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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筑业信息》 政策法规文件索引
（2022年 12月编制）

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

效力
级别

国务
院

规范
性

文件

部门
规章

部门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序号

1

1

1

2

3

4

5

6

7

发布部门

国务院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5部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等3部门

交通运输部等4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件名称

关于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的通知

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办法

关于对部分涉企保证金实施缓缴等政策的公告

关于阶段性缓缴工程质量保证金的通知

关于印发长三角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方案的
通知

关于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
实施范围的通知

关于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的意见

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关事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
意见

发文字号

国办发〔2022〕35号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令〔2022〕第4号

2022年第22号

建办质电〔2022〕46号

发改法规〔2022〕1562号

财库〔2022〕35号

交规划发〔2022〕108号

建办市函〔2022〕361号

发改投资〔2022〕1652号

批准部门

国务院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
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5部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等3部门

交通运输部等4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9.28

2022.11.11

2022.09.29

2022.09.30

2022.10.08

2022.10.12

2022.10.13

2022.10.28

2022.10.28

实施日期

2022.09.28

2023.01.01

2022.09.29

2022.09.30

2022.10.08

2022.10.12

2022.10.13

2022.10.28

2022.10.28

法规类别

营商环境优化

汇票 票据行为

财政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营商环境优化

环保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营商环境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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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工作文件等 ●

效力
级别

部门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团体
规定

序号

8

9

10

11

12

1

发布部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18部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

财政部

科技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文件名称

关于印发进一步提高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行动方案
（2022—2025年）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规范发展、阳
光运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十四五”城镇化与城市发展科技创新专项规
划》的通知

关于巩固回升向好趋势加力振作工业经济的通知

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发文字号

国市监质发〔2022〕95号

人社部发〔2022〕76号

财金〔2022〕119号

国科发社〔2022〕320号

工信部联运行〔2022〕160号

/

批准部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18部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

财政部

科技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11.01

2022.11.09

2022.11.11

2022.11.18

2022.11.21

2022.10.07

实施日期

2022.11.01

2022.11.09

2022.11.11

2022.11.18

2022.11.21

2022.10.07

法规类别

质量监督

劳务用工管理

营商环境优化

城市规划与开发建设

营商环境优化

人才流动

效力
级别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序号

1

2

3

发布部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文件名称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本市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建设的通知

关于印发《上海市建设工程竣工结算文件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上海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实施细则》的通知

发文字号

沪建建管〔2022〕445号

沪住建规范〔2022〕8号

沪住建规范（2022）9号

批准部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9.06

2022.10.02

2022.11.02

实施日期

2022.12.31

2022.10.02

2023.01.01

法规类别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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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工作文件 ●

效力
级别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序号

4

5

6

发布部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等7部门

文件名称

关于延长《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事故行业调查办法（试行）》有效期
的通知

关于调整本市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款结算和支付工作的通知

发文字号

沪住建规范〔2022〕10号

沪建建管〔2022〕651号

沪建建管联〔2022〕616号

批准部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等7部门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11.02

2022.11.16

2022.12.06

实施日期

2022.11.02

2022.11.16

2023.01.01

法规类别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北京

序号

1

2

3

4

5

发布部门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3部门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文件名称

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无疫工地”创建情况的
通报

关于印发《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

关于落实阶段性缓缴工程质量保证金要求的通知

关于印发《北京市建设工程扬尘治理市级联合现场检查实施
方案》的通知

关于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关
事宜的通知

发文字号

京建发〔2022〕368号

京建发〔2022〕371号

京建发〔2022〕401号

京建发〔2022〕413号

京建发〔2022〕440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9.22

2022.09.23

2022.10.12

2022.10.17

2022.11.22

实施日期

2022.09.22

2022.09.23

2022.10.12

2022.10.17

2022.11.22

法规类别

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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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北京

河北

序号

6

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发布部门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文件名称

关于进一步做好冬季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北京市施工现场人员管理服务信息平台上线施工队长管理模块
的通知

关于印发《河北省无障碍设施建设指南》的通知

关于延长《河北省在冀建筑业企业招标投标信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有效期的通知

关于印发《河北省建筑工程质量评价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关于加强冬季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安管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政策解读》的通知

关于印发《河北省结构优质工程创建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关于发布河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信息采集系统操作手
册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安全日志使
用工作的通知

印发《关于抓好当前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末端落实的四条措施》的通知

关于印发《河北省建筑施工脚手架和操作平台减员控员技术措施（试
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河北省推广、限制和禁止使用建设工程材料设备产品目录
（2022年版）》的通知

发文字号

京建发〔2022〕444号

京建发〔2022〕433号

冀建质安函〔2022〕421号

冀建建市函〔2022〕204号

冀建质安函〔2022〕493号

冀建质安函〔2022〕500号

冀建质安函〔2022〕503号

冀建法改〔2022〕10号

冀建建市函〔2022〕231号

冀建质安函〔2022〕516号

冀建质安函〔2022〕528号

冀建质安函〔2022〕529号

冀建节科〔2022〕4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11.23

2022.11.23

2022.09.22

2022.10.13

2022.11.07

2022.11.13

2022.11.13

2022.11.16

2022.11.16

2022.11.22

2022.11.30

2022.11.30

2022.12.05

实施日期

2022.11.23

2022.11.23

2022.09.22

2022.10.13

2022.11.07

2022.11.13

2022.11.13

2022.12.01

2022.11.16

2022.11.22

2022.11.30

2022.11.30

2022.12.05

法规类别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劳务用工管理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信用建设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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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山西

内蒙古

吉林

黑龙江

江苏

序号

1

2

3

4

1

2

1

2

1

2

3

1

2

发布部门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内蒙古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内蒙古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3部门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文件名称

关于印发《山西省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关于印发《山西省城镇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的通知

关于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的通知

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
全日志（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试点办法》
的通知

