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4

序号 文件类型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印发日期 备注

1 规范性文件
国家计委关于具体实施《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
定》的通知

计市场
[1995]175号

国家计委 1995年2月21日

2 规范性文件
国家计委关于塔中油田－轮南和东河塘－轮南输
油管线运价的批复

计价管
[1996]2621号

国家计委 1996年11月12日

3 规范性文件
国家计委关于库鄯管线输油价格和鄯善装车费的
通知

计价管
[1997]1192号

国家计委 1997年7月14日

4 规范性文件
国家计委关于调整花土沟至格尔木原油管道运输
价格的批复

计价管
[1997]1372号

国家计委 1997年8月7日

5 规范性文件
国家计委关于核定靖—曲输油管线运输价格的批
复

计价格
[1998]1936号

国家计委 1998年10月8日

6 规范性文件 中央救灾储备化肥管理办法
计经贸

[1999]577号
国家计委、财政部 1999年5月20日

7 规范性文件 国家计委关于公布价格听证目录的通知
计价格

[2001]2086号
国家计委 2001年10月25日

8 规范性文件 国家计委关于核定靖咸输油管线管输价格的批复
计价格

[2001]2642号
国家计委 2001年12月7日

9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价格监测定点
单位标志牌管理办法》、《价格监测调查证管理
办法》的通知

发改办价监
[2003]38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3年6月21日

10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实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
知

发改价格
[2004]297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4年2月19日

11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落实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对未成人实行门票减免政策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
[2004]98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4年6月9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拟修改规范性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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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发改运行

[2004]1617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
部、公安部、铁道部、
交通部、海关总署、国
税总局、民航总局、工
商总局

2004年8月5日

13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印发《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5]309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5年3月2日

14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规范游览参观点门票
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5]712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5年4月29日

15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全国重要消费品和服
务价格监测报告制度》等四个报告制度的通知

发改价监
[2005]2191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5年10月24日

16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化肥淡季商业
储备管理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

发改经贸
[2005]2251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

2005年11月1日

17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关的游览
参观点对宗教人士实行门票优惠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5]2714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5年12月21日

18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事业性
收费标准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6]532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6年3月27日

19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红色旅游景点门票价格
管理工作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6]533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6年3月27日

20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建立游览参观点门票
价格及相关信息报告制度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
[2006]1867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6年8月26日

21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游览参观点
门票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7]227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7年1月29日

22 规范性文件 国家级专项规划管理暂行办法
发改规划

[2007]794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7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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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定价成本监审一般技术
规范（试行）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7]1219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7年6月5日

24 规范性文件 造纸产业发展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
委公告2007年

第71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7年10月15日

25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林业局、旅游局、宗教局、文物局关
于整顿和规范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8]905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国土资源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林业局、
旅游局、宗教局、文物
局

2008年4月9日

26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法定节假日期间游览参
观点门票和道路客运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10]841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0年4月23日

27 规范性文件
关于调整农村户用沼气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申报工
作的通知

发改办气候
[2011]2202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
部

2011年9月13日

28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发改气候
[2012]1668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2年1月13日

29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门票价格优
惠政策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12]283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2年2月6日

30 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对外物资
赠送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发改办气候
[2012]1265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2年5月17日

31 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
的通知

发改办气候
[2012]2862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2年10月9日

32 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有偿使用管理办
法的通知

发改气候
[2012]340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

2012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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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赠款项目管理办
法的通知

发改气候
[2012]3407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

2012年10月30日

34 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再制造单位质量技术控制规范（试行）
的通知

发改办环资
[2013]191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工信部、质检总局

2013年1月29日

35 规范性文件 关于规范主题公园发展的若干意见
发改社会

[2013]439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
资源部、环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
化部、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国家林业
局、国家旅游局、中国
银监会、中国证监会

2013年3月4日

36 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公共实训基地建设专项管理办法（暂
行）》的通知

发改就业
[2016]0571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6年3月21日

37 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评价工作指南
（试行）》的通知

发改办高技
[2016]937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6年4月20日

38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央救灾农药储
备工作的复函

发改办经贸
[2016]1631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

2016年7月11日

39 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粮食局关于印发《粮食仓
储设施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改经贸规
[2016]1670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粮食局 

2016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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