“医学科研、诊疗”,
再到“康养、休闲”全产业链的“大健康产业”.
支持中国昆明大健康产业示范区加快发展.按

照“世界一流”的标准打造国际医疗健康城,引
进国际一流高端资源和管理模式,建设集医疗、
研发、教育、康养为一体的医疗产业综合体,力
争经过几年的努力,成为国际先进的医学中心、
诊疗中心、康复中心和医疗旅游目的地、医疗产

业集聚地,引领云南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跨

越发展.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坚持以“零
容忍”态度整治旅游市场秩序,绝不半途而废,
并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体制机制.围绕“国际

化、高端化、特色化、智慧化”目标,以“云南只有

一个景区,这个景区叫云南”的理念打造“全域

旅游”,以“一部手机游云南”为平台打造“智慧

旅游”,以“游客旅游自由自在”“政府管理服务

无处不在”为目标建设“一流旅游”,开发精品自

驾旅游线路,加快汽车营地、厕所等基础设施建

设,大力发展新业态,制定实施新标准,推动旅

游产业全面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特色小镇建

设,紧扣“特色、产业、生态、易达、宜居、智慧、成
网”七大要素,杜绝滥竽充数和变相房地产开

发,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建设,使云南的蓝天白

云、青山绿水、特色文化转化为发展优势,成为

世人健康生活的向往之地.
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采取停止征收坝

区耕地质量补偿费等一系列降成本措施,确保

降低实体经济成本７８０亿元左右.继续清理不

规范的中介服务,取消“红顶中介”,推进行政机

关与协会、商会彻底脱钩.依法依规征收、减免

税款,坚决杜绝收“过头税”,建立降成本长效机

制.下大气力解决涉企收费较多问题,通过大

力降低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切实减轻企

业和社会负担.
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和扩大消费.加大工

业投资考核奖惩力度,大幅提高工业投资占固

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加快“３个１００”工业转型

升级重点项目建设和２０项智能制造重点示范

项目建设,力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４５００户,
工业增加值增长９％以上.全面开工“十三五”
规划项目,突出抓好工业投资、民间投资和滇中

５个州市、滇中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适应消

费升级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

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９％以上.
(二)加快建设创新型云南.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

支撑.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立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
大力培育创新主体.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库,加快培育和引进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

小企业以及国内外先进企业研究机构,新增高

新技术企业１２０户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５００
户以上.支持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强重点领

域应用基础研究,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

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研究,突破重大核心关键技

术,新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１个、省级重点实验

室１０个、院士专家工作站６０个.
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充分发挥滇中新区、

国家级经开区和高新区的创新引领作用,大力

引进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智能制造

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加强与

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新兴产业方面的协同创新,
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创新的主体规模.创建自主

创新示范中心,启动云南生物及高原特色现代

农业创新园建设,培育重点产业研发平台,打造

高水平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争取在以现代

中药和民族药及新型疫苗研发为主的生物技

术、以干细胞应用为主的生命科学、以纳米技术

为主的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取得新突破,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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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创新产品.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企强县工

程.实施质量提升行动和自主品牌培育计划,
推进质量强省建设.举办好第四届科技入滇活

动.
加强服务保障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大财

税、政府采购、高科技企业认定等政策扶持力

度.发挥科技成果转化与创业投资基金重要作

用,吸引风险投资机构、商业银行等各类金融机

构和其他社会资金共同投入,放大基金使用效

益.深入实施“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加快建

设科技创新专业人才、科技型企业家、科技管理

服务人才“三支队伍”,加快建设高素质产业工

人队伍.
(三)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殷切期盼,是新时代

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要科学制定战略规

划,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

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

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打造“绿色食

品牌”.把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方向,
把高起点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作为今后一个

时期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用工业化

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突出绿色化、优质化、特
色化、品牌化,走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之路,在确

保粮食生产能力稳中提质和粮食安全的基础

上,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形成若干个过千亿元的产

业.一是大力推进“大产业＋新主体＋新平台”
发展模式和“科研＋种养＋加工＋流通”全产业

链发展,瞄准高端市场、国际市场,迅速占领行

业制高点.二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把实施产

业兴村强县行动作为做大县域经济底盘、优化

县级财政收入结构的战略性举措,着力打造“一
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新格局.三是大力培育

新主体,引进国内外大企业,扶持本土农业“小
巨人”等龙头企业,积极培育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力争年销售收

入超过１亿元的龙头企业新增１００户以上、超
过１０亿元的新增１０户以上.四是大力打造名

优产品,围绕茶叶、花卉、水果、蔬菜、坚果、咖
啡、中药材、肉牛等产业,集中力量培育,做好

“特色”文章,加快形成品牌集群效应.五是大

力塑造“绿色牌”,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绿色革

命”,力争新认证“三品一标”６００个以上,有机

和绿色认证农产品生产面积分别增长１０％和

１５％以上.六是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力争将全

省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由

０６７∶１提升到１∶１以上.七是大力开拓国

内外市场,扩大云南农产品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八是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推进机制,常抓不懈、一
抓到底,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进入快车

道.
持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巩固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加快承包土地信息联通共享.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征

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

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扩大耕地轮作休

耕试点.
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基础

工作,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加强法治乡村、平安

乡村建设,提高乡村德治水平,确保乡村社会充

满活力、和谐有序.
(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军令

如山,责任如山.要对标对表中央政策,把提高

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
确保全年完成１４５万贫困人口脱贫、２７个贫困

县摘帽任务.
集中力量打好“十大攻坚战”.一是打好易

地扶贫搬迁攻坚战,坚持“挪穷窝”与“换穷业”
并举,对３０户以下、贫困发生率５０％以上、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尚未达到脱贫出列条件的村

庄,原则上应搬尽搬、整村搬迁、进城入镇,确保

搬迁１户、脱贫１户.确保完成国家规划１５万

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启动实施新增易地扶贫

搬迁建档立卡人口３５万人左右.二是打好产

业就业扶贫攻坚战,着力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
扶持专业合作社６万个,转移就业８５万人,推
动产业就业扶贫措施和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对贫困户全覆盖.三是打好生态扶贫攻坚战,
退耕还林还草、生态护林员等项目和政策向深

度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倾斜,带动２０万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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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增收脱贫.四是打好健康扶贫攻坚战,切
实降低就医负担,有效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五是打好教育扶贫攻坚战,专项资金和招

生就业、教师待遇等政策优先倾斜保障深度贫

困地区.六是打好素质提升攻坚战,对“直过民

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深度贫困人口普及国家通

用语言和常用规范文字,实施青壮年劳动力素

质提升行动计划.七是打好农村危房改造攻坚

战,实施４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４０万套.
八是打好贫困村脱贫振兴攻坚战,优先安排５０
户以上不搬迁的自然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新
改建农村公路１５万公里,建成硬化路１万公

里,实现１００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九是打好守边强基攻坚战,实施守边固边工程,
扎实推进第二轮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

年行动计划,打造边民生活有保障、发展有支

撑、管理有秩序、守边有动力的抵边新村.十是

打好迪庆怒江深度贫困脱贫攻坚战,新增资金、
项目、举措进一步向两州倾斜,严格落实公益性

建设项目取消州县配套资金政策,以工代赈资

金主要用于支持两州.
全力提高脱贫质量.下足“绣花”功夫,做

实做细贫困对象动态管理,落实分层分类、因人

因户因致贫原因精准帮扶工作机制和责任机

制,建立促进贫困群众根本脱贫、长远脱贫的体

制机制,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做实脱贫攻

坚规划和项目库建设,确保“两不愁、三保障”落
实到位.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扎实开展

“自强、诚信、感恩”主题实践活动,消除“等靠

要”思想,培育贫困群众自我发展意识和能力,
引导贫困群众艰苦奋斗、自强自立.加快推进

贫困县涉农资金实质性整合,建成扶贫资金全

程在线监管系统,全面开展扶贫资金绩效管理,
全面公开县级扶贫资金分配情况.严格监督考

核,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强化跟踪问效和审计监督,坚决防止虚假脱

贫、数字脱贫,严肃查处贪占挪用扶贫资金的行

为.加强扶贫队伍培训和管理.
(五)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要站在事

关经济发展大局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高度,
扎实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守住不发

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加强金融风险防控.落实地方政府责任,

构建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实现所有金融活动监

管全覆盖、无例外.启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和

监管信息平台建设,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

处置.防控处置不良贷款风险,高度重视地方

法人金融机构的改革和风险防控.严把市场准

入关,加强对各类交易场所和影子银行、互联网

金融等薄弱环节的监管,有效处置个案风险.
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严防

“非法集资下乡”.管控高杠杆投机炒作,严防

债券违约风险.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

济,建设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
加强政府债务风险防控.统一归口管理政

府债务,统筹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加强对隐

性债务的统计和监测,摸清隐性债务底数.明

晰债务主体,坚持“谁使用、谁偿还”,“谁家的孩

子谁抱走”.省政府不会为州市县政府债务兜

底、“埋单”.严格实行政府债务限额和预算管

理,设置政府债务“天花板”,严格控制增量债

务.加快市场化运作,盘活政府性债务投资,逐
步消化存量债务.研究化解高校债务问题.严

格限定政府举债程序和资金用途,对违法违规

举债和担保,实行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加强国有企业债务风险防控.强化企业负

债率考核,加大资本金约束,力争每户省属企业

负债率降至７０％以下.严控融资平台新增债

务,规范省属企业投资特别是对外投资行为.
优化企业资产结构,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实现整

体上市或主营业务上市.加快剥离企业非主业

资产和低效无效资产,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

股、兼并重组等步伐,推动企业去杠杠取得扎实

进展.
(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良好生态环境

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

以更有力的举措,控制污染源头,狠抓末端排放

治理,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环境改善的成果.
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加快“森林云南”建

设,着力培育生态保护修复专业化企业.启动

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
石漠化综合治理,完成营造林８００万亩,退耕还

林和陡坡地生态治理３００万亩,力争森林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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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高到６０％以上.深入推进西双版纳州、玉
龙县国家主体功能区试点示范和普洱市国家绿

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建设.加强重点流域生态系

统修复和环境综合治理,积极参与长江绿色生

态廊道建设.
加强环境保护治理.开展生态保护红线落

地试点,加强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重要湿

地和生态脆弱区域生态保护,全面开展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制定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

案,推进大气、水、土壤综合治理.开启新一轮

大气污染治理行动,确保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指数稳中有升.深入实施“水十条”,认真落

实河长制、湖长制,坚定不移推进洱海抢救性保

护行动,强化滇池、抚仙湖等九大高原湖泊生态

系统保护与治理,多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确
保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达到７０％以上.全面

实施“土十条”,确保重金属、固体废弃物、危险

化学品等行业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得到明显好

转,化肥、农药减量使用.
加强城乡环境整治.深入实施城乡“四治

三改一拆一增”和农村“七改三清”环境综合整

治,着力提升人居环境.深入开展“厕所革命”,
县级城市建成区公厕数量提高到每平方公里５
座以上,大力开展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造.加

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加大城乡生活垃圾、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力度.积极推进以昆明为重点的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加强环境监管.坚持绿色发展,对不符合

环评要求的项目一律实行“一票否决”.加强环

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的整改.启动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改革,依法征收环境保护税.加快

建立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

度,全面推进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严惩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积极推进环境公益诉讼.

(七)大力推进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基础设

施建设滞后仍然是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最

大瓶颈.要加快构建互联互通、功能完善、高效

安全、保障有力的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夯实我省

跨越发展的基础条件,力争完成投资３４４０亿

元.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县域高

速公路“能通全通”工程,加密高速公路网,加快

建设６７个高速公路项目,全面改造提升高速公

路服务区,完成高速公路建设投资１４００亿元.
加快怒江美丽公路和“四好农村路”建设.加快

推进铁路州市全覆盖工程,完成广大铁路扩能

改造,开工建设弥蒙高铁,做好渝昆高铁等前期

工作,完成铁路建设投资２５０亿元.加快推进

机场建设,推进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二期开工和

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开工建设元阳等机场,新建

５个通用机场,完成民航建设投资４０亿元以

上.推进水运航道、港口、泊位等水运基础设施

建设和高等级航道扩能升级改造.
加快水利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滇中

引水一期控制性工程进度,做好二期工程前期

工作.加快德厚、阿岗、车马碧水库和柴石滩灌

区等重大工程进度,新开工５０件重点水网工

程,完成水利投资６００亿元.加快白鹤滩、乌东

德等大型水电站和特高压直流输电重大工程建

设,加快推进与周边国家输电线路项目建设,开
工建设中老５００千伏电力联网项目,扩大西电

东送、云电外送规模.开展新一轮农网改造.
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实施“宽带

中国—千兆到户”和“百兆乡村”工程.提升乡

村、交通沿线和旅游景区４G网络覆盖面,新建

４G基站３５万个、光缆１５万公里,全面提升

网络质量.加快５G 网络商用和物联网应用.
完成信息通信业投资１００亿元.加快政务、旅
游、农业、林业、教育、医疗等信息网络设施、大
数据中心、云服务平台建设.

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物流示范园

区和冷链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高铁快

运、智能仓储.推动全省建制村通邮,加快推进

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网络建设.推进供应链体

系建设,组建跨境物流集团,加快构建跨境物流

高效快速通道.建设交通运输物流大数据分析

平台,着力提升物流信息化水平.
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城镇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补短板工程,完善城市路网,
深入推进６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开工建设海

绵城市５５平方公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１２０公

里、污水配套管网５００公里.启动实施城市暴

雨内涝防治工程.深入开展城市设计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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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修”试点,推进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提高

城市整体形象和综合承载能力.
(八)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跨越

式发展,希望在改革,出路在开放.对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

力度推进改革开放.
全面深化改革.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全面

完成省级国有经营性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做强

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鼓励支持企业上市.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挂

钩联系企业制度,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一

步营造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深化财

税体制改革,着力优化财政收入结构,降低非税

收入比重,力争全省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

７０％以上.对非税收入超过５０％的县,逐县制

定工作方案,促其税收收入占比提高到５０％以

上.改革财政资金支持市场主体的管理办法,
实行网上申请、网上办理、网上永久公示.稳步

推进投融资、价格、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产权保

护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医
药卫生、审计体制、统计管理体制等改革.

