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上半年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制定机关 规范性文件名称 报备文号 发布日期 登记日期

1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省政府关于促进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
苏府文备字〔2021〕1 号 2021-01-14 2021-01-14

2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实施意见 苏府文备字〔2021〕2 号 2021-01-14 2021-01-14

3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省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 苏府文备字〔2021〕3 号 2021-01-14 2021-01-14

4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2021

－2025年）的通知
苏府文备字〔2021〕4 号 2021-02-26 2021-02-26

5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
苏府文备字〔2021〕7 号 2021-03-15 2021-03-15

6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省政府关于印发大运河江苏段核心监控区国土空

间管控暂行办法的通知
苏府文备字〔2021〕9 号 2021-03-28 2021-03-30

7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铁路发展的意见 苏府文备字〔2021〕10 号 2021-06-22 2021-06-22

8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工作指引

（试行）
苏检文备〔2021〕1 号 2021-06-01 2021-06-08

9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侵害商标权民事纠纷案件审

理指南（修订版）

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

〔2021〕1 号
2021-04-14 2021-05-07

10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侵犯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

审理指南（修订版）

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

〔2021〕2 号
2021-04-14 2021-05-07

11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国家赔偿案件规则
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

〔2021〕3 号
2021-05-06 2021-05-07

1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类执行监督案件办理程

序指南

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

〔2021〕4 号
2021-05-08 2021-05-20

13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规则 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 2021-05-19 2021-05-20



〔2021〕5 号

14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涉外审判职能

作用服务保障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纪要

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

〔2021〕6 号
2021-05-19 2021-06-07

15 南京市发改委 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办法 宁府备〔2021〕1号 2021-01-29 2021-02-01

16 常州市人民政府 常州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常府规备〔2021〕3 号 2021-04-21 2021-04-27

17 无锡市人民政府 无锡市禽类交易管理办法 锡府规备〔2021〕1 号 2021-04-13 2021-04-25

18 无锡市人民政府 无锡市人民防空规定 锡府规备〔2021〕2 号 2021-04-13 2021-04-25

19 苏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废止《苏州市合同格式条款管理办法》等 3

件规章的决定
苏府规备〔2021〕1 号 2021-03-12 2021-03-18

20 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 苏府规备〔2021〕2 号 2021-03-30 2021-04-07

21 南通市人民政府
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南通市政府 规章制

定办法》的决定
通府规备〔2021〕1 号 2021-02-18 2021-02-20

22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连云港市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 连规章备字〔2021〕1 号 2021-02-25 2021-03-01

23 盐城市人民政府 盐城市机关事务管理办法 盐城府规备〔2021〕1 号 2021-05-12 2021-06-02

24 盐城市人民政府 盐城市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规定 盐城府规备〔2021〕2 号 2021-06-02 2021-06-10

25 扬州市人民政府 扬州市南水北调水域船舶污染防治办法 扬府规备〔2021〕1 号 2020-12-29 2021-01-14

26 扬州市人民政府 扬州市档案管理办法 扬府规备〔2021〕2 号 2020-12-29 2021-01-14

27 扬州市人民政府 扬州市渔业资源保护管理办法 扬府规备〔2021〕3 号 2021-01-15 2021-02-01

28 镇江市人民政府
镇江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的决定
镇府规备字〔2021〕1 号 2021-01-08 2021-01-15

29 宿迁市人民政府 宿迁市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宿府规备〔2021〕1 号 2021-01-13 2021-02-03

30 宿迁市人民政府 宿迁市古黄河运河风光带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 宿府规备〔2021〕2 号 2021-02-25 2021-03-16

31 无锡市人大常委会
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无锡梁

溪科技城法定机构试点工作的决定
锡人办规备〔2021〕1 号 2021-03-01 2021-03-23

32 无锡市人大常委会
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建设太

湖湾科技创新带的决议
锡人办规备〔2021〕2 号 2021-04-30 2021-05-24

33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审查监督办法
常人规备字〔2021〕1 号 2021-05-06 2021-05-08

34 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
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扎实推进

“开新局、夺首胜”的决议
连人常备〔2021〕1 号 2021-03-10 2021-03-19



35 淮安市人大常委会
淮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

作的决定
淮人常备〔2021〕1 号 2021-01-07 2021-01-07

36 泰州市人大常委会
泰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高等教

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决议
泰人常备〔2021〕1 号 2020-12-31 2021-01-11

37 泰州市人大常委会
泰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

审查办法
泰人常备〔2021〕2 号 2021-04-30 2021-05-10

38 宿迁市人大常委会
宿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

建设的决定
宿人常备〔2021〕1 号 2021-02-22 2021-0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