关于更新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电子证照建设标准的
通知

关于印发《吉林省房屋市政工程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试
用）》的通知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的
通知

关于进一步优化竣工验收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缺陷投诉
处理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江苏省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实施细则市政工程之道路
桥梁隧道综合管廊篇（2022版）》的通知

发文字号

晋建城字〔2022〕199号

晋建设字〔2022〕200号

晋建质规字〔2022〕202号

晋建质规字〔2022〕208号

内建质〔2022〕182号

内建质〔2022〕206号

吉建安〔2022〕18号

吉建管〔2022〕44号

黑建科〔2022〕11号

黑建科〔2022〕15号

黑建工改办〔2022〕22号

苏建规字〔2022〕2号

苏建质安〔2022〕221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10.18

2022.10.13

2022.10.26

2022.11.01

2022.11.13

2022.12.09

2022.10.09

2022.10.27

2022.10.14

2022.10.21

2022.11.18

2022.10.13

2022.10.24

实施日期

2022.10.18

2022.10.13

2022.11.26

2022.12.01

2022.11.13

2022.12.09

2022.10.09

2022.10.27

2022.10.14

2022.10.21

2022.11.18

2022.12.01

2022.10.24

法规类别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劳务用工管理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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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江苏

浙江

福建

江西

山东

安徽

序号

3

4

1

1

2

3

4

5

1

1

2

3

1

2

3

发布部门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6部门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3部门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件名称

关于规范落实建筑工地班前安全“晨会”制度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深化落实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制度的通知

关于印发《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平安工地”建设
指南》的通知

印发《关于深入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福建省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建设导则（试行）》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源头治理机制
的通知

关于启用建机一体化企业信息登记系统的通知

关于印发《福建省房屋市政小散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

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外墙保温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山东省建筑节能技术产品应用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山东省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理规定的通知

关于印发山东省建筑施工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安徽省建筑节能降碳行动计划的通知

关于印发《安徽省园林绿化施工企业效能管理及信用评价办法（试
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安徽省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文字号

苏建函质安〔2022〕523号

苏建函质安〔2022〕585号

浙建管发〔2022〕99号

闽建科〔2022〕19号

闽建建〔2022〕4号

闽建筑〔2022〕15号

闽建办建〔2022〕14号

闽建〔2022〕10号

赣建字〔2022〕9号

鲁建节科字〔2022〕8号

鲁建城建字〔2022〕13号

鲁建质安字〔2022〕5号

皖政办〔2022〕11号

建城〔2022〕88号

建科〔2022〕103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10.25

2022.11.23

2022.10.12

2022.10.11

2022.10.14

2022.11.04

2022.11.04

2022.11.24

2022.10.28

2022.10.10

2022.10.28

2022.11.11

2022.09.21

2022.09.06

2022.10.28

实施日期

2022.10.25

2022.11.23

2022.10.12

2022.10.11

2022.10.14

2022.11.04

2022.11.04

2022.11.24

2022.10.28

2022.11.12

2022.12.01

2023.01.01

2022.09.21

2022.09.06

2022.10.28

法规类别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农民工工资

企业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建材节能

信用建设

建材节能



·14· ·15·

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安徽

湖北

湖南

广东

序号

4

5

1

2

3

4

1

2

3

4

5

6

1

发布部门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4部门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4部门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15部门

文件名称

关于统筹高效做好当前阶段疫情防控和建筑业平稳发展工作的
紧急通知

关于印发《安徽省优秀建筑业企业认定暂行办法》的通知

关于加快推动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建筑产业发展的通知

关于加强全省县城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发布《湖北省建筑工程概算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
建设项目总投资组成及其他费用定额》的通知

关于印发《湖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导
则（试行）》《湖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合
同示范文本（试行）》的通知

关于推进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试行）

关于印发《湖南省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工作导则（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湖南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关于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推行施工过程结算的实
施意见

关于印发《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
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使
用管理的通知

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实施意见

发文字号

建市〔2022〕737号

建市〔2022〕108号

鄂建文〔2022〕45号

鄂建文〔2022〕42号

鄂建文〔2022〕48号

鄂建文〔2022〕41号

湘建科〔2022〕142号

湘建建〔2022〕190号

湘建建〔2022〕194号

湘建建〔2022〕207号

湘建监督〔2022〕205号

湘建建〔2022〕227号

粤建科〔2022〕99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11.03

2022.11.23

2022.09.29

2022.09.30

2022.10.20

2022.12.09

2022.07.07

2022.09.09

2022.09.09

2022.09.28

2022.10.01

2022.11.07

2022.07.21

实施日期

2022.11.03

2022.11.23

2022.09.29

2022.09.30

2022.11.01

2022.12.09

2022.09.01

2022.09.09

2022.09.09

2022.11.01

2022.11.01

2022.11.22

2022.07.21

法规类别

疫情防控

企业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劳务用工管理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招投标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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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序号

2

1

2

1

2

3

4

5

1

2

3

4

5

发布部门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4部门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文件名称

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的管理办法
（试行）

关于落实房屋市政工程阶段性缓缴工程质量保证金政策的通知

关于颁布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市政工程消耗量及费用定额》
的通知

关于印发《海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海南省建筑工程预拌混凝土生产使用管理办法》的
通知

关于印发《海南省建筑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处理办法(2022版)》的
通知

关于做好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工作的通
知(试行)

关于印发《海南省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及相关市场主体信用
评价标准的通知

关于培育新时代建筑企业自有工人队伍进一步强化施工现场从
业人员管理的通知

关于启用新版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电子证照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政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规范建筑企业资质重组、合并、分立有关工作的通知