全面扩大开放.充分发挥云南在“一带一

路”建设和对外开放战略中的区位优势,深化与

周边国家各个领域的合作.规范整合各类开发

开放平台,改革完善管理体制.支持企业走出

去,推动中外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型平台建设,在
周边国家合作建设一批产业园区,推进国际产

能合作.加快口岸软硬件建设,提升口岸通关

效率,推进货物和人员往来便利化.落实外贸

稳增长政策措施,扩大农产品出口,发展加工贸

易和转口贸易.探索建设境外商贸中心,推动

云南产品走出去.推动跨境动物疫病区域化管

理试点,尽快形成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规模

化的产业链.深化沿边金融改革,创新金融跨

境业务,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围绕重点项

目和重大项目开展精准招商.办好第五届南博

会,组织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工作.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对

外开放与合作.
(九)在发展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突出抓好农村义务教

育,完成“全面改薄”任务,对８８个贫困县的“改
薄”投入全部由省财政负责.加强中小学标准

化建设.依法推进“控辍保学”,将辍学率严格

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切实解决中小学生课外

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努力

提升高中办学水平.大力支持“一流大学、一流

学科”建设,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办好学

前教育、职业教育、民族教育、特殊教育和继续

教育.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
提高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实施更加积极

的就业政策,解决好结构性就业矛盾,城镇新增

就业４５万人以上.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

体就业创业工作,实施“云岭创业计划”,全面落

实“贷免扶补”等扶持政策,鼓励农民工转移就

业和返乡创业.实施技能强省行动计划,扩大

职业技能培训规模,提升就业技能水平.继续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水平.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

划,深化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推进跨省异地就医

联网直接结算.完善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

制度.统筹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加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衔接.
健全残疾人基本福利制度,激发慈善主体活力.
继续加大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新开工棚

改１０万套以上,基本建成城镇保障性住房７万

套.
推进健康云南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加快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药
品供应保障制度和综合监管制度建设,做实医

联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药品购销“两票制”.
支持３个没有达标的州市级医院建成三甲医

院、４０所县级医院达到国家标准.加快实施远

程诊疗“乡乡通”工程.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

用的激励机制.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和计划

生育服务管理.加强重大疾病预防控制,深入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动中医药、民族医药高

质量发展.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广泛开展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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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运动.加快发展老龄产业,完善养老保障

体系,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医疗、体育服务

领域.
推进文化建设.进一步完善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加强文化保护与利用,实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和“云南文化精品工程”.实施“国门

文化”建设工程,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加快发展

文化产业,培育一批骨干文化企业和重点文化

产业园区.加大对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事业的支

持力度.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依法有序畅通信息公开和民意表达

渠道.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深入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依法惩治各类违法犯罪.强化网

络安全,坚决打击虚假信息诈骗、倒卖个人信息

等行为.全面提升食品药品安全治理能力.狠

抓安全生产,坚决防范和遏制重大安全事故.
打好禁毒防艾人民战争.加强监测预警,提升

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构建全方位的公共安全防

范体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面贯彻落实民

族区域自治法,深入实施兴边富民工程,推进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和

场所.
同时,开展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和第三

次全国土地调查,做好移民、参事、哲学社会科

学、文史、档案、地方志、港澳台侨、智库、科普、
测绘、地震、地质、气象、红十字等工作,切实保

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支持群

团组织改革发展.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扎
实抓好国防动员、国防教育、人民防空、民兵预

备役、双拥共建、优抚安置等工作.继续办好一

批惠民实事.
(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加快转

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增强政

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更好地服务人民.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机构改革,

切实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等问题.深化“放
管服”改革,狠抓政策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完善

政府权责清单,清理规范政府规章制度,构建行

政审批、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为一体的监

管体制,加快电子政务信息中心和政务云平台

建设,全面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公共资源

交易”,逐步实现“一颗印章管审批”,让群众和

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制定实施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制度,创新监管方式.深入推进相

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深化综合行政执

法体制改革.推进并完成省级机关与所属企业

的剥离、省级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

能,切实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

为,着力提升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水平.健全完

善重大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

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机制,推进行政

决策科学化.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

和责任倒查制度,落实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
健全机关负责人应诉机制.

主动接受监督.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
进一步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

作,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和社会舆

论监督,学会并习惯于在批评声、监督声中工

作.完善决策部署的执行、监督、考评、奖惩等

工作机制,落实主体责任,确保令行禁止、政令

畅通.加强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加大政

务公开力度,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
加强作风建设.落实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在全省政府系统来一个“大学习”,切实提高

“八种本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实

施细则精神以及省委实施办法,坚决纠正“四
风”,严厉整肃庸政懒政怠政行为.进一步完善

工程建设、土地出让、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国有

企业监管等重点领域腐败风险防控机制,坚决

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建立健全容错纠错

机制,激发广大干部凝心聚力促跨越的激情和

活力.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

事,不搞短期行为,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竭泽

而渔,真正做到对党的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
对历史负责.

各位代表! 新时代的蓝图已经绘就,发展

是实现梦想的根本,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让

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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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努力创造

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新业绩,努力履行好

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努力向全省各族人

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为全面脱贫、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谱写好云南人民幸福美满生活的新

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关于云南省２０１７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２０１８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在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云南省财政厅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云南省２０１７年地

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８年地方财政预算

草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审查,并请省

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７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８８６２亿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１０２１％,比上年同口径决算

数增收１１０２亿元,增长６２％.全省一般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５７１３ 亿 元,完 成 年 初 预 算 的

１１０５％,比上年决算数增支６９４１亿元,增长

１３８％.
省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４０９亿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１０４９％,比上年决算数增

收２３亿元,增长０７％.省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 支 出 １０９２９ 亿 元,完 成 年 初 预 算 的

１１２３％,比上年决算数增支２６２５亿元,增长

３１６％.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７３１９亿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１６１２％,比上年决算数增加３００
亿元,增长６９５％.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６１４５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１３２４％,比上年

决算数增加１８１２亿元,增长４１８％.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９１２亿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１００％,比上年决算数增加２４２
亿元,增长３６１％.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５３３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６９７％,比上年

决算数增加２３３亿元,增长７７４％.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３２５亿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２０３％,比上年决算数增加２０２
亿元,增长１６５％.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３３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２７１％,比上年决

算数增加２３１亿元,增长２３２％.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４５亿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１０９％,比上年决算数增加６７
亿元,增长８６％.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２５９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２５５％,比上年

决算数增加２０３亿元,增长３６９％.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１７３９１亿元,完成

年初 预 算 的 １１２７％,比 上 年 决 算 数 增 长

４３６％;支出 １４５９３ 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１０５７％,比上年决算数增长５３９％.年末滚

存结余１７６５７亿元.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２２５２亿元,完

成年 初 预 算 的 ９５％,比 上 年 决 算 数 下 降

２９５％;支 出 １６４１ 亿 元,完 成 年 初 预 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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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３％,比上年决算数下降２３５％.年末滚存

结余５４２９亿元.
以上均为快报数,待财政部批复我省２０１７

年财政决算后,部分数据会有所变化,届时再向

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变化情况.
二、财政改革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培财源抓收入,财政“蛋糕”进一步做

大

省政府财政部门始终坚持把做大财政“蛋
糕”作为第一位的工作目标.一是支持经济转

型升级,巩固壮大税源基础.认真落实中央和

省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政策.省级筹措资金

４２亿元,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支持战

略性新兴产业、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和小微企业

加快发展.支持全面打响工业经济攻坚战.按

要求取消、停征中央和省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６３项,政府性基金２项.阶段性降低社会保

险费率.二是依法组织收入.积极开展全省重

点税源企业和重点税源项目调研.认真研究制

定促进县乡增收的激励政策.规范非税征管和

涉企收费清理.制定出台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办

法,税收收入增长８５％,非税收入占比比上年

下降了０６个百分点.三是中央加大对云南支

持力度,多项资金争取取得突破.
(二)惠民生促公平,各项民生福祉进一步

改善

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２０１７年,全省财政

民生支出达４１２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３％,支
持１０件惠民实事圆满完成.一是聚焦脱贫攻

坚.落实财政扶贫资金稳定增长机制,筹措安

排省以上扶贫专项资金１１７８亿元,聚焦４个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深度贫困群体,
加大易地扶贫搬迁、迪庆藏区、怒江州、镇彝威

革命老区脱贫攻坚行动的支持力度.强化扶贫

资金监督检查,堵塞资金安全漏洞.二是全力

推动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全省财政教育支出

１００１６亿元,首次突破１０００亿元大关,同比增

长１５％.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支持实施中小学“全面改薄”工程.积极落实各

阶段学生国家资助政策.支持云南大学“双一

流”建设.落实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三是大力

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全省财政医疗卫生与

计划生育支出５４８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４％.
全面推开城市公立医院改革,所有公立医院(除
中药饮片外)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四是着力筑

牢社会保障底线.筹措资金１０５７亿元,落实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险１４年连续提标政策.
积极助力“贷免扶补”和担保贷款创业政策,新
增发放贷款１２８３亿元,居全国第一.出台健

康扶贫３０条.全面实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五是积极支持“三农”发展.全省财政农林水支

出６６２５亿元,着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大
力推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实施“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建设,在２５个边境县试

点创新“党建＋村级‘四位一体’”发展新模式.
云南省成功申报为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田园综合

体建设试点省.六是“三保”支出得到保障.省

财政新增下达均衡性等７项由各地统筹使用的

一般性转移支付８３亿元,帮助基层困难地区消

化调整工资及民生提标等刚性增支.同时,明
确“三保”项目清单,将“三保”责任落实纳入省

委对各州(市)年度综合考评,督促基层切实保

障“三保”支出.全省“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三)调结构补短板,重大项目和重要工作

进一步有效保障

一是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支

持“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筹措资金６３亿

元,支持全省钢铁和煤炭行业退出产能.筹措

保障性住房资金４９亿元,推动公共租赁住房及

其配套设施建设.二是大力支持“五网”等基础

设施建设.省级筹措资金１５３７亿元,支持高

速公路、铁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省级筹措

资金１０５亿元,支持１０５个特色小镇建设.三

是积极支持对外开放.加快瑞丽、磨憨重点开

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支持河口、临沧跨(边)境经

济合作区发展,有力促进口岸通关便利化.四

是支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全省财政节能环保

支出１８２８亿元,增长２１８％,扎实推进洱海、
滇池、抚仙湖等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和“森林

云南”建设.支持抚仙湖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

复工程纳入国家第二批试点项目.五是加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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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投入.全省科学技术支出５４亿元,比上

年增长１５２％.支持人才强省战略,推动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累计申请专利６３１件,突破

关键技术２０４项.六是积极强化“基层党建提

升年”经 费 保 障.安 排 资 金 ３７ 亿 元,加 快

１５９４２个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建设.
(四)推改革建制度,财税改革进一步向纵

深迈进

一是深化全口径预算管理改革.政府所有

收支１００％纳入预算管理,编制四本预算上报

人大审议,做到预算一个“盘子”、收入一个“笼
子”、支出一个“口子”.积极推进支出定额标准

体系建设.二是健全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机制.
健全存量资金与预算安排,年初可用财力和新

增债券资金,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统筹机制.三是持续强化

专项资金管理改革.继续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

付,集中财力办大事.２０１７年省级项目压减

１５８个,资金减少３３５亿元.大力推进专项资

金竞争性分配和按因素法分配改革.四是创新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力下沉力度,省对

下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提高到６０％.五是硬

化预算执行管理.继续实施预算执行目标考核

制度,强化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和考核奖惩,有效

解决预算执行前低后高问题,月支出进度持续

位居全国前列.六是切实加快绩效预算改革.
坚持绩效再评价与预算安排相结合,共扣减绩

效差的项目资金６６亿元.省级首次开展绩效

目标审核并上报人大审查后随同预算同步批

复.七是着力打造透明预算.继续完善政府预

决算、部门预决算以及“三公”经费等信息公开

机制.拓宽公开渠道,规范公开方式,丰富公开

内容.八是全面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全省

共清理盘活存量资金１２８４亿元,统筹安排用

于重点支出.严格规范财政专户管理.九是推

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稳妥推动事业单位分类

改革和转型发展.十是深入推进国库集中收付

制度改革.构建全面系统的国库现金管理制度

体系.在全国率先完成省本级和１６个州(市)
本级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革.积极开展

公务卡电子化管理改革试点.十一是创新财政

资金投入方式.财政资金支持产业和重大基础

设施坚持无偿变有偿、直补变间补,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的乘数效应.规范推进PPP工作,我省

进入财政部第二批１８个示范项目全部落地.
新增进入财政部第三批４０个示范项目,已落地

３２个.探索建立融资担保贷款风险分担机制.
十二是稳步实施税制改革.继续推进营改增试

点和资源税改革.全力做好环境保护税的贯彻

落实工作.十三是扎实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出台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实施意见,是全国第２个出台实施方

案的省份.十四是全面开展财税改革督查,形
成问题清单和整改清单,实施财税改革培训,督
促各地加快推进财税改革.

(五)抓法治强监管,依法理财进一步推进

认真执行«预算法»等财经法规,增强预算

的法治性和约束力.推动«云南省财政监督条

例»列入省政府２０１８年立法计划.强化会计基

础工作管理,筑牢财政资金管理“第一道防火

墙”.依法接受人大监督,对人大作出的各项决

议决定和意见认真吸纳和整改.坚决查处违反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财经法律

法规的行为.高度重视审计查出的问题,督促

各级各部门认真整改,并在部门预算编制和执

行管理中狠抓落实.２０１７年共办理省人大建

议和省政协提案２１２件,办复率、按时办结率均

达到１００％.建立了省人大与省政府财政部门

的预算监督联网平台,实现实时监督.
三、２０１８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也是新一届政府履职的第一年.做好２０１８年

财政工作意义重大、使命光荣.
(一)２０１８年财政经济形势分析(略)
(二)２０１８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及原则

２０１８年财政工作和预算编制指导思想是: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落实省委十届四次全会和全国财政

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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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一
跨越”“三个定位”“五个着力”的要求,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加快建立现代财政

制度为重点,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入推进零基

预算,集中财力办大事,下大力气补短板,既要

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

实进展,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２０１８年预算编制的基

本原则是:一是稳中求进的原则.二是突出重

点的原则.三是创新发展的原则.四是注重绩

效的原则.五是防范风险的原则.
(三)２０１８年全省及省本级收支预算安排

１一般公共预算

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９９０亿元,比
上年快报数同口径增长５５％.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６０５５亿元,比上年快报数增长６％.
省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５３亿元,

较上年快报数增长３５％.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１００４亿元,较上年快报数增长０７％.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５８１亿元,比上

年快报数下降２０６％.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５００亿元,比上年快报数下降１８６％.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８４亿元,比上

年快报数下降７９％.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９０７亿元,比上年快报数增长６９９％.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６８亿元,比
上年快报数下降１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９１亿元,比上年快报数下降７２％.向一般

公共预算调出资金１２５亿元.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４４亿元,

比上年快报数下降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３３亿元,比上年快报数下降８７％.向一般

公共预算调出资金４５亿元.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４４４６亿元,
较上年快报数下降１６９％.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支 出 １２３９１ 亿 元,较 上 年 快 报 数 下 降

１５１％.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２１３９亿

元,较上年快报数下降３５％.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支出１７７３亿元,较上年快报数增长８％.
四、２０１８年财政重点工作

(一)持续聚焦重大任务,坚决支持打好三

大攻坚战

一是坚决支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落实

财政扶贫投入增长要求,省级安排扶贫专项资

金５２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９３％.支持实施

易地扶贫搬迁、健康、教育、迪庆怒江深度脱贫

等十大扶贫攻坚战.加快推进贫困县涉农财政

资金实质性整合.全面强化财政扶贫资金绩效

管理.建立完善常态化监管机制.二是坚决支

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严控地方政

府债务增量.完成所有存量政府债务置换工

作,降低债务成本.按照“谁的孩子谁抱走”的
原则,压实债务化解责任.强化对政府性债务

“借、用、管、还”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

追究.三是坚决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

快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支持大气、水、土
壤污染防治.加快九大高原湖泊和六大水系保

护治理.扎实推进“森林云南”建设.
(二)持续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

一是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增

加有效供给,大力破除无效供给.统筹用好中

央和省奖补资金,推动钢铁、煤炭行业持续化解

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支持处置“僵尸企

业”.支持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着力

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全力支持打好民

营经济、县域经济、园区经济三大战役.二是筑

牢传统动能,促进新动能加快成长.支持打好

工业经济攻坚战,支持水电铝材、水电硅材加工

一体化取得新突破.支持实施现代服务经济

“倍增”计划.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安排５
亿元确保“一部手机游云南”及时上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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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亿元,支持建立云南省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

补偿资金.三是落实减税降费,降低实体经济

成本.打好降成本“组合拳”,落实养老、失业等

涉企社会保险降费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好中央

和省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停止征收坝区耕地质

量补偿费.

