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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郑经管政〔2021〕26号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公布经开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

结果的通知

经开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国际物流园区管委会，区直各部门，各

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根据《郑州市行政规

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市政府令第 241号）有关规定，结合郑州

市工作要求及我区工作实际，对我区 2021年 7月 31日前印发的

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经管委会研究，决

定继续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 81件，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 1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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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行政规范性文件 73件。现将清理结果予以公布，请遵照执

行。

附件：1．经开区继续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2．经开区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3．经开区失效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2021年 1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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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经开区继续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共 81件）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高层次人才支持办法（试行）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1〕39号

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区属国有企业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郑经管政〔2021〕18号

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中小学校医队伍和校园医疗卫生服务站(卫生室)建设

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1〕30号

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1〕34号

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政府投资项目评审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1〕28号

6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1〕26号

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创新创业人才（团队）项目资助实施细则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1〕25号

8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 2021年市场主体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1〕22号

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型工业用地准入审批程序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1〕16号

1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自然资源网格化田长制山长制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
郑经管办〔2021〕13号

1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政府投资工程施工招标办法细则释义的通知 郑经管政〔2021〕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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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1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仓储物流企业消防安全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1〕5号

1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郑州经开区深化科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郑经管政〔2021〕7号

1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1 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的通知 郑经管政〔2021〕6号

1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经开区加快 5G网络建设和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的

通知
郑经管政〔2020〕28号

16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总体方案的

通知
郑经管办〔2020〕60号

1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 2020—2021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

通知
郑经管政〔2020〕26号

18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0〕58号

1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
郑经管办〔2020〕55号

2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快白色污染治理 促进美丽经开建设行动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0〕52号

2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一核多元 融合共治”提升无主管楼院治理水平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0〕39号

2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方案

的通知
郑经管政〔2020〕17号

2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健康经开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20〕16号

24 关于印发经开区企业开办全流程“一件事”一日办结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0〕28号

2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0〕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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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26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提升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0〕23号

2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工业企业分类综合评价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0〕20号

28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0〕15号

2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工业标准地”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0〕12号

3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工业标准地”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0〕11号

3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闲置土地清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0〕9号

3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

疗救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9〕56号

3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9〕28号

3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临时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9〕16号

3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建立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色通道”制度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8〕51号

36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135号

3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欠薪应急周转金使用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129号

38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保证金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114号

3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餐饮服务业油烟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102号

4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区属国有企业整合改制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8〕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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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4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环卫保洁与绿化管养分级分类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
郑经管办〔2018〕86号

4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8〕33号

4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贫困师生资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74号

4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卫生城市管理办法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8〕31号

4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临时安置点整改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47号

46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汽车及先进零部件产业河南专利导航发展实验区建

设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45号

4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
郑经管办〔2018〕17号

48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区属国有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8〕2号

4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7〕60号

5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 郑经管政〔2017〕51号

5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河长制工作制度（试行）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127号

5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持续推进“减证便民”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113号

5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瓶装燃气市场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85号

5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全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实施意见 郑经管办〔2017〕57号

5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 2017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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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56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农贸市场规划建设和提升改造专项资金奖补管理办法的通

知
郑经管政〔2017〕31号

5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畜禽养殖清理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56号

58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 郑经管政〔2017〕28号

5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行政合同审核备案制度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44号

6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43号

6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消防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42号

6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扶助保障工作的意见 郑经管办〔2017〕28号

6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农贸市场规划建设和提升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 郑经管政〔2017〕14号

6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散煤治理工作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10号

6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乡村清洁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6〕86号

66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继续清理民生服务事项中繁文缛节和不必要证明推

行基层开具证明清单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6〕64号

6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全面禁烧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6〕56号

68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 2016年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6〕42号

6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郑经管政〔2016〕29号

7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国有企业孵化器国有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6〕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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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7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创新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郑经管政〔2015〕50号

7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上市和挂牌交易的意见 郑经管政〔2015〕48号

7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区内征收集体土地附着物包干补偿标准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5〕34号

7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租赁联合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5〕49号

7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公共管理办公室依托网格化管理

做好防范、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5〕43号

76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自信拨付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4〕109号

7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4〕37号

78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管理办法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4〕46号

7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规

范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4〕31号

8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乡环境卫生管理工作考评办法的通

知
郑经管办〔2014〕30号

8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系统公共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实施方

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5〕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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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经开区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共 10件）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废止原因 起草单位 审核人

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印发经开区政务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9〕
59号