关于贯彻落实《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的通知

发文字号

粤建规范〔2022〕2号

桂建管〔2022〕24号

桂建标〔2022〕11号

琼建质监〔2022〕397号

琼建规〔2022〕19号

琼建规〔2022〕21号

琼建管〔2022〕428 号

琼建管〔2022〕433号

渝建〔2022〕29号

渝建管〔2022〕247号

渝建质安〔2022〕98号

渝建管〔2022〕276号

渝建勘设〔2022〕58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10.18

2022.10.11

2022.12.07

2022.11.01

2022.11.01

2022.11.14

2022.12.01

2022.12.05

2022.09.20

2022.09.26

2022.10.20

2022.10.24

2022.10.29

实施日期

2022.10.22

2022.10.11

2023.05.01

2023.01.01

2022.12.01

2022.11.14

2023.01.01

2022.12.05

2022.09.20

2022.09.26

2022.10.20

2022.10.24

2022.10.29

法规类别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质量安全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劳务用工管理

信用建设

劳务用工管理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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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四川

贵州

陕西

甘肃

序号

1

2

3

4

5

6

1

2

1

1

2

3

4

发布部门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部门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12部门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文件名称

关于启用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电子证书的通知

关于四川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计价
的指导意见

关于印发《四川省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四川省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试点实施办法》的
通知

关于调整四川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项目安全
文明施工费计取标准的通知

关于启用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电子证照的通知

关于印发《贵州省贯彻落实〈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

关于印发《贵州省市政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定办法》
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管理工作
的通知

关于在招投标领域全面推行工程担保制度的通知

关于支持建筑业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住宅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在全省房屋市政工程施工领域推行建筑起重机械“一体化”
管理的指导意见

发文字号

川建质安函〔2022〕2628号

川建行规〔2022〕12号

川建行规〔2022〕13号

川建行规〔2022〕14号

川建标发〔2022〕226号

川建质安函〔2022〕3025号

黔建设通〔2022〕86号

黔建城通〔2022〕87号

陕建质发〔2022〕119号

甘建建〔2022〕137号

甘建建〔2022〕197号

甘建质〔2022〕201号

甘建质〔2022〕204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9.22

2022.10.08

2022.10.10

2022.10.12

2022.10.19

2022.10.31

2022.11.17

2022.11.23

2022.09.27

2022.06.13

2022.09.28

2022.09.29

2022.10.18

实施日期

2022.09.22

2023.01.01

2022.10.10

2022.10.12

2022.10.19

2022.10.31

2022.11.17

2022.11.23

2022.09.27

2022.06.13

2022.09.28

2022.09.29

2022.10.18

法规类别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招投标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质量安全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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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程、技术标准 ●

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青海

宁夏

序号

1

1

发布部门

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文件名称

关于调整青海省建设工程现行定额人工费单价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代
理机构从业人员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发文字号

青建工〔2022〕251号

宁建规发〔2022〕8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10.19

2022.11.28

实施日期

2023.01.01

2023.01.01

法规类别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招投标综合规定

级别

国家

本市

序号

1

2

3

4

5

1

2

发布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标准规范名称

金属非金属矿山充填工程技术标准

农业建设项目验收技术标准

尾矿堆积坝岩土工程技术标准

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

文物和优秀历史建筑消防技术标准

城镇天然气管道工程技术标准

编号

GB/T51450-2022

GB/T51429-2022

GB/T50547-2022

GB55030-2022

GB55034-2022

DG/TJ08-2410-2022

DG/TJ08-10-2022

发文字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137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138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140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147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164号

沪建标定〔2022〕451号

沪建标定〔2022〕452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9.08

2022.09.08

2022.09.08

2022.09.27

2022.10.31

2022.09.09

2022.09.09

实施日期

2022.12.01

2022.12.01

2022.12.01

2023.04.01

2022.10.31

2023.02.01

2023.02.01

备注

/

/

原国家标准《尾矿堆积坝
岩 土 工 程 技 术 规 范 》
（GB50547-2010）同时废止

/

/

/

原《城市煤气、天然气管
道工程技术规程》DGJ08-
10-2004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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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本市

各地

序号

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发布部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标准规范名称

城市综合体消防技术标准

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承发包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标准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芯柱增强复合保温板应用技术标准

芯柱增强复合保温板建筑构造

建筑工程质量评价标准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标准

分仓槽复合保温板应用技术标准

分仓槽复合保温板建筑构造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技术标准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视频图像共享应用技术标准

保障性租赁住房技术标准

城市绿地建设管理标准

城市立体绿化技术标准

黄土边坡工程技术标准

建设工程全过程造价咨询标准

再生骨料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

编号

DG/TJ08-2408-2022

DB13(J)/T8478-2022

DB13(J)/T8490-2022

DB13(J)/T8494-2022

DBJT02-223-2022

DB13(J)/T8476-2022

DB13(J)/T8493-2022

DB13(J)/T8495-2022

DBJT02-224-2022

DB13(J)/T 8500-2022

DB13(J)/T 8497-2022

DB13(J)/T8502-2022

DBJ04/T 430-2022

DBJ04/T 435-2022

DBJ04/T 425-2022

DBJ04/T 432-2022

DBJ04/T 426-2022

发文字号

沪建标定〔2022〕453号

2022年 第111号

2022年 第118号

2022年 第135号

2022年 第135号

2022年 第136号

2022年 第138号

2022年 第140号

2022年 第140号

2022年 第147号

2022年 第148号

2022年 第150号

公告〔2022〕16号

公告〔2022〕10号

公告〔2022〕8号

公告〔2022〕14号

公告〔2022〕12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9.09

2022.09.22

2022.10.10

2022.11.13

2022.11.14

2022.11.14

2022.11.14

2022.11.15

2022.11.15

2022.11.29

2022.11.29

2022.12.05

2022.09.30

2022.09.30

2022.09.30

2022.09.30

2022.09.30

实施日期

2023.02.01

2022.12.01

2022.12.01

2023.02.01

2023.02.01

2023.05.01

2023.02.01

2023.02.01

2023.02.01

2023.05.01

2023.05.01

2023.05.01

2023.01.01

2023.01.01

2023.01.01

2023.01.01

2023.01.01

备注

/

/

/

/

/

/

原《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示范工程技术标准》
（编号DB13(J)/T200-2015）同时废止