(三)持续注重短板弱项,大力夯实跨越发

展基础

一是加快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投入.安排５
亿元前期工作经费,加强项目前期工作.统筹

资金１７１亿元,大力推进县域高速公路“能通全

通”工程等“五网”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推进棚

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二是大力建设创新型云

南.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

业.支持实施智慧云南行动计划.加快南亚东

南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支持实施人才强省战

略和第四届科技入滇活动.三是大力支持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大力推进“种植养殖＋深加工＋流通”全产

业链发展.支持推进“互联网＋农业”,推动乡

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促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逐步完善乡村治

理体系.持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积极支持村

民小组活动场所建设全覆盖.四是大力支持对

内对外开放.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建设,培育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竞争

新优势.支持加快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

设,推动跨境金融加快发展.支持提升口岸综

合服务功能.支持跨境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试

点.

(四)持续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保障和改善

民生水平

一是支持教育优先发展.筹措资金６６２
亿元,增长３５７％,支持完成“全面改薄”任务,

巩固落实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提

高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能力.推动高中教育普及

工作.完善省属高职高专、中职、技师学院高级

工和中专生均拨款标准.支持云南大学“双一

流”建设,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健全学生

资助制度.二是着力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投

入.筹措资金７１８亿元,增长２０１％,大力支

持实施“云岭创业计划”,全面落实“贷免扶补”

扶持政策.支持实施全面参保计划.有效落实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标支出.加强对特困人

员等群体的兜底保障.继续加大棚户区改造和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三是加快建设“健康云

南”.筹措资金６９３亿元,增长１６７％,支持

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

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到年人均５５元.加强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

制.支持做好食品药品安全保障工作.大力支

持发展体育事业.四是加快建设民族文化强

省.全省财政安排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７３５
亿元,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加强

文物保护利用和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保护.促

进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区创建活动.支持兴边富民、扶持人口较少民

族发展示范工程等.

(五)持续狠抓收支管理,有效保障财政高

质量发展

一是强化收入组织,坚持依法征税管费.

依法依规执行各项税法和收费政策.建立收入

质量考核挂钩机制,对促进税收收入占比提高

较快和占比较高的地区给予激励.二是落实清

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

钩事项改革精神,一律不再按挂钩要求安排预

算.三是强化存量资金盘活,增加财政资金有

效供给.将预算安排与部门结余资金挂钩,全

面清理省级预算单位银行账户财政结余资金,

统筹用于各项必保支出.四是加快预算执行管

理.继续实施预算执行目标考核制度,强化预

算执行动态监控和考核奖惩等.积极推进支出

定额标准体系建设.五是扎实推进中期财政规

划管理.强化中期财政规划与部门行业规划的

衔接,增强中期财政规划对年度预算的约束作

用,探索构建中期财政规划绩效目标体系.六

是大力推进预决算公开.实现四本预决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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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提高公开的及时性、全面性、完整性和

真实性.七是完善现代国库管理体系.力争在

２０１８年底前实现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省、市、县、

乡全覆盖.大力推进省级国库现金管理.全面

推进县乡级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
(六)持续激发发展动力,积极帮助基层缓

解财政困难

一是建立财政增收和县域经济发展激励机

制.对各地大力培植财源、实现财政税收增收

及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给予奖补,激励各地强化

自我“造血”意识.二是大力争取中央财政支

持.深入分析我省省情、特点和跨越发展需要,

对接国家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重大方针,争取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支持,紧扣保基本、兜底线的

要求,加大对下补助力度.三是明晰各级财政

保障责任,并按照建立地方税体系的要求,加大

放权让利力度,调动各地加快发展的积极性.

四是加强县乡财政管理改革.健全完善县乡财

政体制,巩固乡镇财政地位.按照“谁发展、谁
受益,发展快、受益多”的原则,提高乡镇积极培

财源抓收入的积极性.推进乡镇财政信息化建

设.五是加强对各地财政管理的指导帮助.监

督指导各地统筹财力合理安排预算,切实防范

基层财政“三保”风险.大力推进地方财政标准

化平台建设,及时掌握各地预算编制和执行情

况,对存在突出问题的地区做到早发现、早预

警、早处置.
(七)持续深化财税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

政制度

一是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

省与各地财政关系.深入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科学界定省以下各级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形成更加合理的省与各地财力格

局.密切跟踪中央改革进展,研究出台基本公

共服务领域共同财政事权改革方案,并做好其

他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改革准备工作.二是建立

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

度.将２０％的政府性基金预算、３０％的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统一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全部用于

增加扶贫专项资金.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坚决

打破预算固化格局.全力推进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改革.三是落实国家税制改革要求.推进环

保税法平稳实施,做好相关税制改革准备工作,

积极争取烟叶税、资源税等税制改革红利.四

是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建立健全以绩效为导向

的财政管理机制,做到绩效预算全覆盖,强化绩

效约束.将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情况、项目绩效

目标实现程度、绩效跟踪和评价结果作为安排

财政资金的依据,大力压减绩效差的项目.五

是大力实施规范的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切实推

动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积极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平台建设,督促各州

(市)完成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编制工作.

六是创新财政投入方式.省级安排１２６亿元用

于高速公路建设资本金、重大项目投资基金、中
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资金、PPP模式以奖代补资金等,切实把财税

政策杠杆用活.强化融资担保行业监管.着力

发展普惠金融.
(八)持续推进依法理财,全面提升财政的

法治化水平

自觉守法律、重程序、受监督,始终在依法行

政、依法理财的轨道上全面推进各项工作.一是

有序推进法治财政建设.认真贯彻落实法治政

府、法治财政建设各项措施,完善财税法规制度

体系,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二是严格执

行«预算法».把«预算法»的各项规定作为从事

财政管理活动的行为准则,增强预算的法治性和

约束力.三是依法接受人大监督.自觉接受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严格落实

人大各项决定和意见要求,完善人大代表建议办

理机制.充分发挥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平台,增
强人大监督实效.坚决查处各类违反«财政违法

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行为.四是积

极配合审计监督和专员办监管.高度重视并认

真整改审计提出的问题,认真自查和深刻分析原

因,着力督促相关部门深入整改,并在部门预算

编制和执行管理中狠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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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南省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在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云南省２０１７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

一次会议审查,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提

出意见.

一、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

初步统计,２０１７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９５％,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１８％,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６２％,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１２２％,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

１９９％,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８３％,农 村 常 住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增 长

９３％,城镇新增就业４９万人,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同比上涨０９％,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

降、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等约束性指标均完成年

度任务.

(一)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及时出台稳

增长２２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经济形势研

判,全年经济增长实现高开稳走、稳中向好.地

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国２６个百分点.固定

资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主要拉动作

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不断增强.就

业形势总体较好,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各类风

险挑战得到妥善应对.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

压减生铁产能３１万吨、粗钢产能５０万吨,取缔

“地条钢”６００万吨,退出煤炭产能１６９万吨.

商品房库存消化周期处于合理区间.国有企业

市场化债转股取得积极进展.全年为企业减轻

成本负担９００亿元.教育卫生补短板工程项目

扎实推进.新增销售收入１０亿元以上的农业

“小巨人”企业６户,新增认定５０户省级农业龙

头企业、１００户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８０个

云南名牌农产品.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６％.

(三)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连续３年保持全国前列.大力实施

“十、百、千”项目投资计划、“四个一百”重点项

目建设计划、重大前期项目投资计划,切实加快

项目建设.全年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２２５３４
亿元.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企业投资主

体地位进一步确立.民间投资同比增长１１％.

(四)产业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烟草制

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０５％.油气管道建设取

得重要进展,西电东送电量再创新高,电力行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１９６％.出台推动水电铝材、

水电硅材一体化发展实施意见.启动实施服务

经济倍增计划.重拳整治各类旅游乱象.全面

启动“一部手机游云南”建设.公布了１５个省

级首批双创示范基地,昆明经开区纳入国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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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双创示范基地名单.新增１４５户高新技术

企业、１２７１户科技型中小企业.

(五)以综合交通为重点的五网基础设施建

设成效显著.路网建设方面:启动高速公路“能

通全通”工程,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８８８公

里、通车总里程突破５０００公里.昆明地铁６号

线一期、３号线投入试运营.航空网建设方面:

澜沧机场建成通航.实现东南亚国家首都航线

全覆盖.水网建设方面:滇中引水工程开工建

设,德厚水库等重点水利工程顺利推进,完成

“五小水利”工程３５万件.能源保障网建设方

面:滇西北至广东±８００千伏直流输电工程单

极投产,中缅天然气干支管道沿线８个州(市)

全部实现通气用气.互联网建设方面:新增４G
基站２６万个,城区光纤宽带覆盖率达１００％,

行政村通光缆比例达９８％以上.

(六)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深化改革方

面:取消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１０１项、中介服

务事项２５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扎实

推进.全面推开城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

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初见成效.开放合作方面:成功举办外交部云

南全球推介会、２０１７南亚东南亚国家商品展暨

投资贸易洽谈会等重大活动.驻外商务代表处

实现南亚东南亚国家全覆盖.中国(云南)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建成运行.新引进１０户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

(七)区域城乡发展格局进一步优化.修编

滇中城市群规划,滇中新区建设和滇中城市群

“六个一体化”进程加快.全省经济总量过千亿

州(市)达到５个.有望新增８个地区生产总值

超百亿的县.省财政投入１０５亿元推动５个

创建国际水平、２０个创建全国一流和８０个创

建全省一流的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国家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初见成效.新开工建设海绵

城市６１８平方公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１８１公

里.

(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扎实推进.省级以

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达１１７８亿元、同比

增长２６％,整合１９５亿元涉农资金投入脱贫攻

坚.全面完成２０１６年易地扶贫搬迁问题整改

工作,２０１７年搬迁任务集中安置点开工率达

１００％.实现转移就业５４万人次,围绕４类重

点对象实施危房改造 ３２ 万户,生态扶贫使

５７９万贫困人口直接受益,精准资助贫困户学

生８９万人,贫困人口全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

大病保险.全年有望实现１１５万贫困人口脱

贫.

(九)绿色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狠抓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完成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方案.实现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州(市)

全覆盖.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昆明、保山、玉

溪、大理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试点城市.森林覆盖率达到５９３％.玉溪市、

普洱市思茅区列入国家第三批低碳试点城市.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完成年度

任务.开展蓝天保卫、碧水青山、净土安居３个

专项行动.全省主要河流国控省控监测断面水

质优良率为８２６％,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率

为９８２％.

(十)民生保障持续加强.全省财政民生支

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７２２％.

就业工作不断加强,新增城镇就业人数比２０１６
年增加４２万人,扶持创业１２２万人.保障体

系持续完善,城镇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平均保

障标准分别较 ２０１６ 年提高 １２３％、１８７％.

基本建成２０万套城镇保障性住房.鲁甸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基本完成.教育事业继续加强,

投入１３０亿元资助各级各类学生１０５６万人次,

投入“全面改薄”项目资金３０３３２亿元改善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公共卫生服务

供给持续改善,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

成,新增９所三甲医院,云南阜外心血管医院建

成运行.文化体育事业加快发展,成功举办第

十届云南省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等系列活动,

安宁市、腾冲市入选全国文明城市,改造１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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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２００个乡镇(街道)、３８０个村(社区)

体育场馆(所).全省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安全

生产形势总体平稳,食品药品安全形势良好.

二、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一)总体发展环境.综合判断,２０１８年云

南经济社会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

素,但改革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从国际

看,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复苏.从国内看,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

济发展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在延续.从

我省看,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多项

国家战略交汇、多项政策叠加的战略机遇期没

有改变.当前,是云南各种优势和潜力集中释

放的机遇期,是破解难题、补齐短板、转换动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是实现云南跨越

崛起的关键期.

(二)主要发展目标建议.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８５％,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１６％,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５５％,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１％,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

１５％,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３％左右,城镇

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８％、９％,城镇新增就业４５万人以上,实现１４５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７１‰左右,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任务.

三、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和重点

工作

(一)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

“立”“降”结合,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一

是坚决破除无效供给.严防“地条钢”死灰复

燃,压减粗钢产能２７万吨,退出煤炭产能５８万

吨,化解煤电过剩产能１００万千瓦以上.依法

限期处置“僵尸企业”.二是加快住房制度改革

和长效机制建设.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新开工棚户区改造

１０万套以上,基本建成城镇保障性住房７万

套.三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严格

控制增量债务,逐步消化存量债务,积极防范化

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积极推动市场化法治

化债转股.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

险.四是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抓好降低实

体经济企业成本７５条等政策措施落实,确保降

低实体经济成本７８０亿元左右.五是提高补短

板的综合效应.制定教育卫生补短板工程“时

间表”和“路线图”.

(二)着力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第一,

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充分发挥投资对稳增长调

结构优供给的关键作用.一是优化投资结构.

突出抓好工业投资、民间投资和滇中５个州

(市)、滇中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二是强化项

目前期工作.充实完善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库.争取一批重大项目列入国家专项规划.提

前启动实施“十三五”规划后期项目.三是推动

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实施好“四个一百”重点建

设项目计划.四是大力提振工业投资.推进实

施新一轮企业技术改造.加大工业投资考核奖

惩力度,大幅提高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比重.五是多渠道筹集项目建设资金.积极争

取中央预算内资金和政府债券限额,盘活存量

资产,向社会集中推介一批有现金流、有稳定回

报预期、吸引力较强的政府与社会合作项目.

第二,积极推进消费提档升级.大力培育新的

消费热点.促进电商消费和信息消费.严厉打

击侵权假冒行为,优化市场消费环境.第三,着

力稳政策稳预期稳市场.出台促进经济持续健

康较快发展２２条措施,稳定社会预期和市场信

心.开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

估.

(三)着力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步伐.一

是推动传统优势工业优化升级.制定做强做优

能源产业“施工图”,拓展省内外和境外电力市

场,力争全年能源产业增加值突破１０００亿元.