政策更新 政务服务局 武斌 黄亦婷

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在市

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

施意见

郑经管政〔2019〕
23号

由于经开区已完成机构改革，部门职

能已调整，该文件已不再适用于目前

工作

经济发展局 王潜 王希伟

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经开区跨境电子商务出口退税资金池管理

使用办法（试行）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8〕
44号

该文件与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国家

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货物税收政策

的通知》中的“免征不退”政策冲突

开放办 孙兵 付中华

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印发经开区校园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实施

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
100号

此文内领导小组和单位职责已变更 教育文化体育局 李国立 关希哲

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印发经开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实

施意见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
66号

文件内涉及助学贷款额度提升 教育文化体育局 李国立 关希哲

6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印发全面推行建设领域劳动用工实名制

管理工作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
137号

郑州市城乡建设局印发了《郑州市建

筑领域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办法》

(试行）《郑建文（2020） 133号），

适用范围涵盖了经开区

建设局 姚志伟 杜大成

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经开区处理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相

关问题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7〕
26号

区内住宅类问题楼盘已得到解决，市

政府有新的相关文件出台，此文件已

不具备参考意义

自然资源和规划

分局
郭宏力 刘朝裕



— 10 —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废止原因 起草单位 审核人

8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经开区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挂

熔断后转网上竞综合房价实施细则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7〕
20号

市政府已出台相关新政策，此文件已

不具备参考价值

自然资源和规划

分局
郭宏力 刘朝裕

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

全区投融资平台管理的意见

郑经管政〔2016〕
67号

与现行规定不一致 财政（审计）局 王潜 闫海立

1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印发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等制度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4〕
48号

信息公开规定及制度均有调整 党政办公室 姚志伟 席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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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经开区失效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共 73件）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油气长输管道隐患排查整治活动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0〕13号

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认真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 郑经管政〔2020〕9号

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一河两路”两侧自然资源违法违规问题清查整治专

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20〕5号

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营商环境政务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9〕64号

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9年经开区食品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9〕48号

6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 2019 年工业企业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9〕16号

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9〕24号

8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农村自建房屋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9〕2号

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经开区关于设立政务服务“一口受理”综合窗口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133号

1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

通知
郑经管政〔2019〕46号

1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净土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119号

1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亚丰市场外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1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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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1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109号

1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 2018 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101号

1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住宅小区管理提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92号

16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82号

1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8 年度经开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80号

18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煤炭质量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77号

1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8〕29号

2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进一步加强示范区扬尘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57号

2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高层建筑外墙装饰和保温材料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

作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54号

2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 2018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40号

2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建成区建筑物楼顶及建筑物屋顶标识招牌整治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30号

2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 2018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及六个专项

行动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26号

2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公厕建设改造提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21号

26 经开区 2017年高污染料禁燃区建设实施方案 郑经管办〔2017〕156号

2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城乡居民临时救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143号

28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 2017 年度“慈善日”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128号

2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1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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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3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郑经管政〔2017〕46号

3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油气长输管道保护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115号

3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公布“放管服”改革涉及的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结果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95号

3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86号

3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2017年经开区重点民生实事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7〕32号

3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7〕30号

36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推进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指导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52号

3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 2017 年工业企业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7〕22号

38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 2017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7〕18号

3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33号

4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 2016年度土地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7〕15号

4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整治小散乱污企业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7〕24号

4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7〕10号

4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清理整顿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
郑经管办〔2017〕7号

4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7年经开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6〕118号

4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梯次补贴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6〕82号

46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加强支路背街精细化管理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6〕1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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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4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在全区开展违法建设集中整治活动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6〕76号

48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户外广告规范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6〕92号

4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五单一网”运行清单动态调整等 5个配套管理办法

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6〕58号

5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机构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6〕48号

5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6〕37号

5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行政权责事项运行监督管理办法等“五单一网”制度

改革配套机制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6〕34号

5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快发展创新创业载体与培育创新创业主体的实施意见 郑经管政〔2016〕26号

5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分解落实郑州市降成本优供给推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

意见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6〕18号

5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5〕126号

56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5〕51号

5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5〕114号

58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5〕109号

5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郑州市财政支持稳增长调结构促双创增动力十六条实施意见

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5〕46号

6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鼓励黄标车淘汰补助办法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5〕99号

6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郑经管办〔2015〕84号

6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
郑经管政〔2015〕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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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
郑经管办〔2015〕71号

6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推进“美丽乡村 文明家园”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5〕64号

6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规范加强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分析工作的意见 郑经管办〔2015〕56号

66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济技术开发区保增长调结构强投资促转型实施意见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5〕27号

6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员队伍正规化建设的意见 郑经管办〔2015〕53号

68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5〕22号

6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建设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5〕19号

7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5〕7号

7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和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4〕40号

7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印发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大知识产权扶持力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经管政〔2011〕57号

7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7—2020）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8〕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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