/

/

/

/

/

/

/

/

/

/



级别

各地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发布部门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内蒙古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标准规范名称

隐式框架钢结构工程技术标准

建筑工程渗漏治理技术标准

建筑固体废弃物填筑路基施工技术标准

加筋土地基技术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外免拆模板现浇混凝土复合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悬挂式单轨交通技术标准

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标准

顶管工程技术规程

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标准

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控制标准

基坑工程智慧监测技术规程

海绵城市建设区域评估标准

福建省建筑装配式内装修工程技术标准

轻集料混凝土多孔砖应用技术标准

编号

DBJ04/T 434-2022

DBJ04/T 431-2022

DBJ04/T 427-2022

DBJ04/T 429-2022

DB15/T 2817-2022

DB23/T3334-2022

DB23/T3336-2022

DBJ33/T 1105-2022

DBJ33/T 1283-2022

DBJ33/T1284-2022

DBJ33/T 1286-2022

DBJ33/T 1285-2022

DBJ33/T 1287-2022

DBJ/T 13-407-2022

DBJ/T 13-168-2022

发文字号

公告〔2022〕13号

公告〔2022〕18号

公告〔2022〕19号

公告〔2022〕17号

〔2022〕161号

第1578号

第1579号

/

/

/

/

/

/

闽建科〔2022〕13号

闽建科〔2022〕16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9.30

2022.09.29

2022.09.29

2022.09.29

2022.09.30

2022.09.09

2022.09.09

2022.06.23

2022.07.18

2022.07.28

2022.08.11

2022.08.12

2022.09.30

2022.08.31

2022.09.13

实施日期

2023.01.01

2023.01.01

2023.01.01

2023.01.01

2022.12.01

2022.11.29

2022.11.29

2022.10.01

2022.12.01

2022.11.01

2022.11.01

2022.11.01

2023.01.01

2022.12.01

2023.01.01

备注

/

/

/

/

原《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03-61-2014）
同时废止

/

/

原《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标准》
（DB33/1105-2014）同时废止

/

/

/

/

/

/

原《轻集料混凝土多孔砖应用技术规程》
DBJ/T13-168-2013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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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各地

序号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发布部门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标准规范名称

轨道交通矿山法隧道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福建省铝合金电缆工程设计施工及验收标准

海南省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标准

四川省民用建筑节能工程施工工艺规程

四川省建筑物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四川省绿色建筑工程专项验收标准

四川省精轧螺纹钢筋预应力抗浮锚杆技术标准

四川省民用建筑围护结构保温隔声工程应用技术标准

四川省弹性垫层浮筑楼板隔声保温系统技术标准

内嵌式磁浮交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四川省蒸压加气混凝土隔墙板应用技术标准

四川省城市轨道交通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四川省工程建设项目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评价标准

四川省既有建筑金属幕墙、石材幕墙及人造板幕墙安全性检测鉴定标准

编号

DBJ/T 13-409-2022

DBJ/T 13-176-2022

DBJ 46-07-2022

DBJ51/T010-2022

DBJ51/T207-2022

DBJ51/T208-2022

DBJ51/T210-2022

DBJ51/T211-2022

DBJ51/T212-2022

DBJ51/T213-2022

DBJ51/T214-2022

DBJ51/T215-2022

DBJ51/T216-2022

DBJ51/T218-2022

发文字号

闽建科〔2022〕21号

闽建科〔2022〕23号

琼建规〔2022〕20号

川建标发〔2022〕234号

川建标发〔2022〕234号

川建标发〔2022〕250号

川建标发〔2022〕250号

川建标发〔2022〕250号

川建标发〔2022〕250号

川建标发〔2022〕250号

/

/

/

/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10.21

2022.11.16

2022.11.04

2022.10.24

2022.10.24

2022.11.15

2022.11.15

2022.11.15

2022.11.15

2022.11.15

2022.12.01

2022.12.01

2022.12.01

2022.12.01

实施日期

2023.02.01

2023.03.01

2023.04.01

2023.02.01

2023.02.01

2023.03.01

2023.03.01

2023.03.01

2023.03.01

2023.03.01

2023.04.01

2023.04.01

2023.04.01

2023.04.01

备注

/

原《铝合金电缆工程设计、施工及验收规
程》DBJ/T 13-176-2013同时废止

原《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标准》DBJ 46-07-
2016同时作废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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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住建部令集纳大全

截至目前，住建部共发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55 份，建设部令 168 份。现行规章共计 87 部，已
废止82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文号

第55号

第54号

第53号

第52号

第51号

第50号

第49号

第48号

第47号

第46号

第45号

第44号

第43号

文件名称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程序规定（2022年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的决定（2022年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的决定（2021年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等三部规章的决定（2021年施行）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2020年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管理办法》《注册造价 工程师管理办法》的决定
（2020年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商务部关于废止《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等规章的决定（2020年
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2019年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2019年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决
定（2018年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2018年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 商务部关于废止《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
（2018年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决定（2018年
施行）

文号

第42号

第41号

第40号

第39号

第38号

第37号

第36号

第35号

第34号

第33号

第32号

第31号

第30号

第29号

第28号

第27号

第26号

第25号

第24号

文件名称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2018年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的决定（2018年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 公安部关于废止《城市公共交通车船乘坐规则》的决定（2018年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的决定（2018年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的决定（2018年施行）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2018年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办法》的决定（2017年施行）

城市设计管理办法（2017年施行）

城市管理执法办法（2017年施行）

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17年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等11个部门规章的决定（2016年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2016年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 公安部关于废止《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的决定（2016年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的决定
（2016年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的决定（2016年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2016年施行）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5年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办法（2015年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2015年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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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第23号