建设铝工业工程研究中心、硅工业工程研究中

心,确保昭通、大理鹤庆水电铝项目年内投产,

推动水电铝材、水电硅材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突

破.加快烟草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二是推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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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产业和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尽快发布实施生

物医药和大健康、信息、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

４个产业发展“施工图”.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

产业.推进建设一批工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

重点技术创新项目、智能制造示范项目.推进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三是推动现代服务业

创新发展.深入实施服务经济倍增计划.完成

云南旅游大数据中心、游客综合服务平台、旅游

综合管理平台建设,实现“一部手机游云南”高

质量上线运行.在昆明、河口、瑞丽等地建设５
个省级现代物流示范园.

(四)着力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一是继续

推进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积极

建设云南科技创新城.新建院士专家工作站

６０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１个、省级重点实验

室１０个.二是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深入

实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与新一代信息

技术等５个重大专项及重点研发计划.三是积

极培育创新主体.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１２０户

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５００户以上.深入实施

“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办好“双创活动周”.

(五)着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一是突出

打好“十大攻坚战”.打好易地扶贫搬迁攻坚

战,确保完成国家规划的１５万人易地扶贫搬迁

任务,启动实施新增的３５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易地扶贫搬迁任务.打好产业就业扶贫攻坚

战,转移就业８５万人,扶持专业合作社６万个.

打好生态扶贫攻坚战,新增生态护林员５万名,

带动２０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脱贫.打好健康

扶贫攻坚战,落实好“健康扶贫３０条”.打好教

育扶贫攻坚战,专项资金和招生就业、教师待遇

等政策优先倾斜保障深度贫困地区.打好素质

提升攻坚战,对“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深

度贫困人口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和常用规范文

字,实施青壮年劳动力素质提升行动计划.打

好农村危房改造攻坚战,实施４类重点对象农

村危房改造４０万套.打好贫困村脱贫振兴攻

坚战,新改建农村公路１５万公里,建成硬化路

１万公里,实现１００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打好守边强基攻坚战,扎实推进第二轮

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划.打

好迪庆怒江深度贫困脱贫攻坚战,推动新增资

金、项目、举措进一步向两州倾斜.二是注重激

发内生动力.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实

施人才计划和科技专项计划.建立帮扶措施与

贫困群众联动机制.扎实开展“自强、诚信、感

恩”主题实践活动.三是巩固提升大扶贫格局.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推动中央国

家机关和省级部门(单位)定点扶贫、东西部扶

贫协作、省内对口帮扶工作.

(六)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出台我省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选择一批试点示范分类推进.

一是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实施产业兴村强

县行动.大力培育新主体,力争年销售收入超过

１亿元的龙头企业新增１００户以上,年销售收入

超过１０亿元的龙头企业新增１０户以上.二是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实施高原

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开展现

代农业园、田园综合体、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示范

创建.三是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全面完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积极

搭建农村创新创业平台.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七)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是进一步

健全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实行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实施能源消费总量与强度“双控”

行动.推进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联网共享.二是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蓝天保卫行

动,确保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指数稳中有升.

深入落实“水十条”,认真落实河(湖)长制,确保

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达到７０％以上.深入实

施“土十条”和净土安居行动,有序推进土壤污

染治理与修复.深入实施城乡“四治三改一拆

一增”和农村“七改三清”环境综合整治.深入

开展“厕所革命”.三是持续加强生态保护建

设.完成营造林８００万亩,退耕还林和陡坡地

生态治理３００万亩,力争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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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以上.

(八)着力加强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路

网建设方面:加快建设６７个高速公路项目,全

面改造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加快怒江美丽公

路和“四好农村路”建设.确保昆明至大理动车

开通运营,新开工建设弥蒙高铁等项目,加快推

进渝昆高铁等项目前期工作.航空网建设方

面:争取新开工建设元阳机场等７个项目,兰坪

通用机场建成通航.力争新开辟国际航线１０
条.水网建设方面:继续推进滇中引水等５件

重大水利工程、４７件中型水库工程和１３２件小

型水库工程,新开工５０件重点水网工程.能源

保障网建设方面:新开工建设±８００千伏昆柳

龙特高压多端直流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投产、

开工一批天然气支线建设项目.互联网建设方

面:新建４G 基站３５万个、光缆１５万公里.

加快５G网络商用和物联网应用.物流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建设一批综合物流枢纽、物流示范

园区和冷链物流园区.推动全省建制村通邮.

建设交通运输物流大数据分析平台.城市和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工建设海绵城市５５平

方公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１２０公里、污水配套

管网５００公里.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升级改造

工程.

(九)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一是加快推

进以特色小镇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

建立情况通报、督查、会商和考核４个机制,力

争每个特色小镇完成总投资的６０％以上.有

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认真总结国家新

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二是协调推进区域联

动发展.出台我省２０１８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工作要点.深入推进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建

设,推动滇中新区加快发展.积极推进玉溪市、

普洱市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支持资源枯

竭城市转型发展.三是切实增强县域经济发展

活力.鼓励和支持２０个县域经济转型发展试

点县先行先试、率先突破.力争全年新增１０个

地区生产总值超百亿元的县(市、区).

(十)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深化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

逐步实现政务数据统一归口管理.深化商事制

度改革,加快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加快落实

以新型核准制度为核心的投资审批制度.深化

国企国资改革.全面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纵深

推进输配电价改革.持续深化财税、产权保护、

社会信用、收入分配等领域改革.积极构建全

方位开放新格局.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积极参与中国—中南半

岛、孟中印缅、中老、中越、中缅经济走廊以及中

国—东盟自贸区、澜湄合作机制建设,推动中柬

合作机制建设.争取国家尽快出台支持我省辐

射中心建设的政策措施.办好第五届中国—南

亚博览会.

(十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优先发

展教育事业.完成“全面改薄”任务,积极推进

县一中标准化建设.扎实推进“控辍保学”.大

力支持“双一流”建设.二是提高就业质量和居

民收入水平.实施“云岭创业计划”,统筹做好

重点群体就业工作.鼓励各地制定出台促进居

民持续增收的政策措施.三是进一步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深化全民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统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政

策.稳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四是加快推

进健康云南建设.推动３个没有达标的州(市)

级医院建成三甲医院、４０所县级医院达到国家

标准.推动中医药、民族医药高质量发展.加

快发展老龄产业.五是促进文化体育事业繁荣

发展.实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云南

文化精品工程”和“国门文化”建设工程.建设

一批城市体育服务综合体.广泛开展全民健身

运动.六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强化安全生产

重点领域治理,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建

设.继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十县

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加强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深化平安云南、法治云南建设,确保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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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宣布失效

一批省人民政府文件的决定

云政发〔２０１８〕２号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根据国务院对政府文件清理工作部署,为

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维护省人民政

府文件的权威性、严肃性,决定对省人民政府文

件进行全面清理.
经清理,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一致、已被新

规定涵盖或替代、调整对象已消失、工作任务已

完成或者适用期已过的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期间印

发的９３１件省人民政府文件宣布失效(其中

９１３件公开目录,１８件因涉密等按照规定另行

通知).凡宣布失效的省人民政府文件,自本决

定印发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

理的依据.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文件清理工作的重

要意义,做好政策衔接,完善事中事后监管,防
止出现“空档”.要加大工作力度,抓紧清理本

地本部门印发的文件,废止不符合现行法律法

规或没有法律依据,不利于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文件,坚决破除对企业

和群众干事创业的各种束缚,把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向纵深,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为创业创新创造良好环境,促进全省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附件:宣布失效的省人民政府文件目录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２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宣布失效的省人民政府文件目录

(共９１３件)

　　１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省教委关于«云南

省实施‹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意

见»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８号)

２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云南省住房

制度改革协调会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１４号)

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

意见»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３３号)

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国有农垦企

业改革和发展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４４号)

５ 云南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地质矿产厅关

于云南省实现矿业秩序根本好转工作实施意见

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５３号)

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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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６５
号)

７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

改革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６９号)

８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云南省勘查

设计单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０〕７０号)

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生态

环境建设规划»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７４号)

１０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小

额信贷扶贫管理办法»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９３
号)

１１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云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

９８号)

１２ 云南省人民政府批转«云南省经贸委

关于实行技术改造项目登记备案制的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１１０号)

１３ 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国有

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工作的实施意

见»等９个文件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１１３号)

１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部分基本建设投

资项目实行登记备案制管理办法的通知(云政

发〔２０００〕１２１号)

１５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省

级财政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０〕１２７号)

１６ 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我省

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０〕１３７号)

１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对固定资产投资银

行贷款项目评审实行时限管理、表彰奖励试行办

法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１４８号)

１８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花

卉示范园区引进外资奖励办法»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０〕１５３号)

１９ 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云南省财政支

农专项资金配套资金匹配管理办法(暂行)»的
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１５６号)

２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云南省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

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１５９号)

２１ 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
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１６３号)

２２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生

物资源开发创新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云政发〔２０００〕１７０号)

２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省政府投资

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１８３
号)

２４云南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国防科工办关

于加强我省民爆器材生产流通管理意见的通知

(云政发〔２０００〕２１３号)

２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

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意见

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０〕２１５号)

２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展茶叶产业的

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１〕１２号)

２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建设项目前

期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１〕３７号)

２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十五”期间加快

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１〕４５
号)

２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云南省

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１〕６６
号)

３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

调整农村税费改革部署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１〕

６７号)

３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云南省重大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１〕７２号)

３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利用

外资的若干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１〕７４号)

３３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关

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的意见(云
政发〔２００１〕８３号)

３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小

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１〕８５号)

３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认真贯彻全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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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保护纲要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１〕８８号)

３６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云南省“国
际大通道”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１〕

８９号)

３７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印发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文件的

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１〕９０号)

３８ 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

审核意见报告文件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１〕９８
号)

３９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省

对地州市财政管理体制方案»«云南省地县财政

“收入上台阶考核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云政

发〔２００１〕１０１号)

４０云南省人民政府批转云南省残疾人事

业“十五”计划纲要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１〕１０２
号)

４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国家易地扶

贫搬迁试点工作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１〕１０４号)

４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扩大

内需若干意见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１〕１０６号)

４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业综合开

发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１〕１０９号)

４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

食品产业发展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１〕１１０号)

４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乡镇企业产

权制度改革、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意见(云政

发〔２００１〕１２３号)

４６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体

育经营活动项目管理规定»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１〕１３２号)

４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妇女发

展规划和云南儿童发展规划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１〕１３３号)

４８ 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贯彻国家

«农业科技发展纲要»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１〕１４０号)

４９云南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公安厅关于认

真贯彻国发〔２００１〕６号文件进一步深化我省城

镇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１〕

１４１号)

５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省级学校预

算外资金统筹政策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１〕１４７
号)

５１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适

度撤并乡镇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１〕１５８号)

５２ 云南省人民政府贯彻实施«国务院关

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意见(云政发

〔２００１〕１６１号)

５３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重点扶持１００
户私营企业的工作意见»的补充意见(云政发

〔２００１〕１６６号)

５４ 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食用

菌产业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１〕１７０
号)

５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２００１年冬

季退 役 士 兵 接 收 安 置 工 作 的 通 知 (云 政 发

〔２００１〕１７３号)

５６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老

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２〕２２号)

５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路建设耕地占

用税优惠政策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２〕

３６号)

５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民

营科技企业若干意见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２〕４２
号)

５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预防

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的
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２〕４６号)

６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云南省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２〕４９号)

６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重点扶持贫

困村建设工作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２〕５１号)

６２云南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公安厅云南省

“十五”期间消防工作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云
政发〔２００２〕５５号)

６３云南省人民政府批转省林业厅关于加

快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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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发〔２００２〕７４号)

６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云南省“十
五”水电农村电气化县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云
政发〔２００２〕７９号)

６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１０户大型

工业企业集团加快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云政

发〔２００２〕１０６号)

６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１０户重点

制药企业加快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２〕１０８号)

６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

改革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２〕１１６号)

６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云南省外资

工作委员会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２〕１２５号)

６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巩固提高

我省蔗糖业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２〕１３１号)

７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２００２年冬

季退 役 士 兵 接 收 安 置 工 作 的 通 知 (云 政 发

〔２００２〕１５１号)

７１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固

定资产投资工作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３〕５７号)

７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非典

型肺炎防治工作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３〕６４号)

７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农业

人口独生子女奖励暂行规定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３〕８４号)

７４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省建设厅关于推

进全省城镇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意见的通知

(云政发〔２００３〕９１号)

７５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农

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３〕９３
号)

７６ 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省计委等部门

«关于贯彻‹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排污费

征收标准管理办法›‹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

办法›的意见»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３〕１００号)

７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姚地震灾

区恢复建设规划方案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３〕１１１
号)

７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防治非

典型肺炎及其他传染病工作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３〕１１７号)

７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水利发展与

改革的决定(云政发〔２００３〕１３７号)

８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中小水电发

展的决定(云政发〔２００３〕１３８号)

８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改善投资环境的

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３〕１８０号)

８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化土地

统一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３〕１９３
号)

８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云南省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发〔２００４〕１号)

８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云南省防治

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４〕９
号)

８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

征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４〕５５号)

８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一次全国

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４〕６２号)

８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省农业和

粮食工作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４〕６９号)

８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村劳务输

出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４〕７６号)

８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降低农业税税率

有关问题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４〕８４号)

９０云南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文件的通知(云
政发〔２００４〕８８号)

９１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两
基”攻坚规划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４〕９８号)

９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退耕

还林地核发林权证工作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４〕

１０４号)

９３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全面

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云政发

〔２００４〕１０５号)

９４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调整

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文件的

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４〕１１０号)

—９２—

省政府文件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９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重点招商引

资建设项目联系推进责任制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４〕１１３号)

９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财政

扶贫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４〕

１２３号)

９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

生产工作的决定(云政发〔２００４〕１４０号)

９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粮食

行政 首 长 负 责 制 考 核 办 法 的 通 知 (云 政 发

〔２００４〕１６２号)

９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鲁甸“８

１０”地震灾区恢复重建规划方案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４〕１７１号)

１００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做

好２００４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文件的

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４〕１９４号)

１０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

乡规划工作的决定(云政发〔２００４〕１９６号)

１０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强市场

价格监管的意见»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４〕１９９
号)

１０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对国家和省级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及边境县实行免征农业税

试点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５〕８号)

１０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我省保险

业加快发展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５〕９号)

１０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云南省农

村饮 水 安 全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的 通 知 (云 政 发

〔２００５〕４７号)

１０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茶叶产业

发展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５〕６２号)

１０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我省

循环经济工作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５〕６３号)

１０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歩加快乡

镇企业发展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５〕６５号)

１０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４１个县

(市、区)农业税减免工作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５〕

７４号)

１１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歩加强金

融工作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５〕

７５号)

１１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大

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移民安置管理办法»的
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５〕８１号)

１１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５〕１１３号)

１１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建

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云政发〔２００５〕１１６号)

