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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园林局文件

郑园林〔2019〕232号

郑州市园林局
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管委会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市园林局所属各单

位、机关各处室：

按照《郑州市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市政府令第 220号）

和《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机构改革涉及的规范性文件

清理工作的通知》（郑政办明电〔2019〕17号）的要求，对我局

2019年 11月 30日前印发的现行有效的 55件规范性进行全面清

理。经研究决定，废止失效规范性文件 38件，继续有效规范性

文件 17件。现予以公布。



— 2—

附件：1. 继续有效规范性文件目录（共 17件）

2. 废止和失效规范性文件目录（共 38件）

2019年 1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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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继续有效规范性文件目录（共 17 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时间

1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局加强城市
管理园林绿化整治提升突出问题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的通知

郑园林
〔2012〕169号 2012.8.9

2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绿化行政处
罚裁量权适用规则》和《郑州市园林绿化行政处
罚裁量权标准》的通知

郑园林
〔2012〕242号 2012.11.25

3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优良园林绿化工
程评选办法（试行）》的通知

郑园林
〔2013〕13号 2013.1.25

4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局深化公共
单位园林绿化网格化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园林
〔2013〕138号 2013.6.28

5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行政执法工作有关制度的
通知

郑园林
〔2013〕209号 2013.10.28

6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局招标投标
工作纪律》的通知

郑园林
〔2013〕212号 2013.10.30

7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局绿化行政
执法依据》的通知

郑园林
〔2013〕214号 2013.11.1

8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自
然灾害应急预案》等六项应急预案的通知

郑园林
〔2013〕263号 2013.12.25

9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支线路网绿化技
术导则》的通知

郑园林
〔2014〕220号 2014.10.9

10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苗木移植管理办法》的
通知

郑园林
〔2015〕77号 2015.4.8

11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制度
（试行）》的通知

郑园林
〔2016〕83号 2016.4.11

12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局行政调解
工作细则》的通知

郑园林
〔2016〕240号 201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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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时间

13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加强春季园林绿化管养工作的
通知

郑园林
〔2017〕22号 2017.2.15

14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局内部控制
管理制度》的通知

郑园林
〔2017〕78号 2017.4.24

15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调整部分行政权责事项的通告
郑园林

〔2017〕148号 2017.8.18

16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
知

郑园林
〔2017〕151号 2017.8.30

17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建设工程项目绿
化设计方案审核意见》的通知

郑园林
〔2019〕42号 20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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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废止和失效规范性文件目录（共 38 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时间

1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道路绿地管理技
术规程》（试行稿）的通知

郑园林
〔2011〕120号 2011.5.24

2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局安全生产
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郑园林
〔2011〕201号 2011.9.8

3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在市区开展绿地游园管理评比
活动的通知

郑园林
〔2011〕221号 2011.10.9

4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心通桥网络事项运行管
理办法》的通知

郑园林
〔2011〕252号 2011.12.5

5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绿篱模纹造型植物和草
坪修剪技术导则》的通知

郑园林
〔2012〕74号 2012.4.25

6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占用公园广场举办
活动的通知

郑园林
〔2012〕95号 2012.5.15

7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市区园林绿化网格化管
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园林
〔2012〕114号 2012.5.31

8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在公园广场设置“绿城一叶”
志愿服务站点的通知

郑园林
〔2012〕165号 2012.7.27

9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实施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的通知

郑园林
〔2012〕215号 2012.10.9

10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绿化工程质
量监督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郑园林
〔2012〕273号 2012.12.21

11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优秀园林绿化施
工企业评选办法（试行）》的通知

郑园林
〔2013〕12号 2013.1.25

12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工程建设领
域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的通知

郑园林
〔2013〕73号 2013.4.17

13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建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监理
企业诚信备案制度的通知

郑园林
〔2013〕77号 201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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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时间

14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坚持依靠群众 推
进工作 落实”长效机制工作的意见

郑园林
〔2013〕82号 2013.4.28

15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贯彻落实工程建设项目廉政风
险告知书制度的实施意见

郑园林
〔2013〕92号 2013.5.7

16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建设工程项目配
套绿地面积计算技术规定（试行）》的通知

郑园林
〔2013〕111号 2013.5.20

17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局规范行政
处罚裁量权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园林
〔2013〕141号 2013.6.28

18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局规范性文
件异议审查制度》的通知

郑园林
〔2013〕162号 2013.7.25

19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局重大行政
决策制度》的通知

郑园林
〔2013〕207号 2013.10.27

20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局行政合同
法制审核制度》的通知

郑园林
〔2013〕208号 2013.10.27

21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优秀园林绿化项
目经理评选办法（试行）》的通知

郑园林
〔2013〕261号 2013.12.24

22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局行政审批
工作流程（试行）》的通知

郑园林
〔2014〕21号 2014.1.7

23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局公园广场
管理规范》的通知

郑园林
〔2014〕34号 2014.1.17

24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局公园广场
月绿化管理导则》的通知

郑园林
〔2014〕35号 2014.1.17

25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国家重点公园省星级公
园省绿化达标公园申报办法》的通知

郑园林
〔2014〕36号 2014.1.17

26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加强风景名胜区园林绿化管理
的意见

郑园林
〔2014〕43号 2014.1.26

27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陇海快速路绿化
工程相关技术要点》的通知

郑园林
〔2015〕204号 2015.11.23

28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陇海快速路绿化
工程项目部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的通知

郑园林
〔2015〕205号 201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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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时间

29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陇海快速路绿化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办法》的通知

郑园林
〔2015〕206号 2015.11.23

30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陇海快速路绿化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办法》的通知

郑园林
〔2015〕207号 2015.11.23

31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郑州市陇海快速路绿化
工程项目部工程质量管理办法》的通知

郑园林
〔2015〕208号 2015.11.23

32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 2016 年应急抢险和城市
防汛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园林
〔2016〕130号 2016.5.30

33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 2017年“绿满商都 花绘
郑州”公园广场花事（展）活动方案的通知

郑园林
〔2017〕1号 2017.1.4

34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扎实做好 2017 年春节期间安
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郑园林
〔2017〕2号 2017.1.4

35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与
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园林
〔2017〕24号 2017.2.16

36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切实做好全国“两会”期间安
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郑园林
〔2017〕27号 2017.2.21

37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 2017 年安全生产工作要
点的通知

郑园林
〔2017〕28号 2017.2.21

38 郑州市园林局关于印发 2017 年园林绿化精细化
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郑园林
〔2017〕55号 2017.4.5



郑州市园林局办公室 2019年 12月 1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