第22号

第21号

第20号

第19号

第18号

第17号

第16号

第15号

第14号

第13号

第12号

第11号

第10号

第9号

第8号

第7号

第6号

第5号

文件名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2015年施行）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施行）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2015年施行）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年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的决定（2014
年施行）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2014年施行）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2014年施行）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2013年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废止《游乐园管理规定》的决定（2013年施行）

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的决定（2013年施行）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2013年施行）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2012年施行）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2012年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城市燃气安全管理规定》、《城市燃气管理办法》和修改《建设部关于
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的决定（2011年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2011年施行）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2011年施行）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年施行）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2010年施行）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2010年施行）

文号

第4号

第3号

第2号

第1号

文件名称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2010年施行）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0年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
决定（2009年施行）

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2008年施行）

建设部令

文号

第168号

第167号

第166号

第165号

第164号

第163号

第162号

第161号

第160号

第159号

第158号

第157号

第156号

文件名称

房屋登记办法（已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2008年施行）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2008年施行）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2007年施行）

建设部关于修改《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的决定（已废止）

建设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的决定（2007年施行）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2007年施行）

建设部关于废止《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报告和调查程序规定》等部令的决定（2007年施行）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2007年施行）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废止）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7年施行）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2007年施行）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2007年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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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第155号

第154号

第153号

第152号

第151号

第150号

第149号

第148号

第147号

第146号

第145号

第144号

第143号

第142号

第141号

第140号

第139号

第138号

第137号

第136号

文件名称

外商投资建设工程服务企业管理规定（已废止）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已废止）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2007年施行）

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已废止）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2007年施行）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2007年施行）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2006年施行）

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2006年施行）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2006年施行）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年施行）

城市蓝线管理办法（2006年施行）

城市黄线管理办法（2006年施行）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2006年施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2005年施行）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05年施行）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已废止）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2005年施行）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办法（已废止）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2005年施行）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2005年施行）

文号

第135号

第134号

第133号

第132号

第131号

第130号

第129号

第128号

第127号

第126号

第125号

第124号

第123号

第122号

第121号

第120号

第119号

第118号

第117号

第116号

文件名称

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2004年施行）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已废止）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动物园管理规定》的决定（2004年施行）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的决定（已废止）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2004年施行）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的决定（2004年施行）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的决定（2004年施行）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2004年施行）

建设部关于废止《城市房屋修缮管理规定》等部令的决定（2004年施行）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2004年施行）

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已废止）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2004年施行）

《外商投资城市规划服务企业管理规定》的补充规定（已废止）

《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的补充规定（已废止）

《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的补充规定（已废止）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已废止）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04年施行）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2004年施行）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管理规定（2003年施行）

外商投资城市规划服务企业管理规定（已废止）



·34· ·35·

文号

第95号

第94号

第93号

第92号

第91号

第90号

第89号

第88号

第87号

第86号

第85号

第84号

第83号

第82号

第81号

第80号

第79号

第78号

第77号

第76号

文件名称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2001年施行）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规定》的决定（已废止）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已废止）

建设部关于废止《国家优质工程奖评选与管理办法》等部令的决定（2001年施行）

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已废止）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的决定（2001年施行）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01年施行）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2001年施行）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废止）

建设工程监理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2001年施行）

游乐园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已废止）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2001年施行）

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已废止）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2000年施行）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2000年施行）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已废止）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2000年施行）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年施行）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已废止）

文号

第115号

第114号

第113号

第112号

第111号

第110号

第109号

第108号

第107号

第106号

第105号

第104号

第103号

第102号

第101号

第100号

第99号

第98号

第97号

第96号

文件名称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2003年施行）

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已废止）

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2002年施行）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2002年施行）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2002年施行）

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管理规定（2001年施行）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的决定（2001年施行）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已废止）

建设部关于废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办法》等部令的决定（2001年施行）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动物园管理规定》的决定（2001年施行）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的决定（已废止）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房屋便器水箱应用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2001年施行）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房地产权属档案管理办法（2001年施行）

关于修改《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管理办法》的决定（已废止）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决定（已废止）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的决定（2001年施行）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已废止）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的决定（2001年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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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第75号

第74号

第73号

第72号

第71号

第70号

第69号

第68号

第67号

第66号

第65号

第64号

第63号

第62号

第61号

第60号

第59号

第58号

第57号

第56号

文件名称

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已废止）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已废止）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1999年施行）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已废止）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已废止）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施行）

工程建设若干违法违纪行为处罚办法（已废止）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已废止）

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已废止）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已废止）

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管理办法（已废止）

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已废止）

城市燃气管理办法（已废止）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1998年施行）

建设工程勘察和设计单位资质管理规定（已废止）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暂行规定（已废止）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1997年施行）

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已废止）

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1997年施行）

文号

第55号

第54号

第53号

第52号

第51号

第50号

第49号

第48号

第47号

第46号

第45号

第44号

第43号

第42号

第41号

第40号

第39号

第38号

第37号

第36号

文件名称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建监察规定》的决定（已废止）

村镇建筑工匠从业资格管理办法（已废止）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1997年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已废止）

城市燃气和集中供热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建设管理规定（1996年施行）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车辆清洗管理办法（已废止）

建筑装饰装修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1995年施行）

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1995年施行）

开发区规划管理办法（已废止）

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已废止）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已废止）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1995年施行）

风景名胜区管理处罚规定（已废止）

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灾害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动物园管理规定（1994年施行）

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已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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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第35号

第34号

第33号

第32号

第31号

第30号

第29号

第28号

第27号

第26号

第25号

第24号

第23号

第22号

第21号

第20号

第19号

第18号

第17号

第16号

文件名称

高等学校建筑类专业教育评估暂行规定（1994年施行）

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已废止）

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的外国企业资质管理暂行办法（已废止）

城市公共交通车船乘坐规则（已废止）

城市地下水开发利用保护管理规定（已废止）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办法（已废止）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已废止）