１１４云南省人民政府 转 发 国 务 院 关 于

２００５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文件的通

知(云政发〔２００５〕１４０号)

１１５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全

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文件的通知

(云政发〔２００５〕１４７号)

１１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矿产资源

管理的决定(云政发〔２００５〕１４８号)

１１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５〕１６８号)

１１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出口退税

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５〕１６９号)

１１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基本烟田

建设规划工作意见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５〕１７１
号)

１２０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开

展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文件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５〕１７４号)

１２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构建全省煤矿

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决定(云政发〔２００５〕１８５
号)

１２２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编

制２００６年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文件的通知(云
政发〔２００５〕１９１号)

１２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改善金融服务

加强银企合作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５〕１９４号)

１２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农

田水利建设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６〕３７号)

１２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煤炭工业

健康发展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６〕４６号)

１２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外向

型农业促进农产品出口的若干意见(云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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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５０号)

１２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通

知(云政发〔２００６〕５２号)

１２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工业

循环经济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６〕５３号)

１２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创

建平 安 畅 通 县 区 实 施 意 见 的 通 知 (云 政 发

〔２００６〕６０号)

１３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下达全省“十一

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６〕

８２号)

１３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扶持５个１０户

重点工业企业若干措施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６〕

８３号)

１３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消

防安全责任制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６〕８７号)

１３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防

震减灾“十一五”规划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６〕９４
号)

１３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金融生态

环境建设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６〕９８号)

１３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统一省内水电

建设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标准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６〕１０５号)

１３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加

强节能工作决定的实施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６〕１２０
号)

１３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城乡社会

救助体系建设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６〕１２５号)

１３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批转云南省残

疾人事业“十一五”发展纲要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６〕１３６号)

１３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歩加强消

防工作的决定(云政发〔２００６〕１４２号)

１４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促

进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６〕１５５号)

１４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十
一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６〕１５６号)

１４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

院保险业改革发展文件的实施意见(云政发

〔２００６〕１７４号)

１４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中小企业

成长工程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６〕１８０号)

１４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中小企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６〕１８１
号)

１４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云南装备

制造业发展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６〕１８９号)

１４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中

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

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６〕１９１号)

１４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６〕１９２
号)

１４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十
一五”时期消防工作发展规划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６〕１９８号)

１４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深

化国 有 农 场 税 费 改 革 方 案 的 通 知 (云 政 发

〔２００６〕１９９号)

１５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入滇施工

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６〕

２０２号)

１５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劳动密集

型产业发展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６〕２０４号)

１５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老

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
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６〕２１１号)

１５３云南省人民政府批转云南省劳动和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通知

(云政发〔２００６〕２１２号)

１５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七彩云南

保护行动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７〕８号)

１５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农

村公路建设的若干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７〕１０号)

１５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农村民居

地震安全工程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７〕５３号)

１５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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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企业国有资产处置审批制度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７〕６１号)

１５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重

大投资项目审批和核准制度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７〕６３号)

１５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省经济

运行分析报告制度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７〕６５
号)

１６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人

民政府出台重大经济政策的审批制度的通知

(云政发〔２００７〕６６号)

１６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省

级财政追加预算支出审批制度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７〕６７号)

１６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强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云政

发〔２００７〕８５号)

１６３云南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开

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文件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７〕１０３号)

１６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土地

管理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７〕１０４号)

１６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新

时期民政工作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７〕１３４号)

１６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户籍管理

制度改革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７〕１３７号)

１６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节

能减排工作的若干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７〕１４１号)

１６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水

利发展“十一五”规划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７〕１４６
号)

１６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主义

新农 村 建 设 消 防 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 (云 政 发

〔２００７〕１４８号)

１７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行政权力

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７〕

１６２号)

１７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行

政机关公务员队伍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

发〔２００７〕１６３号)

１７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统

计工作的决定(云政发〔２００７〕１８１号)

１７３云南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解

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若干意见的实施意

见(云政发〔２００７〕１８３号)

１７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滇西北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若干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８〕４３
号)

１７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各级政府

性债务管理防范和化解基层政府性债务风险的

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８〕７３号)

１７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二

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８〕９１号)

１７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新

三年“兴边富民工程”行动计划(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
年)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８〕９８号)

１７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全面加强

预防和处置地震灾害能力建设十项重大措施的

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８〕１０３号)

１７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继续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８〕１０８号)

１８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扶持莽人克木

人发展的实施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８〕１１１号)

１８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粮

食生产考核办法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８〕１２４号)

１８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歩完善农

民增收考核办法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８〕１２５号)

１８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核桃产业

发展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８〕１２９号)

１８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新烟

区建设与发展工作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８〕１３６
号)

１８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工业发

展万亿工程实施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８〕１３７号)

１８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大企业

发展万亿工程实施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８〕１３８号)

１８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重大

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８〕１４３
号)

１８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服务业发

展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８〕１５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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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保

护与合理开发磷矿资源的若干意见(云政发

〔２００８〕１６９号)

１９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名

牌战略的实施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８〕１７１号)

１９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水运事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８〕１７５号)

１９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镇污水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加强运营管理工作的

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８〕１８６号)

１９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应

对气候变化方案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８〕１９１号)

１９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２００８年冬

季退 役 士 兵 接 收 安 置 工 作 的 通 知 (云 政 发

〔２００８〕２０３号)

１９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我省房地

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８〕２０７
号)

１９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盈江和楚

雄地震灾区恢复重建规划方案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０８〕２２０号)

１９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完善出口

退税负担机制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８〕２２８号)

１９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煤矿瓦斯

治理的实施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８〕２３０号)

１９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非煤矿山

和尾矿库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云政发

〔２００８〕２３４号)

２０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中小企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８〕２５３号)

２０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地方金融

企业改革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８〕

２５５号)

２０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直接

融资工作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９〕４号)

２０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农民收入

翻番计划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９〕３２号)

２０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开放投

资市 场 扩 大 投 资 规 模 的 若 干 意 见 (云 政 发

〔２００９〕４５号)

２０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金融促进经济

发展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９〕６０号)

２０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通关

便利化的若干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９〕６６号)

２０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和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意见(云政发

〔２００９〕６７号)

２０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搞活流通扩大

消费的实施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９〕６８号)

２０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民办教育

发展的决定(云政发〔２００９〕７１号)

２１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基层审计

工作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９〕７３号)

２１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全省

城镇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有关事项的通

知(云政发〔２００９〕８１号)

２１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农村小型水利

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９〕８７
号)

２１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９〕１１５号)

２１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能源等１０
大产业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９〕１３５
号)

２１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标准化发

展战略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９〕１４３号)

２１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旅游产

业发展和改革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云政发

〔２００９〕１５０号)

２１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红

河州综合改革试点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０９〕１６７号)

２１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２００９年冬

季退 役 士 兵 接 收 安 置 工 作 的 通 知 (云 政 发

〔２００９〕１８１号)

２１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实施办法(试行)的通

知(云政发〔２００９〕１９３号)

２２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 ３ 年实施方案(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０９〕１９９号)

２２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房地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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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云政发〔２０１０〕１８
号)

２２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行环境

保护“一岗双责”制度的决定(云政发〔２０１０〕４２
号)

２２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全

省旅游重大(重点)项目建设的意见(云政发

〔２０１０〕５６号)

２２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消

防工作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１０〕６６号)

２２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气

象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１０〕６７
号)

２２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水

利建设的决定(云政发〔２０１０〕８６号)

２２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质量兴省

战略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１０〕１２５号)

２２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重

点建设项目稽察工作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１０〕１３１
号)

２２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村庄

规划工作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１０〕１４３号)

２３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整合财政资金

扶持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意见(云
政发〔２０１０〕１５２号)

２３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社会资本

进入医疗服务市场加快民营医院发展的意见

(云政发〔２０１０〕１７７号)

２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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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政发〔２０１０〕１９１
号)

２３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１１〕３１号)

２３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５轮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１１〕７８号)

２３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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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政发

〔２０１１〕１００号)

２３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特色

小镇建设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１１〕１０１号)

２３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学

前教育３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１１〕１１９
号)

２３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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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政发〔２０１１〕１２６号)

２３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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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政发〔２０１１〕１２８号)

２４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十
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１１〕１３３号)

２４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云政发〔２０１１〕１５７号)

２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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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政发〔２０１１〕１６３号)

２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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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政发〔２０１１〕１６５号)

２４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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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政发〔２０１１〕１６９
号)

２４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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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政发〔２０１１〕１７５
号)

２４６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印

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文件的通

知(云政发〔２０１１〕２０１号)

２４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十
二五”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规划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１１〕２０３号)

２４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水

利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１１〕２０９
号)

２４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全

民健身实施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通知(云政

发〔２０１１〕２２１号)

２５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消

防工 作 “十 二 五”发 展 规 划 的 通 知 (云 政 发

〔２０１１〕２２２号)

２５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批转云南省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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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１１〕２３８号)

２５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引导民

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１１〕２４７号)

２５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２０１１年冬

季退 役 士 兵 接 收 安 置 工 作 的 通 知 (云 政 发

〔２０１１〕２４９号)

２５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

进渡口渡船安全管理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云
政发〔２０１２〕１２号)

２５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老

龄事 业 发 展 “十 二 五”规 划 的 通 知 (云 政 发

〔２０１２〕５７号)

２５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农

产品出口工作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１２〕７４号)

２５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决定(云政发〔２０１２〕８２号)

２５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环境保护

重点工作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１２〕８６号)

２５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创新新时期民政工作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１２〕１０６
号)

２６０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蒗“６

２４”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１２〕１２４号)

２６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十
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

方案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１２〕１５４号)

２６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桥头堡信

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云政发〔２０１２〕１５８号)

２６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昭通彝良

“９７”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１２〕１６０号)

２６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

机械化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１２〕１６３号)

２６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２０１２年冬

季退 役 士 兵 接 收 安 置 工 作 的 通 知 (云 政 发

〔２０１２〕１８５号)

２６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药

品安全“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１２〕１８６
号)

２６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十
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云政发〔２０１３〕９号)

２６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一次可

移动文物普查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１３〕３７号)

２６９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洱源“３

０３”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通知(云政发

〔２０１３〕７８号)

２７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打击走私

专项联合行动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１３〕１０３号)

２７１云南省人民政府 关 于 下 达 云 南 省

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的

通知(云政发〔２０１３〕１０５号)

２７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３年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云政发〔２０１３〕１２５
号)

２７３云南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２０１４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

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１４〕４１号)

２７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云

南省村村通广播电视工作协调会议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０〕８号)

２７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公路养路费等交通规费征

收工作意见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０〕１７
号)

２７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稽察特派员助理选拔任用及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０〕２７号)

２７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整顿煤炭经营秩序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０〕３１号)

２７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花卉示范园区管理委员会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０〕４６号)

２７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

计委«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

计划和到２０１５年长期规划基本思路»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０〕５３号)

２８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统计

局、个私办关于贯彻实施«云南省个体私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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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调查制度(试行)»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０〕５６号)

２８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设

厅、省土地局、省交接办关于做好军队移交企业

房地产划转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０〕７５号)

２８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云

南省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协调会议制度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０〕８１号)

２８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信息监控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０〕８３号)

２８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农村税费改革工作机构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０〕８４号)

２８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巩固大检查成果进一步做好减轻农

民负担工作报告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０〕

９７号)

２８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

科技厅等部门高起点建立若干高新技术重点实

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０〕９８号)

２８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大

力促进国有企业营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０〕１０４号)

２８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乡规划工作文件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０〕１０５号)

２８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滇工

作的两院院士享受有关待遇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０〕１０７号)

２９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０〕１０８号)

２９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贯

彻落实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

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０〕１１３号)

２９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新增棉纺生产能力规定文

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０〕１２１号)

２９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接收工作领

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０〕１５８号)

２９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０〕１５９号)

２９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防

雷减灾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０〕

１６５号)

２９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云

南省 地 质 灾 害 防 治 工 作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０〕２０２号)

２９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设立公司制企业审批暂行办法»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０〕２０５号)

２９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公路工程质量管理办法»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０〕２０６号)

２９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云

南省人民政府华侨农(林)场经济体制改革协调

会议制度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０〕２１０号)

３０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企业兼并破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０〕２２６号)

３０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抗震

防震指挥部省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城乡

建设工程建设抗震防灾工作意见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０〕２２８号)

３０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

审计厅关于建设项目开工前审计的有关规定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０〕２３６号)

３０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调整地方中波转播台隶属关系领导小组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０〕２４３号)

３０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整

顿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有

关政策措施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０〕２４７号)

３０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政府

体改办等部门关于全面推进我省城镇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０〕２７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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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违反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处理规定»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０〕２７５号)

３０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推进可持续发展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０〕２７７号)

３０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设立全

省国有企业效绩评价工作联席会议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１〕７号)

３０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

强城市规划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１０
号)

３１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

厅、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省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１〕１６号)

３１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对口支援西藏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１〕２５号)

３１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设

厅等部门拟定的云南省省属事业工程勘察设计

单位体制改革配套政策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１〕４３号)

３１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全

省粮食清仓查库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

４４号)

３１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

厅、科技厅关于加快云南省大学科技园发展的

若干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５２号)

３１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我省

进一步推行仲裁法律制度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１〕５５号)

３１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英

国政府援助云南环境发展项目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６２号)

３１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意见文件

及我省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７２
号)

３１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鼠疫防治联防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１〕７３号)

３１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７８号)

３２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管理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８１号)

３２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中

国云南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贫困地区儿童规

划与 发 展 项 目 领 导 小 组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１〕８６号)

３２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小湾水电站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１〕８７号)

３２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农村中小学教育收费专项检查情况

报告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８８号)

３２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科技兴贸行动计划»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１〕９０号)

３２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贯

彻实施«云南省消防条例»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１〕９４号)

３２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２００１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文件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１０１号)

３２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企业逃废金融债务有关情况报告文

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１０２号)

３２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整
顿处置城市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工作领导小

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１０５号)

３２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献血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１０６
号)

３３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

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交通部清理整顿道路客货

运输秩序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１０７号)

３３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省

级财政统一发放工资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１〕１１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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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违法犯罪活动联合行动文件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１〕１２１号)

３３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农村独生子女夫妇和双女结扎夫妇一次性

养老保险奖励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１〕１２８号)

３３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

(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１３３号)

３３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云

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１３７号)

３３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文

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１４３号)

３３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家七

部办局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文件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１５２号)

３３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云

南省农村能源工作协调会议制度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１〕１５４号)

３３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行

政审批事项改革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

１５５号)

３４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文件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１６５号)

３４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秩序文

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１６６号)

３４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留学人员创业园工作协调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１〕１６７号)

３４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省

粮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１〕１７７号)

３４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１〕１７９号)

３４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关闭整顿小煤矿和

煤矿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文 件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１〕１８６号)

３４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１９０号)

３４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

意见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１９２号)

３４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工作促进技术创新若干意见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１９３号)

３４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市场办管脱钩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１〕１９５号)

３５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起调整机关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和增加离退休人员离

退休费三个实施方案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１〕２０１号)

