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附件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文件名称

工商总局关于印发《关于处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

为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部署精神 切实

做好房地产市场秩序整顿有关工作的意见

工商总局关于依法做好食品市场监管相关工作的

意见

工商总局关于做好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贯彻落

实工作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加强流通领域商品质量安全风险警

示工作的指导意见

工商总局关于做好《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

法》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加强和规范网络交易商品质量抽查

检验的意见

工商总局关于认真做好2017年流通领域商品质量

抽查检验工作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开展红盾质量维权行动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做好各类交易

场所清理整顿工作的意见

工商总局关于开展企业简易注销改革试点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简易注销改革试点

有关工作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电子营业执照试点工作

的意见

文号

工商消字〔2004〕35号

工商消字〔2010〕34号

工商消字〔2013〕108号

工商消字〔2013〕197号

工商消字〔2014〕233号

工商消字〔2015〕9号

工商消字〔2015〕189号

工商消字〔2017〕13号

工商消字〔2017〕128号

工商企字〔2011〕234号

工商企注字〔2015〕2号

工商企注字〔2015〕142号

工商企注字〔2015〕1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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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文件名称

工商总局关于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试点工作

的指导意见

工商总局关于做好外资银行改制工商登记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启用新版《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

表机构登记证》和《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代表证》的通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贯彻实施《个人独资企

业登记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做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印发《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

理的若干意见》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文书格式

规范》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规范自然人投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开展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改革试点

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印发2015年无证无照经营综合治理

虚假违法广告整治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信用监管

体制建设三项综治考评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推进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试点工作

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做好2016年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工作

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委托对总局登记企业进行年报抽查

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做好2016年度年报公示工作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加强跨省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

违法行为查处工作的意见

文号

工商企注字〔2015〕231号

工商外企字〔2006〕240号

工商外企字〔2011〕28号

工商个字〔2000〕9号

工商个字〔2007〕108号

工商个字〔2007〕126号

工商个字〔2010〕39号

工商个字〔2015〕45号

工商个字〔2015〕186号

工商个字〔2016〕187号

工商企监字〔2016〕30号

工商企监字〔2016〕177号

工商企监字〔2016〕247号

工商市字〔2011〕1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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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文件名称

工商总局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电子数据证据取

证工作的指导意见

工商总局关于加快建立网络经营主体数据库的

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加强商品交易市场规范管理的指导

意见

工商总局关于贯彻实施《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指

导意见

工商总局关于发挥工商职能作用加强旅游市场监

管的指导意见

工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促进网络服务交易健康发展 规范网

络服务交易行为的指导意见（暂行）

工商总局关于印发《广告业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开展清理整治含有“特供”“专供”国

家机关等内容广告专项行动的通知

工商总局关于做好广告发布登记管理工作的指导

意见

工商总局关于积极应对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加强

打击传销规范直销工作的意见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自治州、地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对企业进行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印发《一次性生活用纸生产加工企业监督整

治规定》的通知

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区域性产品质量问题整

治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关于印发《质量技术监督执法打假督查工作实施

办法》的通知

文号

工商市字〔2011〕248号

工商市字〔2012〕87号

工商市字〔2013〕210号

工商市字〔2014〕34号

工商市字〔2014〕107号

工商市字〔2015〕29号

工商网监字〔2016〕2号

工商广字〔2015〕42号

工商广字〔2016〕194号

工商广字〔2016〕256号

工商直字〔2009〕77号

工商〔1990〕429号

国质检执〔2003〕289号

国质检执〔2009〕71 号

国质检执〔2009〕3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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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文件名称