城市供水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废止）

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1992年施行）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1992年施行）

工程建设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已废止）

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管理办法（1993年施行）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建监察规定（已废止）

公有住宅售后维修养护管理暂行办法（已废止）

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和注册试行办法（已废止）

城市房屋便器水箱应用监督管理办法（1992年施行）

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管理试行办法（已废止）

文号

第15号

第14号

第13号

第12号

第11号

第10号

第9号

第8号

第7号

第6号

第5号

第4号

第3号

第2号

第1号

文件名称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已废止）

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房屋拆迁单位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房屋修缮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燃气安全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公厕管理办法（1991年施行）

城市客运车辆保养修理单位管理办法（已废止）

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已废止）

国家优质工程奖评选与管理办法（已废止）

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1990年施行）

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报告和调查程序规定（已废止）

施工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废止）

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1989年施行）

现行规章

序号

01

02

03

文件名称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
规定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
规定

修订情况

2022年3月1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5号公布，自2022年
5月1日起施行

2020年4月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公布，自2020年6
月1日起施行

2018年3月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7号公布；根据2019
年3月13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7号修正



现行规章

序号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文件名称

城市设计管理办法

城市管理执法办法

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办法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
编制审批办法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
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
管理规定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
法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
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

修订情况

2017年3月1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5号公布，自2017年
6月1日起施行

2017年1月2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4号公布，自2017年
5月1日起施行

2017年1月2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3号公布，自2017年
5月1日起施行

2015年9月1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6号公布，自2015年
12月1日起施行

2015年9月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5号公布，自2015年
11月1日起施行

2015年1月2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2号公布；根据2016
年9月13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32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18
年12月2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5号第二次修正

2015年1月2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公布，自2015年
3月1日起施行

2014年10月1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0号公布，自2014
年12月29日起施行

2014年6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8号发布；根据2018
年 9 月 28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2 号第一次修正；根据
2021年3月3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2号第二次修正

2014年6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7号公布，自2014年
9月1日起施行

2013年12月1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6号公布，自2014
年2月1日起施行

2013年4月2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3号公布；根据2015
年 5 月 4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第一次修正；根据
2018年12月2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6第二次修正

2012年7月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2号公布；根据2015
年 5 月 4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第一次修正；根据
2016年1月1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8号第二次修正；根
据2016年9月13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2号第三次修正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文件名称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
批办法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
量监督管理规定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

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修订情况

2012年5月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1号公布，2012年7月15
日起施行

2011年1月2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公布；根据2016年3月1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9号修正

2010年12月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7号公布，自2011年1月1
日起施行

2010年12月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6号公布，自2011年2月1
日起施行

2010年8月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号公布，自2010年9月1
日起施行

2010年5月2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号公布，自2010年7月1
日起施行

2010年4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号公布，自2010年7月1
日起施行

2008年10月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号公布；根据2015年1
月2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3号修正

2008年1月29日建设部令第167号公布，自2008年3月15日起
施行

2008年1月28日建设部令第166号公布，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2007年12月4日建设部、财政部令第165号公布，自2008年2月1
日起施行

2007 年 11 月 8 日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民政
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
局令第162号公布，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2007年6月26日建设部令第160号公布；根据2015年5月4日住房
城乡建设部令第24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16年9月13日住房城乡
建设部令第32号第二次修正；根据2018年12月22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令第45号第三次修正

2007年6月26日建设部令第158号公布；根据2015年5月4日住房
城乡建设部令第24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16年9月13日住房城乡
建设部令第32号第二次修正；根据2018年12月22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令第45号第三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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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文件名称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城市蓝线管理办法

城市黄线管理办法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修订情况

2007年4月28日建设部令第157号公布；根据2015年5月4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4号修正

2007年3月1日建设部令第156号公布，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2006年12月28日建设部令第153号公布；根据2016年9月13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2号修正

2006年12月25日建设部令第151号公布；根据2016年9月13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2号修正

2006年12月25日建设部令第150号公布；根据2016年9月13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2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20年2月19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0号第二次修正

2006年3月22日建设部令第149号公布；根据2015年5月4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4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16年9月13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令第32号第二次修正；根据2020年2月19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令第50号第三次修正

2006年1月27日建设部令第148号公布；根据2015年1月22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3号修正

2006年1月26日建设部令第147号公布；根据2016年9月13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2号修正

2005 年 12 月 31 日建设部令第 146 号公布，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起
施行

2005年12月20日建设部令第145号公布；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修正

2005年12月20日建设部令第144号公布；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修正

2005年11月10日建设部令第143号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
行

2005年10月12日建设部令第142号公布；根据2013年10月16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4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15年5月4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4号第二次修正

2005年9月28日建设部令第141号公布；根据2015年5月4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4号修正

序号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文件名称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
办法

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
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管理规定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
办法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施工分包管理办法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
办法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管理规定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
理规定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修订情况

2005年3月23日建设部令第139号公布，自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2005年2月4日建设部令第137号公布；根据2016年9月13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令第32号修正

2005年1月7日建设部令第136号公布；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19年3月13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令第47号第二次修正

2004年10月15日建设部令第135号公布；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11年9月7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令第10号第二次修正

2004年7月5日建设部令第128号公布；根据2015年1月22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令第23号修正

2004年3月19日建设部令第126号公布；根据2015年5月4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令第24号修正

2004年2月3日建设部令第124号公布；根据2014年10月31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9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19年3月13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令第47号第二次修正

2003年12月17日建设部令第119号公布；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修正

2003年10月10日建设部令第118号公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2003年9月19日建设部令第117号公布；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修正

2002年12月4日建设部令第115号公布；根据2007年11月22日建设
部令第163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21年4月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53号第二次修正