３５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蚕茧流通体制改革意见文

件的实施办法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２０４号)

３５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高口岸工作效率的通

知»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２０８号)

３５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开展严厉打击传销专项整治行动文

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１〕２１０号)

３５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德援光伏电站项目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１号)

３５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

人事厅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云南省国家公务员培

训纲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９号)

３５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花卉产业重大项目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１１号)

３５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地质灾害处置规定»的通知(云政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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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１２号)

３５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整顿和规范地图市场秩序意见文件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１３号)

３５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开展集贸市场专项整治工作文件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２３号)

３６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开展加油站专项整治工作文件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２６号)

３６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意见文件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２７号)

３６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造林绿化目标责任考核奖惩办法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３１号)

３６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水利

厅关于建立云南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责任

制的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３２号)

３６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实施电力民航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３３号)

３６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园区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３４号)

３６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云
南省防治血吸虫病“十五”计划»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２〕４０号)

３６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金沙江水电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２〕４１号)

３６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贸

委、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关于继续加大信贷

投入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４４号)

３６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２００２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意见文

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４６号)

３７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云

南省实施食品放心工程联席会议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２〕４８号)

３７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进一步加强财

政管理意见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４９
号)

３７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云
南省结核病防治规划(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５０号)

３７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编办

等部门关于制定我省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意

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５２号)

３７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２００２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文件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５５号)

３７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５６号)

３７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抓紧做

好市场办管脱钩遗留问题处理工作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２〕５８号)

３７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军工企业改革脱困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２〕６０号)

３７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

计委等部门«云南省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

应用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６１号)

３７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三江流域生态保护与旅游资源综合开发项

目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６３号)

３８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省级政府采购招标代理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６８号)

３８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清

理整顿澜沧江水运及口岸收费工作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２〕７０号)

３８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调整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７７号)

３８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７８号)

３８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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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基层文化建设实

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８６号)

３８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认证认可工作文件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２〕８８号)

３８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人民银

行昆明中心支行关于在全省农村信用社推广农

户小额信用贷款,创建农村信用村(镇),支持农

村经济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９０
号)

３８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十五”期间进一步促进机电产品出

口意见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９１号)

３８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世

行贷款和英国政府赠款云南省结核病控制项目

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９２号)

３８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放心食品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２〕９４号)

３９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国

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基

本规范试点工作联席会议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２〕９７号)

３９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深化煤矿安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１０１号)

３９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有毒有害化学品生产、销售和使用专项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１０６
号)

３９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治理向机动车辆乱收费和整顿道路

站点有关问题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１１３
号)

３９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开展旅游市场打假打非专项整治工

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１１４号)

３９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政府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２〕１１５号)

３９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国有企

业改革过程中执行职工经济补偿政策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１１６号)

３９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十五”期间进一步推进特殊教育改

革和发展意见及我省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２〕１１８号)

３９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暂停撤乡设镇工作文件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２〕１１９号)

３９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若干意见

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１２５号)

４０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车辆购置税费改革人员划转分流工作领导

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１２６号)

４０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

厅«关于统一印制‹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捐赠收

据›的通知»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１２７号)

４０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有关收

费优惠政策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１４０
号)

４０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２〕１４４号)

４０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

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我省电大教育改革和发展意

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２〕１４９号)

４０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卫生

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残疾人康复工作

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９号)

４０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

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２２号)

４０７云南省人民政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云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３０号)

４０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做

好云南省第二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３〕３９号)

４０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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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先锋褐煤液化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４４号)

４１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非典型肺炎防治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３〕４９号)

４１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合并设

立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

６５号)

４１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就业和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３〕６７号)

４１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８３号)

４１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３〕８８号)

４１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易地开发扶贫办公室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３〕１０７号)

４１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和

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

１１０号)

４１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文

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１１号)

４１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２００３年西部开发工作的

通知»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１６号)

４１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原

东川矿务局矿区职工异地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２０号)

４２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２６号)

４２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电力供应有关工作文件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２７号)

４２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计委

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３〕１３０号)

４２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三
江并流”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工作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３４号)

４２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３〕１４５号)

４２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４６号)

４２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农村能源建设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５０号)

４２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５９号)

４２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城

市房屋拆迁管理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

１６３号)

４２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文件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６６号)

４３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毒鼠强专项整治工作

的通知»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６７号)

４３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文件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６９号)

４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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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７３号)

４３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信达资

产管理公司昆明办事处等部门关于加强我省不

良金融资产处置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３〕１７９号)

４３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西

南成品油管道建设工程(云南段)协调领导小组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８０号)

４３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文件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８１号)

４３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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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强农村人畜饮水解困工作的意见»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８２号)

４３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关于２００３年减轻农

民负担工作意见的通知»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３〕１８３号)

４３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关于实

现我省所有公路基本无“三乱”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８５号)

４３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民航机场属地化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８７号)

４４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１９２号)

４４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２００３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实施

意见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２０５号)

４４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云
南省水电农村电气化县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２０８号)

４４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设

厅等部门关于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出售空置公有

住房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２１６号)

４４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日

本JICA对华援助项目暨云南省小江流域砂防

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２３０
号)

４４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工

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３〕２３４号)

４４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陈化粮销售处理及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２４５号)

４４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２４６号)

４４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交

通规费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

２４７号)

４４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举办城市周年庆典活动文

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２４９号)

４５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安全用电、节约用电、计划用电工作领导小

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２５３号)

４５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实施科技

兴贸 战 略 若 干 意 见 文 件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３〕２５４号)

４５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安排文件

和印发三个工作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３〕

２５６号)

４５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

强规 范 性 文 件 备 案 工 作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４〕４号)

４５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农村信用社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４〕１２号)

４５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贯

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４〕１９号)

４５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

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文件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２８号)

４５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金融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４〕３５号)

４５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艾

滋病防治六项工程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３６
号)

４５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实施意见»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４０号)

４６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我

省殡葬改革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４３
号)

４６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城乡规划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４〕４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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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开展网吧等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专项整治意见文件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４９号)

４６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５４号)

４６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重要矿产资源整合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４〕５５号)

４６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 民 航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４〕５６号)

４６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４〕６７号)

４６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中小学教学用书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７０号)

４６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两基”攻坚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４〕７３号)

４６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国道主干线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４〕８２号)

４７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

展文化产业统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４〕８５号)

４７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

教育厅省财政厅农村税费改革后进一步确保农

村义 务 教 育 投 入 的 意 见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４〕９０号)

４７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农业

厅关于村级范围内筹资投劳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９１号)

４７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农业

厅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农村集体财务及资

产管理的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９３号)

４７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

厅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县乡

财政管理体制的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

９４号)

４７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

行动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９９号)

４７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文件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０７号)

４７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利用日本贷款实施重点流域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 项 目 协 调 领 导 小 组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４〕１１７号)

４７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教育厅

等部门关于开展经常性助学活动意见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２０号)

４７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２００４年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２１
号)

４８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２２号)

４８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移民搬迁安置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４〕１２３号)

４８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民航飞行安全管理有关问题文

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２４号)

４８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２００４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

秩序工作要点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２７号)

４８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３１
号)

４８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

民航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和成员单位职责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３２号)

４８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３４号)

４８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县域经济综合评价及考核办法等４个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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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３５号)

４８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旅游发展倍增计划(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４４号)

４８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励工作领导小组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４７号)

４９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组织实

施«云南省磷矿资源整合方案»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４〕１４８号)

４９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

财政厅省发改委省水利厅省地税局等部门关于

对在滇电力企业全面征收水资源费办法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５２号)

４９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文化

厅等部门关于加强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５６号)

４９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清理规范焦炭行业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４〕１５８号)

４９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事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意见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５９号)

４９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

档案局实施档案工作“八项工程”加快云南档案

事业发展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６０号)

４９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教育厅

等部门贯彻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６７号)

４９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领导小组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６９号)

４９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

规范边境地区外商自用车辆和出入境外籍车辆

管理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７０号)

４９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使用正版软件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４〕１７１号)

５０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十一五”规划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４〕１７２号)

５０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７９号)

５０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 电 力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４〕１８０号)

５０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整顿统一着装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４〕１９１号)

５０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煤炭资源整合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４〕１９７号)

５０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关于提

高我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实施意

见»«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意见»«关于

提高我省失业保险金和失业人员医疗补助金标

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９９
号)

５０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

理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２００号)

５０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文件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４〕２０１号)

５０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移

民工作维护库区社会稳定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４〕２０３号)

５０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的若干意见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２１３号)

５１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方案文

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２１６号)

５１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清理工作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４〕２１９号)

５１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加油站行业发展规划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４〕２２１号)

５１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 文 化 市 场 管 理 工 作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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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２２２号)

５１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当

前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

２３３号)

５１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西开

办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退耕还林工作意见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２４１号)

５１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开展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

查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２５２号)

５１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红十字会工作意见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４〕２５５号)

５１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资

委制定的云南省产权交易市场整合构建方案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３号)

５１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解决国有企业办中小学退休教师待遇问题

工作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５号)

５２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松材线虫病预防和除治协调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５号)

５２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

工作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８号)

５２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５〕２７号)

５２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昆明光电子产业基地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２９号)

５２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全

省煤矿安全监管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５〕３９号)

５２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

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扶助贫困残疾人工作

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４１号)

５２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昆

明巫家坝国际机场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４４号)

５２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全

省煤矿安全改造和瓦斯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４９号)

５２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云南省

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加强我省食品卫生安

全执法和监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５〕５０号)

５２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农村卫生资金审计调查协调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５４号)

５３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部分在昆高校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５９号)

５３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森林资源林政管理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５〕６０号)

５３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卫生

厅等部门云南省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长期规划

纲要(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

７５号)

５３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城市医疗救助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７６号)

５３４云南省人民政府 办 公 厅 关 于 转 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云南省农民工培训规划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７９号)

５３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利用世行贷款实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

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８０
号)

５３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省

外资 工 作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５〕８７号)

５３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２００５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

经济 秩 序 工 作 要 点 文 件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５〕８９号)

５３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开展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文件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９０号)

５３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２００５年全国食品药品专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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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安排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９１
号)

５４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协调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５〕９５号)

５４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工业发展倍增计划实施意见和云南省１０
户大型工业企业(集团)开展销售收入倍增行动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９８号)

５４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铁路运输秩序治理整顿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００号)

５４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移民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０１号)

５４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明确省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工作事项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０３号)

５４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电子信息产业１０户重点扶持企业认定办

法(试行)和云南省电子信息产业１０户重点扶

持企业优惠政策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０４
号)

５４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文件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０９号)

５４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１１号)

５４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非税收入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５〕１１６号)

５４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

厅省财政厅制定的云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

困家庭学生两免一补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１８号)

５５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２０号)

５５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推进林业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２７号)

５５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委

制定的云南省磷矿采选等四个行业准入条件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３０号)

５５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领导小组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３４号)

５５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企业技术改造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４１号)

５５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广播电视村村通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４２号)

５５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贯彻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文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

１４５号)

５５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文化

厅、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４６号)

５５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监督管理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５〕１５１号)

５５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两免一补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５２号)

５６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切实搞好“五个结合”进一歩巩固退

耕还林成果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５４
号)

５６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前期工

作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５８号)

５６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钨锡锑行业管理意见文件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６１号)

５６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协调小组及其办公室主要职

责和任务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６３号)

５６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金农网”工程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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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６６号)

５６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供销

社关于大力发展“两社一会”推进农村流通服务

体系建设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７１号)

５６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渡口渡船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５〕１７６号)

５６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８１号)

５６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

厅等部门关于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

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８５号)

５６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考核指标和奖惩办法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８６号)

５７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

进全省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

〔２００５〕１８７号)

５７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林业生态建设和林纸循环经济咨询委员会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８８号)

５７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贯彻«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实施意见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９１号)

５７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农业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５〕２１０号)

５７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工作意见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５〕２２０号)

５７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推广应用税控收款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５〕２２３号)

５７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县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领导小组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８号)

５７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实施“走出去”战略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６〕１１号)

５７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坚决关闭取缔非法煤矿的决定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２７号)

５７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企业信息服务平台(企业基础信息共享)工
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３０号)

５８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部分在昆高校和省级医疗机构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３１号)

５８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实

施招商引资目标责任制有关事项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６〕３４号)

５８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施

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３６号)

５８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２００６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４４号)

５８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和

发展行业协会的指导意见(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５１
号)

５８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委

等部门关于加大工业和交通项目贷款支持力度

若干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５３号)

５８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世

行贷款云南城市环境建设项目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５６号)

５８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煤炭

工业局云南省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

下井带班工作规定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７１
号)

５８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企

业基础信息共享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

７４号)

５８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云南省

治超工作责任目标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７９
号)

５９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投

资项目效益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６〕８４号)

５９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煤矿数量控制和矿井关闭工作实施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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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８７号)

５９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国有产权交易管理办公室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６〕１０５号)

５９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意见文件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１０８号)

５９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云

南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６〕１０９号)

５９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证券经营机构个人债权甄别确认工作组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１１６号)

５９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重特大自然灾害抗灾救灾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１２１号)

５９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农业

厅关于做好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换发

工作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１３５号)

５９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省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应急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１４２号)

５９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１４７号)

６０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

一步深化股份合作制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１５３号)

６０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省

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６〕１５７号)

６０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云

南省 常 住 人 口 调 查 制 度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６〕１５９号)

６０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

高问题行动计划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６〕１７０号)

６０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发展外向型农业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１７１号)

６０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石油价

格形成机制改革期间做好我省运输行业管理工

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１７３号)

６０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

实国务院办公厅推进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种

子市场监管文件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２００６〕

１７４号)

６０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１７５号)

６０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现代物流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６〕１７６号)

６０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贯彻国务院办公厅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６〕１８５号)

６１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省

华侨农场发展和改革工作小组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６〕２０９号)

６１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绿色减贫项目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２１４号)

６１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科技

厅等部门关于推进县(市、区)科技进步实施意

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６〕２１９号)

６１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无线电管理工作评议考核办法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０号)

６１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档案

局云南省档案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４３号)

６１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在燃油税正式实施前切实加强和规

范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工作文件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７〕４６号)

６１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做

好云南省人民政府２００７年立法工作的意见和

云南省人民政府２００７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４９号)

６１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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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象牙及其制品管理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

５１号)

６１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十
一五”期间云南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

规划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５４号)

６１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５６号)

６２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７９号)

６２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

快云南省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７〕８０号)

６２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寄宿学生生活

费补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

８５号)

６２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贯

彻落实“十一五”期间全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计划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０５号)

６２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诤 言 奖 评 奖 领 导 小 组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７〕１０９号)

６２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昆

明市商业银行重组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７〕１１０号)

６２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云

南省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园区规划建设联席会议

制度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１１号)

６２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２１号)

６２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进

一步加强农村金融工作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活动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２３号)

６２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数
字乡村”工程建设的意见(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３４
号)

６３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淘

汰落后水泥生产能力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７〕１３５号)

６３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３９号)

６３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４７号)

６３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各类规划与城乡规划协调工作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５０号)