关于印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省级发证工作规范》

的通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加强企业质量信

用监管工作的意见

关于明确医用超声、激光和辐射源监督管理范围

的通知

关于规范使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代号的通知

关于对备案的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实行公告制度

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用三源”计量监督管理工作的

通知

关于配料秤、配料系统等办理计量器具许可证有

关问题的通知

食用电烤炉无证查处公告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无证查处公告

关于对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实施市

场准入制度的公告

关于开展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生产许

可证无证查处工作的公告

关于开展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生产许可证

无证查处工作的公告

关于开展餐具洗涤剂生产许可证无证查处工作的

公告

关于调整压力锅等产品生产许可工作的公告

关于婴幼儿奶瓶监管工作的公告

文号

国质检监〔2006〕413号

国质检质〔2006〕464号

技监局量发〔1998〕49号

质技监局标发

〔1999〕193号

质技监局标发

〔1999〕279号

国质检量函〔2002〕230号

国质检量函〔2006〕343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公告2002年第34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公告2003年第77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公告2006年第133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公告2007年第123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公告2009年第48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公告2010年第55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公告2010年第136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公告2011年第8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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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文件名称

关于公布《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工作质量分类监管

办法》的公告

关于《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有

关事宜的公告

质检总局关于实施注册设备监理师登记服务的

公告

质检总局关于发布《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

规则》的公告

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关于实施玩具安全系列国家

标准有关事项的公告

关于取消设备监理单位资格证书核发事项的公告

质检总局关于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新一批改

革试点经验的公告

关于调整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编制方式的通知

关于国家标准复审管理的实施意见

关于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管理的实施意见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规定

关于标准制定工作组组建和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国家标准批准发布公告及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备案公告格式的通知

质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标准化项目管理规定

进口食品国外生产企业注册程序

关于明确计量认证/审查认可工作有关规定的通知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

文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公告2012年第26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公告2013年第9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公告2014年第87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公告2015年第5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公告2015年第164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公告2016年第24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公告2016年第120号
国标委计划〔2004〕10号

国标委计划〔2004〕28号

国标委计划〔2004〕28号

国标委办〔2009〕3号

国标委综合〔2009〕32号

国标委综合〔2009〕87号

国标委综合〔2011〕33号

国认注〔2001〕35号

国认实函〔2002〕78号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告2001年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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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文件名称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印发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

件信息公开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推进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体

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婴幼儿配方乳

粉生产许可审查要求的通知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开展在药店试点销售婴幼

儿配方乳粉工作的通知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超过保质期

食品监管工作的通知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活禽和

禽类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

监管的通知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和风险监测承检机构工作规定的通知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依法严厉查处违法

生产经营鱼肝油产品的通知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质量控制和管理考核方案的通知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

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保健食品申报受理

审批工作的公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保健食品命

名规定（试行）》的通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保健食品审评

专家考核办法的通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保健食品再注册工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文号

食药监稽

〔2014〕166号

食药监稽

〔2015〕258号

食药监办食监一

〔2014〕31号

食药监食监二

〔2013〕252号

食药监食监二

〔2014〕22号

食药监办食监二

〔2014〕23号

食药监食监二

〔2015〕36号

食药监办食监三

〔2014〕70号

食药监办食监三

〔2014〕83号

食药监办食监三

〔2014〕127号

食药监法

〔2015〕65号

食药监注便函

〔2003〕266号

国食药监注

〔2007〕304号

国食药监保化

〔2011〕148号

食药监保化函

〔2012〕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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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文件名称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保健食品申请人变

更受理与技术审评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保健食品审评

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保健食品再注册工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跨境生产保健食品

产品申报有关事宜的通知

关于监督食品生产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的通告

关于贯彻落实小微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优惠政策

的通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

食品命名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保健食品命名有

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加快提交营养素

类产品补充资料有关事宜的公告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 2019年传销重点城市、重

点地区打击整治工作的通知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

司登记的指导意见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落实“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

点的通知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保健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电话营销行为管理的公告

文号

食药监许函〔2010〕135号

国食药监许〔2010〕282号

国食药监许〔2010〕300号

国食药监许〔2010〕363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通告2015年第16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通告2015年第31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公告2015年第168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公告2016年第43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公告2017年第184号
国市监竞争〔2019〕100号

国市监信〔2019〕128号

国市监注〔2019〕225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公告2018年第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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