2002年9月13日建设部令第112号公布；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修正

2002年7月25日建设部令第111号公布，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2002年3月5日建设部令第110号公布；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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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文件名称

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建设
管理规定

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

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城市动物园管理规定

高等学校建筑类专业教育评估暂
行规定

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
划管理办法

城市房屋便器水箱应用监督管理
办法

城市公厕管理办法

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

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

修订情况

1997年5月9日建设部令第56号公布；根据2001年8月15日建设
部令第98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21年3月3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令第52号第二次修正

1996年7月9日建设部、卫生部令第53号公布；根据2016年4月17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31号修正

1996年1月5日建设部、公安部令第49号公布，自1996年2月1日
起施行

1995年8月7日建设部令第45号公布；根据2001年8月15日建设
部令第96号修正

1995年6月29日建设部令第44号公布；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修正

1994年11月15日建设部令第40号公布；根据2001年8月15日建
设部令第95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04年7月20日建设部令第131
号第二次修正

1994年8月16日建设部令第37号公布；根据2001年9月7日建设
部令第105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04年7月23日建设部令第133号
第二次修正；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第
三次修正

1994年4月5日建设部令第35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12月30日建设部令第25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12月30日建设部令第24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12月4日建设部令第22号公布；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修正

1992年4月17日建设部令第17号公布；根据2001年9月4日建设
部令第103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15年1月2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令第23号第二次修正

1990年12月31日建设部令第9号公布；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修正

1989年11月21日建设部令第4号公布；根据2004年7月20日建设
部令第129号修正

1988年12月20日建设部令第1号公布，自1989年1月1日起施行

序号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文件名称

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管理规定

城市房地产权属档案管理办法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建设工程监理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管理办法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
出售管理暂行办法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

修订情况

2001年11月29日建设部令第109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1年8月29日建设部令第101号公布，自2001年12月1日起
施行

2001年6月1日建设部令第89号公布；根据2018年9月28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3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19年3月13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7号第二次修正

2001年4月4日建设部令第88号公布，自2001年6月1日起施行

2001年1月17日建设部令第86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12月28日建设部、国家测绘局令第83号公布，自2001年
5月1日起施行

2000年8月25日建设部令第81号公布；根据2015年1月22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3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21年3月30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2号第二次修正

2000年6月30日建设部令第80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4月7日建设部令第78号公布；根据2009年10月19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号修正

2000年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公布；根据2015年5月4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4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18年12月22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5号第二次修正；根据2022年3月2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4号第三次修正

1999年10月15日建设部令第72号公布根据2004年7月20日建
设部令第130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15年5月4日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令第24号第二次修正

1999年4月22日建设部令第69号公布，自1999年5月1日施行

1997年12月23日建设部令第61号公布；根据2001年7月4日建
设部令第90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令第9号第二次修正；根据2019年3月13日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令第47号第三次修正

1997年10月27日建设部令第58号公布；根据2001年11月20日
建设部令第108号修正；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令第9号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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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废止规章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文件名称

房屋登记办法

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外商投资建设工程服务企业管理
规定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
认定办法

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办法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

《外商投资城市规划服务企业管
理规定》的补充规定

《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
理规定》的补充规定

《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
的补充规定

废止情况

2008年2月15日建设部令第168号公布
根据2019年9月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8号废止

2007年11月26日建设部令第164号
根据2018年3月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9号废止

2007年6月26日建设部令第159号公布
根据2015年1月2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2号废止

2007年1月22日建设部令第155号公布
根据2018年10月3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令第44号废止

2007年1月11日建设部令第154号
根据2018年3月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8号废止

2006年12月25日建设部令第152号公布
根据2015年1月2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废止

2005年6月28日建设部令第140号公布
根据2018年6月2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1号废止

2005年3月23日建设部令第138号公布
根据2017年5月3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6号废止

2004年8月23日建设部令第134号公布
根据2013年4月2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3号废止

2004年3月17日建设部令第125号公布
根据2018年3月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9号废止

2003年12月19日建设部、商务部令第123号公布
根据2016年1月1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7号废止

2003年12月19日建设部、商务部第122号公布
根据2018年10月3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令第44号废止

2003年12月19日建设部、商务部令第121号公布
根据2020年1月1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令第49号废止

序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文件名称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
理办法

外商投资城市规划服务企业管
理规定

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
理规定

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
管理办法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游乐园管理规定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
定

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废止情况

2003年12月31日建设部、财政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税务总
局令第120号公布
根据2007年11月8日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民政
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
令第162号废止

2003年2月13日建设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第116号公布
根据2016年1月1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7号废止

2002年9月27日建设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第114号
根据2018年10月3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令第44号废止

2002年9月27日建设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第113号公布
根据2020年1月1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令第49号废止

2001年11月5日建设部令第107号公布
根据2013年12月1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6号废止

2001年8月29日建设部令第102号公布
根据2007年6月26日建设部令第158号废止

2001年7月25日建设部今第93号公布
根据2007年6月26日建设部令第160号废止

2001年4月18日建设部第87号公布
根据2006年12月30日建设部第159号废止

2001年2月23日建设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今第85号公布
根据2013年10月3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令第15号废止

2001年1月23日建设部令第84号公布
根据2012年7月2日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2号废止

2000年10月18日建设部令第82号公布
根据2017年1月2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3号废止

2000年6月26日建设部令第79号公布
根据2007年1月11日建设部令第154号废止

2000年2月18日建设部令第76号公布
根据2005年11月10日建设部令第143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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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文件名称

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管理规定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工程建设若干违法违纪行为处罚
办法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

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

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管理办法

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

城市燃气管理办法

建设工程勘察和设计单位资质管
理规定

废止情况

2000年1月21日建设部令第75号公布
根据2006年12月25日建设部令第150号废止

2000年1月25日建设部令第74号公布
根据2006年3月22日建设部令第149号废止

2000年1月21日建设部令第73号公布
根据2019年9月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8号废止