６３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老龄

委办公室等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实施

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５８号)

６３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矿产资源开发整合总体方案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７〕１６２号)

６３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中医药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７〕１６３号)

６３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７〕１６４号)

６３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开展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６５号)

６３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人民银

行昆明中心支行关于金融支持云南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６８
号)

６４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平安畅通县(市、区)评价指标体系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７３号)

６４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省

监狱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７〕１７６号)

６４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云

南省建设节约型社会暨发展循环经济联席会议

制度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７７号)

６４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普

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报管理委员会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７９号)

—９４—

省政府文件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６４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解决

企业工资拖欠问题联席会议关于推进企业解决

工资 拖 欠 问 题 实 施 意 见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７〕１８１号)

６４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国

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云南省项

目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９０号)

６４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昆

钢“十一五”规划项目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７〕２０１号)

６４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省

属企业退休人员移交属地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

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２０３号)

６４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７〕２１０号)

６４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考核办

法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２１８号)

６５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电子口岸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７〕２２５号)

６５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 铁 路 运 输 安 全 工 作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７〕２２７号)

６５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煤炭资源整合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７〕２２９号)

６５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昆

医附一院呈贡新区医院建设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２４４号)

６５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和工作职

能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２５０号)

６５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税费政策协调领导小

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２５２号)

６５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服

务业统计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２５６号)

６５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２５７号)

６５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广播

电视局等部门关于做好云南农村电影工作实施

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２６５号)

６５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来

煤加工政策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２６８号)

６６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集中治理外挂车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７〕２７０号)

６６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能繁母猪统一保险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７〕２８０号)

６６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省级综合评标专家库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７〕２８４号)

６６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人口出生缺陷预防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７〕２８６号)

６６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７〕２８７号)

６６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主要副食品调控应急联席会议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７〕２９３号)

６６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滇

池补水—牛栏江工程前期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１２号)

６６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莽

人克木人发展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８〕１６号)

６６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公示语翻译专家委员会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８〕１９号)

６６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残疾人体育工作的意见(云政办发〔２００８〕

２０号)

６７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

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２５
号)

６７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０５—

省政府文件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２００８〕２８号)

６７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第十九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审核

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４４号)

６７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２００８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８〕５３号)

６７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节能减排工作行政问责实施意见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５４号)

６７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评议考核办法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６０号)

６７６云南省人民政府 办 公 厅 印 发 关 于

２００８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８〕７７号)

６７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食品药品安全“十一五”规划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７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行动计划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８９号)

６７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省

厂务公开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９２
号)

６８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城镇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领导小组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９４号)

６８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继续实

施来煤加工政策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９６
号)

６８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款物管

理使用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１００号)

６８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省

社会捐赠款物管理使用领导小组和监督检查领

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１０７号)

６８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兴边富民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８〕１１５号)

６８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行政问

责有关问题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１１７号)

６８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全

省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的意见(云政办发

〔２００８〕１２２号)

６８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新

三年兴边富民工程３＋１对口帮扶工作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１２６号)

６８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快推进我省恢复边境旅游开展异地办证试点

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１３４号)

６８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实施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１３６号)

６９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盈江

“８２０”“８２１”地震抗震救灾工作指导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１３９号)

６９１云南省人民政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２年云南省政务公开工作规划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１４４号)

６９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十一五”造林绿化目标责任考核奖惩办法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１５２号)

６９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 价 格 调 控 监 管 工 作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８〕１５６号)

６９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加快乡村旅游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８〕１５９号)

６９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废止食品质量免检制度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８〕１６６号)

６９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新烟区建设与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１６９号)

６９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制定云

南省自主创新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８〕１８３号)

６９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督查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

１９０号)

６９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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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８〕１９５号)

７０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滇

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席会议工作制度和滇西

北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制度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１９７号)

７０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贯彻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８〕２００号)

７０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电力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８〕２０１号)

７０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新烟区建设与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２０４号)

７０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协调

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２０５号)

７０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开展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

添加剂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８〕２０７号)

７０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落实检查工作

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２０８号)

７０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明确云

南省金融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和云南省深化农村

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２１４号)

７０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煤炭工业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２
年)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２２４号)

７０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

展现 代 信 息 服 务 业 的 实 施 意 见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０８〕２２７号)

７１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省级重点项目并联并行审批或核准办法

(试行)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８〕２２８号)

７１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推广家电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９〕６号)

７１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编办

关于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增长推行政府购买服务

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７
号)

７１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省政府

机构设置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９号)

７１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重大投资项目审批核准限时办结规定和云

南省重大投资项目审批核准通报规定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６号)

７１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粮食清仓查库工作文件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８号)

７１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歩

做好淘汰落后水泥生产能力工作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９〕３０号)

７１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省直机关节能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９〕３９号)

７１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２００９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９〕４０号)

７１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启动水

电铝产业发展模式进一步推进矿电结合工作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４４号)

７２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第

三亚欧大陆桥西南通道建设项目论证推进领导

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４７号)

７２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学生

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７０号)

７２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云南省

银监局关于云南省银行业落实当前信贷监管政

策促进经济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０９〕７３号)

７２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工作领

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７４号)

７２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实施工作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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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督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７５号)

７２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７７号)

７２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云
政办发〔２００９〕８３号)

７２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１０号)

７２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

行动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１２号)

７２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

进社区戒毒工作的意见(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１５
号)

７３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云南省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

设规划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１６号)

７３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实施意见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１７号)

７３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云

南省推动企业直接融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１８号)

７３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旅游产业发展和改革规划纲要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１９号)

７３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２３号)

７３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２４号)

７３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落实尾矿库专项整治工作职责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９〕１３７号)

７３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３８号)

７３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

改革委关于云南省２００９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工作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４３号)

７３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旅游“二次创业”目标责任制考核评价办法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５６号)

７４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进工

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５９号)

７４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工业

信息化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技术改造

工作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６０号)

７４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

关于全面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意见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６７号)

７４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保持对

外贸易稳定增长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２００９〕

１７１号)

７４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资源整合意见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７９号)

７４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９〕１８６号)

７４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云

南省标准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０９〕２０３号)

７４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指导意见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０９〕２４１号)

７４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

进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云政办发

〔２００９〕２４３号)

７４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生物产业发展目标责任管理考核办法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２４８号)

７５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减免中

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建设有关收费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９〕２５１号)

７５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各

类关闭破产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０９〕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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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７５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０９〕２６３号)

７５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服务业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９号)

７５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０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１０〕１５号)

７５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０〕１６号)

７５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红河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

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２３号)

７５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云南省

节能减排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

职责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２５号)

７５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实施３年地质找矿行动计划协调领导小组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２７号)

７５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金融

办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三农”指导意见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３６号)

７６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协调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３７号)

７６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职业病防治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４２号)

７６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抗旱救灾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０〕４７号)

７６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

进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快专项规划实施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４８号)

７６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继续深

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

〔２０１０〕５３号)

７６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央企入滇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０〕５９号)

７６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采取有

效措施切实加强耐火粘土萤石开采和生产管理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６１号)

７６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外来投资促进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６５号)

７６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０〕７０号)

７６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特殊贫困群体帮扶协调工作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７５号)

７７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

进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意见(云政办发〔２０１０〕

８５号)

７７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中低产林改造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０〕８８号)

７７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云

南省２０１０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９５号)

７７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农垦改革工作指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０〕１０１号)

７７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公共机构节能目标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１１０号)

７７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水运发展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０〕１１１号)

７７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实施情况考

核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１１３号)

７７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

展工作目标倒逼管理实施意见和关于推行“一
线工作法”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

１２３号)

７７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减灾委员会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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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７７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快全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０〕１３７号)

７８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工作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７８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领导小组

和工作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１４８号)

７８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集中开

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

动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１５０号)

７８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０〕１５７号)

７８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实

施质量兴省战略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０〕１５９号)

７８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旅游产业土地利用专项规划编制领导小组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１６８号)

７８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云

南省依法查处取缔无照经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１７３号)

７８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１７９号)

７８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兴地睦边农田整治重大工程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１８０号)

７８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０〕１８１号)

７９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云

南省整合财政资金扶持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

化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

１８５号)

７９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云

南省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联席会议制度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２０１号)

７９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城

镇居民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实施意见(云政办

发〔２０１０〕２１０号)

７９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十二五”酒产业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１０〕２２７号)

７９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席会议组成人员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２３３号)

７９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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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４号)

７９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促

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１１〕１２号)

７９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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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１１〕１３号)

７９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调整完善城乡建设发展思路加强耕地保护

综合 调 研 协 调 领 导 小 组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１１〕２７号)

７９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应用房地产估价技术评估存量房交易价格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３２号)

８０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１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１１〕３６号)

８０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１〕３７号)

８０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澄

江化石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３８号)

８０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林业产业发展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１〕４４号)

８０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家电以旧换新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１〕４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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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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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政办发

〔２０１１〕５９号)

８０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遏

制煤矿安全事故多发势头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１〕６０号)

８０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终期考核评估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６４号)

８０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城镇体系规划修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６８号)

８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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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１１〕７１号)

８１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云

南省２０１１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７３号)

８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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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政办发

〔２０１１〕８９号)

８１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１１〕９２号)

８１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低碳发展试点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９６号)

８１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２０１１年全国粮食稳定增

产行动文件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９７
号)

８１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融

资工作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云
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２０号)

８１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兴边富民行动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文件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２４号)

８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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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３２号)

８１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罚没财

物进入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１〕１３５号)

８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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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３７号)

８２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１〕１５４号)

８２１云南省人民政府 办 公 厅 关 于 转 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云南省行政机关公务员培训规

划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５５号)

８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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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５６号)

８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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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５９
号)

８２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电价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１〕１６２号)

８２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维护债券市场稳定协调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１〕１６９号)

８２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南菜北运”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工作

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７１号)

８２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特色小镇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１〕１７４号)

８２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兴边富民工程“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１〕１７７号)

８２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诚

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建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８１号)

８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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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８７号)

８３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

〔２０１１〕１８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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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旅游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１〕１９０号)

８３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应急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１〕２０１号)

８３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基础测绘“十二五”规划及云南省测绘地理

信息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１〕２０９号)

８３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工业

信息化委省安全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瓦

斯防治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１〕

２１０号)

８３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企

业一套表改革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２１４
号)

８３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机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１〕２１５号)

８３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公共机构节能“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１〕２１７号)

８３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

进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意见(云政办

发〔２０１１〕２１８号)

８４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临

时性来煤加工政策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２２０
号)

８４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

实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实施

意见(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２２７号)

８４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支持酒店业发展奖励办法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１１〕２２８号)

８４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十二五”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１〕２４８号)

８４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

进全省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１１〕２５８号)

８４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十二五”重点领域改革规划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２〕３号)

８４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十二五”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２〕４号)

８４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南

北高速公路大通道建设指挥部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１２〕５号)

８４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８号)

８４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云南省

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

〔２０１２〕１２号)

８５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十二五”专项

规划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６号)

８５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创建省级生物产业示范基地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２２号)

８５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临海产业园建设领导小

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２４号)

８５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实施“光明工程”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１２〕２６号)

８５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结

核病防治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１２〕２７号)

８５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２０１２年

公共 机 构 节 能 工 作 的 指 导 意 见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１２〕３０号)

８５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十二五”节能减排规划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２〕３２号)

８５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招商引资工作委员会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２〕３６号)

８５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金融保障与信用体系建设“十二五”专项规

划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３９号)

８５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７５—

省政府文件



南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４０
号)

８６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完

善省级以下邮政监管体制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４５号)

８６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２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１２〕４７号)

８６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采取措施稳定物价保障民生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２〕４８号)

８６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十二五”专项规划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６１号)

８６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２〕６２号)

８６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招商引资工作目标考核奖惩办法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７２号)

８６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联动机制工作方案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８３号)

８６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南

省西部大开发重点区域和行业发展战略环境评

价项目协调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８５号)

８６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食品安全“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２〕９３号)

８６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鲜

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

〔２０１２〕９５号)

８７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政府

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云南省２０１２年

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９８
号)

８７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００号)

８７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循环经济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通

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１１号)

８７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化解政法机关债务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１８号)

８７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

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１９号)

８７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云

南省地方病防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１２〕１２２号)

８７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

进工程建设项目统一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

行招标投标的意见(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２４号)

８７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行

政许可监督检查工作的意见(云政办发〔２０１２〕

１３１号)

８７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高校化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２〕１３８号)

８７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２〕１４４号)

８８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大

理州开展全国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

(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４５号)

８８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实施妇幼健康计划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２〕１５４号)

８８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小

微企业融资便利化的意见(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５６
号)

８８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支持省属国有企业跨越发展的实施意见(云政

办发〔２０１２〕１６２号)

８８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２〕１６３号)

８８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全

省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６４号)

８８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财税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７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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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

〔２０１２〕１８０号)

８８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滇

中产业新区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９３号)

８８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金融支持工业园区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９４号)

８９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全

省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工作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２〕１９９号)

８９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县

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领导小组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１２〕２００号)

８９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轻工业“十二五”专项规划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１２〕２０２号)

８９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滇

中产业新区规划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２〕

２０３号)

８９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知识

产权局等部门关于加强云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知识 产 权 工 作 实 施 意 见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１２〕２１２号)

８９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十二五”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３〕１号)

８９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怒

江州经济社会发展调研协调小组的通知(云政

办发〔２０１３〕１３号)

８９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３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９号)

８９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２０１３年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意见(云政办

发〔２０１３〕２０号)

８９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２０１３年食品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云政办

发〔２０１３〕３８号)

９０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应

对人感染 H７N９禽流感联防联控机制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３〕６１号)

９０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２０１３年行动计划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３〕６９号)

９０２云南省人民政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做 好

２０１３年纠风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３〕７７
号)

９０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降

低流通费用提高流通效率综合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３〕７９号)

９０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云

南省产业建设年领导小组的通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３〕９４号)

９０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食

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期间有关监管工作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０１号)

９０６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第一批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及验

收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０６号)

９０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专项规划和贯

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专项规划实施意

见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１９号)

９０８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２０１３年主要工作

安排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２２号)

９０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十二五”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的通知

(云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２９号)

９１０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４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１４〕１１号)

９１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重大火灾隐患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云政办发〔２０１４〕３４号)

９１２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昆

明市官渡区东盟联丰商贸中心“３０４”重大火

灾事 故 应 急 处 置 指 挥 部 的 通 知 (云 政 办 发

〔２０１５〕１５号)

９１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５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云
政办发〔２０１５〕１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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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月

　　１月２日　阮成发主持召开省政府第１３０
次常务会议,研究做好省级空间规划、加强耕地

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推进“减证便民”等工作.
会议原则通过«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实施意见».
阮成发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和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精神,就开好省政府党组领导班子

２０１７年度民主生活会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审

议通过«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党组领导班子

２０１７年度民主生活会方案».

１月３日　３日—４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省

第十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昆明举行.会

议听取和讨论陈豪受省委常委会委托作的省第

十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报告,听取和讨论省委

常委会２０１７年党的建设工作专题报告,审议通

过«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促进云南跨越式发展的决定»,全面安排

部署２０１８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陈

豪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说明.阮成发就

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做好我省２０１８
年经济工作作安排部署.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安排部署开展

２０１７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成效省际交

叉考核和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１月４日在昆

明召开情况汇报会.会前,陈豪、阮成发会见考

核组一行,对大家来滇开展工作表示欢迎.李

秀领主持情况汇报会.考核组组长、陕西省扶

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存贵介绍了

考核工作安排,表示将立足实际、客观公正做好

考核工作,全面科学准确反映云南脱贫攻坚进

展和成效.何金平汇报２０１７年云南省脱贫攻

坚工作情况.纳杰参加会见.

３日—８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

文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在我省就农村金

融立法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开展调

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大理州、西双版纳州、
昆明市等地,实地调研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农业科技研发、金融服务

“三农”、农业生态示范区建设等工作,就推动农

村金融立法和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听取

意见建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王儒林、刘振伟,全国人大代表陈瑞爱等参

加调研.李秀领、张百如、赵立雄、张祖林、白保

兴参加上述活动.

３日—８日,以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李永杰

为组长的国务院安委会第三考核组对省政府

２０１７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进行考核.期间,考核

组听取了云南省工作汇报,查阅了台账资料,深
入昆明市、文山州以及相关县、区和企业进行现

场考核,并向省政府反馈考核意见.董华出席

反馈会.

１月５日　省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在昆明

签署«云南省人民政府—中国农业大学战略合

作协议».李秀领出席签字仪式.何金平代表

省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签署协议.
高树勋出席第５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

２５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滇央企及

省属国企招商招展座谈会并讲话.

１月６日　６日—８日,宗国英在普洱市深

入扶贫联系点走访贫困户,看望驻村干部和乡

村扶贫干部,并就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研.

１月１０日　云南“党建云”正式开通运行,
标志着我省“互联网＋党建”工作迈入“云时

代”.李秀领、李小三、董华出席开通仪式,共同

按下启动球.

１月１１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

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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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
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

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情况通报精

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陈豪主持会议.

１月１２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开
展２０１７年度州(市)委书记和省直工委(党委)
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陈豪主持会议

并讲话.阮成发、李秀领、罗正富等出席.
陈舜在昆明会见比利时驻广州总领事邵德

辉一行.

１月１３日　陈豪在昆明与由上海新沪商

联合会轮值主席姜照柏、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华辉率领的来滇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的企业家一行举行座谈.刘慧晏、何金平参加

座谈.

１月１５日　阮成发率省政府领导和相关

部门负责人到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征求对省

政府工作及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意见建议.张百如主持会议.和段琪、李
培、刀林荫、卯稳国、赵立雄、白保兴出席.宗国

英、高峰、董华、陈舜、何金平、高树勋、李正阳、
纳杰到会听取意见.

陈舜在昆明会见柬埔寨旅游部大臣唐坤一

行.柬埔寨国务秘书巴索康、柬埔寨驻昆明总

领事淮立恒参加会见.

１月１６日　阮成发在昆明会见国家开发

银行行长郑之杰一行.宗国英、程连元参加会

见.

１月１７日　第十二届省人民政府召开第

十一次全体会议,讨论修改拟提请省十三届人

大一次会议审议和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协商

的«政府工作报告(全会讨论稿)».阮成发强

调,要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到政府

工作的方方面面,突出重点、理清思路,真抓实

干、破解难题,奋力开创云南跨越式发展新局

面.宗国英主持会议,张祖林、董华、陈舜、何金

平、高树勋、李正阳、纳杰出席会议.会议还进

行了分组讨论.
高树勋出席第５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

２５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民营企业招

商招展座谈会.

１月１９日　中国地震局副局长阴朝民,张
祖林出席在景谷县召开的防灾减灾救灾“普洱

模式”研讨会暨普洱市景谷６６级地震抗震救

灾与恢复重建工作总结大会.
董华在昆出席全国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

作座谈会.

１月２０日　２０日—２１日,省纪委十届三

次全会在昆明召开.陈豪出席会议并讲话.阮

成发,李秀领出席会议.陆俊华主持会议

１月２１日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在昆明举行.陈豪主持会议.会议分

别听取和段琪、董华、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作

有关人事任免报告,决定接受何金平辞去云南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接受张学群辞去云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决定任命王显刚、张
国华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任命侯建军为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决定其为代理院长.陈豪向新任命的

同志颁发任命书.随后,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

式,王显刚、张国华、侯建军作任职发言.
民建云南省委九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在

昆明召开.高峰出席并讲话.

１月２２日　阮成发率省政府领导和相关

部门负责人,听取和征求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省政府工作和２０１８年«政
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意见建议.宗国英、
王显刚、高峰、张祖林、董华、陈舜、张国华、高树

勋、李正阳、纳杰到会听取意见.杨宁主持会

议.省委统战部有关负责人,各民主党派省委

专兼职副主委、秘书长,省工商联副主席、省总

商会副会长、秘书长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会

议.

１月２３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

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云南海埂会堂

隆重开幕.陈豪,阮成发,李秀领,全国人大教

科文卫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徐荣凯等到会祝

贺.李江主持会议并宣布开幕.大会执行主席

李江、杨嘉武、黄毅、高峰、喻顶成、李正阳、陈玉

侯、徐彬、何波、刘建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在

主席台就座的领导还有:赵金、宗国英、陆俊华、
程连元、李小三、刘慧晏、杨宁、李文荣、余琨、张

—１６—

大　事　记



百如、和段琪、杨保建、李培、刀林荫、王树芬、卯
稳国、赵立雄、王显刚、张祖林、董华、陈舜、张国

华、高树勋、马开贤、罗黎辉、丁绍祥、王承才、王
锁成、高道权等.中直机关在昆领导同志,省高

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领导同志,驻滇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领导同志,省级离退休老领导,住
滇全国政协委员,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人,省属大型企业和有关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央

及省外驻滇单位负责人等应邀出席会议.

１月２４日　省委召开２０１８年度议军会

议.陈豪主持会议并讲话,阮成发出席并讲话,
李秀领,杨春光、余琨出席.省委常委,省人大

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领导出席会议.
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在昆明举行.会议以举手表

决的方式,推选陈豪、阮成发、李秀领、和段琪、
杨保建、李培、王树芬、纳杰、杨福生、韩梅为省

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共

安排５次全体会议,会期７天.
张祖林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出席“鲁甸涅

槃”摄影展开展仪式.

１月２５月　２５日—２９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汪洋在

怒江州调研脱贫攻坚工作.中央统战部副部

长、国家民委主任巴特尔,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

任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龚建明,国家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林念修,财政部副部长胡静林,国务

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高

雨,李秀领,张祖林陪同调研.
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在云南海埂会堂隆重开幕.开幕大会由会议主

席团常务主席、第一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陈豪

主持.担任本次大会执行主席的还有:阮成发、
李秀领、赵金、宗国英、余琨、李江、和段琪、杨保

建、李培、王树芬、纳杰、杨福生、韩梅、任军号、
侯建军、杨斌、杨亚林、罗应光、唐玉生、解保生.
上午９时,陈豪宣布大会开幕.阮成发代表省

人民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在主席台就

座的还有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原副主任委

员徐荣凯,陆俊华、程连元、李小三、刘慧晏、张
太原、杨宁、李文荣、张百如、刀林荫、卯稳国、赵

立雄、王显刚、高峰、张祖林、董华、陈舜、张国

华、高树勋、马开贤、罗黎辉、黄毅、丁绍祥、王承

才、喻顶成、杨嘉武、李宁、李卫国、高道权、江邦

胜,曾任副省级以上职务的老领导、驻滇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等.出席省政协十二届一

次会议的委员列席会议.外国驻昆总领事应邀

旁听会议.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我省

接着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阮成发

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

重要指示批示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确保不发生重特

大安全生产事故,努力推进全省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向好.董华主持会议,对抓好会议精

神落实提出要求.省安委办通报全省安全生产

工作情况和重点工作安排建议,省级相关部门

对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安排.

１月２６日　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

中共、民主党派、工商联、台联、侨联、少数民族、
宗教、港澳、特邀界别联组会议.陈豪到会听取

意见建议并讲话.宗国英、李小三、刘慧晏、杨
宁、陈舜到会听取意见建议.李江、高峰、徐彬、
刘建华出席.

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中共、工商联、
科协、科技、经济、农业、特邀界别联组会,围绕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提升发展质量

和效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言献策.阮成

发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程连元、余琨、王
显刚、高树勋、纳杰,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

会听取意见建议.杨嘉武、喻顶成、何波出席.
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政府工作报告

及其他有关报告协商讨论会.阮成发率省政府

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建议

并讲话.会议由李江主持.王显刚、董华、陈
舜、张国华、高树勋、李正阳、纳杰到会听取意见

建议.黄毅、陈玉侯、何波出席会议.
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省高级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协商讨论

会.宗国英、张太原、高峰、侯建军、李宁到会听

取委员意见和建议.杨嘉武主持会议,喻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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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
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无党派、共青

团、总工会、妇联、青联、文艺、社科、教育、体育、
新闻出版、医卫、少数民族、特邀界别联组会,委
员们围绕“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不断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主题积极建言

献策.赵金、张太原、李文荣、张国华到会听取

意见和建议,黄毅、李正阳、陈玉侯出席.
高峰参加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省政协

十二届一次会议民建、特邀界别委员讨论.

１月２７日　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在昆明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本

次会议应到代表６３６人,实到６２２人,符合法定

人数.会议由和段琪主持.担任本次会议执行

主席的还有:陈豪、阮成发、李秀领、陆俊华、程
连元、杨保建、李培、王树芬、董华、陈舜、李宁、
纳杰、杨福生、韩梅、和良辉、卫星、卢显林、李玉

春、姚国华、童志云.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

托,张百如向大会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侯建

军向大会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李宁向大

会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工作.
阮成发参加曲靖市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时强调,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脱贫,全力打

造“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这
“三张牌”,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推动高质量发展跨越式发展.
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陈豪主持会议.会议听取李小三作关于云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

任、秘书长、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

长,云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名单

草案的说明和关于云南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草案的说明,分项

表决并通过了各项候选人名单草案,作为主席

团提名人选,提请各代表团讨论、酝酿.
王显刚参加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省政

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怒江州代表团审议审查.

１月２８日　阮成发分别参加昆明市代表

团、玉溪市代表团、楚雄州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积极主动作为,围绕打造“绿色能源”“绿色食

品”“健康生活目的地”这“三张牌”,加快培育发

展新动能,形成产业新优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走在前列.
阮成发分别参加昭通市、红河州、普洱市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挥优

势、彰显特色,全力打造“绿色能源”“绿色食品”
“健康生活目的地”这“三张牌”,大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
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来自各界别的１６位委员围绕全省经济发

展、扶贫攻坚、生态保护、文化建设等建言献策.
本次会议的执行主席是:李江、杨嘉武、黄毅、高
峰、喻顶成、李正阳、陈玉侯、徐彬、何波、刘建

华.宗国英,杨宁应邀到会听取委员意见建议.
会议由黄毅主持.

政协云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

席团第三次会议在昆明举行.会议由主席团会

议主持人李江主持,主席团常务主席杨嘉武、黄
毅、高峰、喻顶成、李正阳、陈玉侯、徐彬、何波在

主席台就坐.
张国华参加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省政

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玉溪市代表团审议审查.

１月２９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

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后在昆明胜利闭幕.新当选的政协云南省第

十二届委员会主席李江,副主席杨嘉武、黄毅、
高峰、喻顶成、李正阳、陈玉侯、徐彬、何波,秘书

长刘建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由杨嘉武主

持.陈豪出席并讲话,阮成发,全国政协民族和

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王学仁,罗正富,徐荣凯等应

邀出席.会议通过了政协云南省第十二届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协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云南省第十

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十

二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云南

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应邀出席

大会的还有:赵金、宗国英、程连元、李小三、刘
慧晏、张太原、杨宁、李文荣、余琨、李汉柏、张百

如、和段琪、杨保建、李培、刀林荫、王树芬、赵立

雄、王显刚、董华、陈舜、张国华、高树勋、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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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马开贤、曾华、罗黎辉、倪慧芳、丁绍祥、王承

才、侯建军、李宁、吕美璋等.
阮成发参加临沧市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紧

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按照全省打造“绿色能

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这“三张牌”
的部署要求,发挥优势,彰显特色,聚焦“绿色食

品牌”,做大做强做优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宗国英参加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普洱市

代表团审议审查.
董华参加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丽江市代

表团审议审查.

１月３０日　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将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

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

号、和良辉、李玛琳当选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丁艳波等５５人当选为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陈豪、阮成发到云南民族博物馆观看参观

“鲁甸涅槃”摄影展.赵金、程连元、李小三、
刘慧晏、杨宁、纳杰等也观看了影展.

阮成发分别参加大理州、丽江市、怒江州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发挥资源优势,树牢绿色发展

理念,全力打造“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

之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省政府与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阮成发会见中车集团总

经理孙永才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丽江市政

府、云南冶金集团也分别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签署了轨道交通建设、铝材精深加工

合作协议.纳杰、杨福生、董华出席活动.
政协云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在昆明举行.李江主持会议,杨嘉武、
黄毅、高峰、喻顶成、李正阳、陈玉侯、徐彬、何
波、刘建华出席.

１月３１日　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昆明胜利

闭幕.本次会议应到代表６３６人,实到６２７人,
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第五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陈豪主持.担任本次

会议执行主席的还有:李秀领、杨宁、李文荣、和
段琪、杨保建、李培、王树芬、纳杰、杨福生、李卫

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在昆明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本次会议应到代

表６３６人,实到６３０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由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第四次全体会议执行主

席李秀领主持.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

产生云南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９１名,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审查确认.担任本次会议执行主席的还

有:陈豪、刘慧晏、张太原、和段琪、杨保建、李

在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胜利闭幕之后,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海埂会堂

举行记者会.阮成发出席记者会,并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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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一次会议在昆明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选 国、韩梅、孔贵华、刘一平、李广良、杨浩东、张笑

举产生新一届省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陈豪当 春、陈洪、姚绍文、顾琨.大会表决通过了云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云南省选为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韩梅当选为云南省第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云南省高级人

任;宗国英、王显刚、董华、陈舜、张国华、任军 全省人民表示衷心感谢.

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出的云南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云南省

财政预算的决议、关于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和段 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云南省人民检察

琪、杨保建、李培、王树芬、纳杰、杨福生当选为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陈豪在闭幕大会上讲话。

阮成发代表新一届省政府班子,向各位代表和

主任;阮成发当选为云南省人民政府省长;陆俊 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云南省2017年

华当选为云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侯建军当选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8年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宁,根据地方组织法规定, ２０１７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８年地方

高素芳、崔茂虎.

活目的地”这“三张牌”,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 培、王树芬、纳杰、杨福生、韩梅、王长勇、王俊

强、李瑞芳、纳云德、拉玛兴高、周云、孟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