1999年10月15日建设部令第71号公布
根据2001年7月4日建设部令第91号修正
根据2014年6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8号废止

1999年4月22日建设部令第70号公布
根据2003年12月31日建设部、财政部、民政部国资源部、国家税
务总局令第120号废止

1999年3月3日建设部、监察部令第68号公布
根据2001年10月26日建设部令第106号废止

1999年1月7日建设部令第67号公布
根据2004年7月13日建设部令第132号修正
根据2007年3月1日建设部令第156号废止

1999年2月3日建设部令第66号公布
根据2022年3月1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5号废止

1999年1月21日建设部令第65号公布
根据2007年9月21日建设部令第161号废止

1998年8月20日建设部令第64号公布
根据2001年8月15日建设部令第100号修正
根据2006年12月25日建设部令第151号废止

1997年12月23日建设部公安部令第63号公布
根据2016年3月1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安部令第30号废止

1997年12月23日建设部令第62号公布
根据2011年9月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0号废止

1997年12月23日建设部令第60号公布
根据2001年7月25日建设部令第93号废止

序号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文件名称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
暂行规定

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建监察规定》
的决定

村镇建筑工匠从业资格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实施细则

城市燃气和集中供热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

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城市车辆清洗管理办法

建筑装饰装修管理规定

开发区规划管理办法

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暂行办
法

风景名胜区管理处罚规定

废止情况

1997年12月23日建设部令第59号公布
根据2002年7月25日建设部令第111号废止

1997年10月27日建设部令第57号公布
根据2001年8月15日建设部令第99号修正
根据2008年2月15日建设部令第168号废止

1996年9月22日建设部令第55号公布
根据2017年1月2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4号废止

1996年7月17日建设部令第54号公布
根据2004年7月2日建设部令第127号废止

1996年7月1日建设部令第52号公布
根据2008年1月29日建设部令第167号废止

1996年7月1日建设部令第51号公布
根据2004年7月2日建设部令第127号废止

1996年1月8日建设部令第50号发布
根据2001年8月15日建设部令第97号修正
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废止

1995年10月6日建设部令第48号公布
根据2001年4月18日建设部第87号废止

1995年8月7日建设部令第47号公布
根据2004年7月2日建设部令第127号废止

1995年8月7日建设部令第46号公布
根据2004年7月2日建设部令第127号废止

1995年6月1日建设部今第43号公布
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废止

1995年5月9日建设部令第42号公布
根据2010年12月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6号废止

1995年1月23日建设部今第41号公布
根据2001年7月1日建设部令第92号废止

1994年11月14日建设部令第39号公布
根据2007年9月21日建设部令第161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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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文件名称

公有住宅售后维修养护管理暂行办法

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和注册试行办法

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管理试行办法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

城市房屋拆迁单位管理规定

城市房屋修缮管理规定

城市燃气安全管理规定

城市客运车辆保养修理单位管理办法

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优质工程奖评选与管理办法

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规定

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报告和调查程序规定

施工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废止情况

1992年6月15日建设部令第19号公布
根据2007年9月21日建设部令第161号废止

1992年6月4日建设部令第18号公布
根据2006年1月26日建设部令第147号废止

1992年1月18日建设部令第16号公布
根据2001年8月29日建设部令第102号

1991年12月5日建设部今第15号公布
根据2007年9月21日建设部令第161号废止

1991年9月3日建设部令第14号公布
根据2005年12月31日建设部令第146号废止

1991年7月9日建设部令第13号公布
根据2007年9月21日建设部令第161号废止

1991年7月8日建设部令第12号发布
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废止

1991年7月8日建设部令第11号公布
根据2004年7月2日建设部令第127号废止

1991年3月30日建设部、劳动部、公安部第10号公布
根据2011年9月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0号废止

1990年12月31日建设部令第8号公布
根据2001年7月1日建设部令第92号废止

1990年12月31日建设部令第7号公布
根据2001年7月1日建设部令第92号废止

1989年12月31日建设部今第6号公布
根据2001年7月1日建设部令第92号废止

1989年11月21日建设部令第5号发布
根据2001年8月15日建设部令第94号修正
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废止

1989年9月30日建设部令第3号公布
根据2007年9月21日建设部令第161号废止

1989年6月28日建设部令第2号公布
根据1995年10月6日建设部令第48号废止

序号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文件名称

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灾害管理
规定

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

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

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的外国企
业资质管理暂行办法

城市公共交通车船乘坐规则

城市地下水开发利用保护管理
规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办法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城市供水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工程建设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

城建监察规定

废止情况

1994年11月10日建设部令第38号公布
根据2008年10月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号废止

1994年8月15日建设部令第36号公布
根据2010年4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号废止

1994年3月23日建设部令第34号公布
根据2001年10月26日建设部令第106号废止

1994年3月23日建设部今第33号公布
根据2007年9月21日建设部令第161号废止

1994年3月22日建设部令第32号公布
根据2002年9月27日建设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第113号废止

1993年12月20日建设部、公安部令第31号公布
根据2018年3月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安部令第40号废止

1993年12月4日建设部今第30号发布
根据2011年1月2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废止

1993年11月16日建设部今第29号公布
根据2001年10月26日建设部令第106号废止

1993年11月16日建设部令第28号公布
根据2000年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废止

1993年8月10日建设部令第27号公布
根据2007年4月28日建设部令第157号废止

1993年2月4日建设部令第26号公布
根据2004年7月2日建设部令第127号废止

1992年12月30日建设部令第23号公布
根据2001年6月1日建设部令第89号废止

1992年11月6日建设部令第21号公布
根据2001年9月4日建设部令第104号修正
根据2010年5月2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号废止

1992年10月14日建设部令第20号公布
根据2017年1月2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4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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